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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话
我们大家的中文学校

副校长  袁力 
我女儿 Maggie 今年 8 岁,在 Acton 中文学校上 3 年级。每次

放学后我问她喜不喜欢中文学校,她都回答得毫不含糊: 喜欢! 

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有很多 fun!” 

 

Maggie 是一个典型的华裔家庭里的美国孩子: 讲英文,接受美

式教育,认同美国价值观。我知道 Maggie 长大后会变成一个

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作为她的家长,出于对中国文化的难以割

舍的感情,我仍然希望她除了黄皮肤之外,身上还能多一些中国

味,希望她能在由 5000 年历史沉淀而成的灿烂的中华文化中

汲取营养。 

 

我一个朋友的美国邻居收养了 2 个中国女孩 Nenna 和 

Joanna,也正因为这 2 个黑头发女儿的缘故,这对美国夫妇对中

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知道他们搜集了很多有关中国

的书籍,经常带着女儿参加中国家庭的聚会。他们在给予

Nenna 和 Joanna 一个温暖的家庭和良好的环境的同时,也希

望女儿不要忘了自己族裔的文化。 

 

身为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经由白手起家、安身立命之后,在逐

渐参与地区事务、服务社区、试图“溶入主流”的同时, 我也

希望能找到一处地方,有一个聚会、交流、休闲的场所, 结识同

宗同文的中国朋友和热情爽朗的美国朋友,也以此促进中美文

化的交流。 

 

希望孩子能系统地学习中文,日积月累地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以在这个强调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社会中,拥有宽广的视野和包

容的品格,与各族群和睦相处，顺利协作；了解美国文化、适

应知识更新、交流生活职场经验；以及宣传中文教育、丰富

当地文化生活、扩大华裔居民在社区的影响——这个想法,我

相信也是大多数像我们这样身在海外的华人和 FCC 家庭的想

法。 

 

而这些,正是创办 Acton 中文学校的初衷,也是中文学校全体教

师、行政人员、家长会、校董事会协同各位家长共同努力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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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茶》。中文学校的武术班教师Marcello Almeida和

助教Kelvin Lee 也表演了他们拿手的双人对打。 

外  
校园内

 

ACLS 参加国际文化之夜活动 

克顿的 Conant 和 Douglas 小学共同主办的一年一

国际文化之夜（Cultural Eve -International 

ht）十一月十八日在艾克顿举行。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

年的活

动从

Conant

小学移

到了 R.J. 

Grey 初

中，场

地比以

前宽

敞，吸

引了很

来参加，演出活动的小礼堂里几乎是座无虚席。 

年一样，热心的Conant和Douglas小学学生家长们

次活动作了认真准备，使得现场活动开展得丰富多

有人布置中国展台(张颖、勇梅、王劲扬、王锦、

鸣、朱言一)，有人负责晚餐服务(周麟、李建林、

峰、郭颖颖、梁惠颖……)， 不少家长届时还到中

台帮忙，此外，吴利宁等也为这次活动拿出自己珍

中国工艺美术品作为展品。  

大家在尽情

欣赏各国风

俗文化，品

尝各国美食

之后，再来

到学校礼

堂，欣赏国

际文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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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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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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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中文学校校长李劲冬、副校长袁力及董事会主席

陈鸿祥也到场祝贺。 

【本刊通讯员】 
 

击剑班举办击剑比赛表演 
 

Acton 中文学校击剑班从 2004 年三月份起至十一月，

一共训练了二十多次，前后共有十六名队员，其中 大

十二岁， 小才六岁。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这些学生

已经初步了解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击剑技能及规则。十一

月十三日 后一次比赛课，所有的队员都参加了，而且

技术都发挥得很好。 

 

由于场地和训练条件的限制，击剑班将于十一月下旬结

束。未能继续下去，十分遗憾。希望明年场地条件将有

所改善，击剑队能继续训练，提高技术。企盼 Acton 中

文学校击剑队能成为一队击剑新秀。 

【击剑队教练 邢健提供】 
 

中文教学动向 
谢宁 

 
安大略省渥太华地区中华协和工所文化部主办的“中文

教学研讨会”于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在渥太华举

行。我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研讨会主要就海外中文教学中 困难的环节- 兴趣与记

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会议主办单位特从台

湾和北美邀请了四位讲员，分别于两个上午做了有关题

目的报告。另有九位老师将他们的教学经验做了短暂但

有重点的介绍。部分与会人员还展示了他们制作的教

具。 

 

从会议的情况看，来自非讲中文家庭的成人与儿童对学

习中文的兴趣在稳步增长，对中文教师的要求也在不断

提高。参加这次研讨会对本人提高中文教学水平有很大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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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把我画成一个傻大姐，难看死了。”我看了这张

画，告诉她：“你应该高兴，你的孩子真聪敏，你梳在

头后的‘马尾巴’是你的特征，他怎么把后面的特征表 
教师之角

 
 

孩子和画 

丹心 

画画”似乎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本领。君不

，小小的孩子只要拿到可以“涂抹”的东西，不论是

笔、蜡笔、粉笔，甚至母亲的口红，就会在墙上、地

、桌上、床单上……到处留下他们的涂鸦。 

着年龄的增长，这份“天才”在不同的环境中，有的

为受到重视鼓励而逐渐发展；有的却因受到有意无意

抑制而遭扼杀；有的因受了更有趣的电玩等影响而逐

转移。但 初的孩子的画，是他的“心声”。在他们

不会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时，他们往往会在 
涂鸦”中反映出来。一个准备入幼儿园的孩子，交给

师一张画，画上是似圆非圆瀑布似的线条。她告诉老

“这是洗头”，因为要上幼儿园了，她要洗好头，干

净净上幼儿园。一个很喜欢衣服上有口袋的孩子，画

的衣服、裤子上到处是一方块一方块的“补丁”，他

“这是口袋”。在一间房子前画上一个大的长方形，

面是曲曲弯弯的线条。原来他喜欢吃带鱼，他的愿望

家里有一方“养”带鱼的池塘，他可以天天吃带鱼。

些弯弯曲曲的线条，是他的带鱼！一个喜欢研究

锁”的孩子，画的房子有许多门窗，上面有方的、圆

、奇形怪状的“锁”……他们的画，不是那么

像”，但仔细看，却有几分“神似”的地方。难怪国

大家齐白石说（大意）：画画不能太像，太像就是媚

；不能太不像，那是欺世。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即

神似”。他提倡要向孩子的画学习。孩子就有这个本

，把他们日常的所见所闻，用自己的方法表达出来。 

们做过一个实验，在一所幼儿园选了同年龄的三个平

班，请他们画“我的老师”。每班三十六个人画完

，全部打乱，放在一起，请评判老师看，评判老师并

认识班级老师，但大家很容易地就把孩子的画分开来

。因为即使他们不是画的肖像画，但或多或少都反映

自己老师的特征。 有趣的是一位老师脸上有粒痣，

的班，没人忘记这特征，只是芝麻大的痣，在画上成

绿豆、赤豆甚至黄豆大。 

们要学会欣赏儿童画，理解他们，才能帮助发展他们

绘画水平，否则则会扼杀他们的兴趣。有一次画“我

爸爸”，只见一位“陪读”的爸爸在说：“擦掉擦

！”而孩子则委屈地不肯擦掉。我急步过去问原因，

爸告状：“你看，他给我画了一条尾巴！”孩子说：

不是尾巴。”原来，爸爸是“一家之主”，家里所有

钥匙都挂在他的腰带上，孩子认为这是重要的“爸爸

特征”。但他不能掌握大小比例，一串钥匙因此变成

“一条尾巴”。问清了缘由，爸爸也笑了。三八节，

孩子画“我的好妈妈”。一位妈妈生气地告状：“你

现出来呢！当然只好画在旁边了。看上去像是傻大姐的

‘冲天辫’，但实际却是你的‘马尾巴’呀！”所以我

对这些家长说，如果不理解孩子，在你们的指责下，他

们会丧失绘画的兴趣。也许你们因此而扼杀了一个“天

才”。 
 
我认为作为成人，我们首先要理解孩子的画，在这基础

上教会他们更仔细地观察周围生活，教会他们一定的技

能技巧，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帮助他们更好地用他们

的方法反映周围生活。即使将来不当画家，至少也能运

用所学到的绘画技能技巧在今后的学习中，并且懂得欣

赏周围美好的事物。 

教学点滴 

CSL-A 班教师  谢宁 

This picture was done by Li Heng who is one of my 
students in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for 
Children – Beginning Level, Class A. Our curriculum 
focuses 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peaking 
capability and some reading (character recognition). 
We recently finished the unit about families. As part 
of the homework to practice their skills on listening 
and reading, students are asked to play a game to pick 
a number in Chinese and find its corresponding 
Arabic numeral. Then they listened to a recording 
associated with that number to find out which family 
member it was. They made the picture by cutting the 
corresponding picture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asting to a piece of construction paper. 
 
这幅图的作者李恒是我们“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班，初级

班 A班”的学生。我们这个班的教学重点主要是对听说

能力的培养，同时兼顾认字。 近我们刚完成了“家

庭”这一单元。学生通过课后作业巩固课堂所学。其中

一道题是帮助他们练习听读数字及家庭成员。学生先玩

一个小游戏找出一个中文数字及其相应的阿拉伯数字。

然后听相关的录音，再找出录音中提到的家庭成员。将

此家庭成员的图象和汉字剪下来贴到一张硬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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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部分老师自我介绍 
 
刘成 乒乓球课老师 
 
A distingushed principle Software Engineer at 
Siemens, father of a five year old boy, an Acton 
resident. I have been playing Pingpong for a long 
time and once took a Pingpong class at Nankai 
University. Pingpong is one of my favorite sports. 
It’s good for your eyes and body coordination, yet it 
is very unlikely for you to get injured, especially in 
New England. When you can't play outside most of 
the time, Pingpong offers a good alternative.  

 

 
Breakdance and CPC 
 
Control Panel Crew, established in 2000, is a local 
breakdance group that performs and competes 
throughout Massachusetts.  The seven members of  
Control Panel are all self taught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ir own skills in dance as well as giving 
lessons in Acton.  Control Panel Crew has performed 
at events such as Belmont Culture Night, VOICE 
Day, Acton Day, Clark University, Asia Cultural 
Night, 3rd Eye Ope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for various private parties and 
gatherings.  Each member in the group specializes in 
his own specific style and moves, but they each  
follow the same goal of growing together as a family 
of dancers.  A focus of  Control Panel Crew is to 
raise awareness of breakdance and hip-hop culture  
among local residents.   The seven members of the 
group are all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and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dancing.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having a performance, or taking lessons, 
please contact David Shi at 
david_wu_shi@hotmail.com.  Group and private 
lessons are offered to men, women, and children of 
all ages and shapes.  Group lessons are $10 for  
a one and a half hour lesson. 
 

Provided by Control Panel Crew 

Fencing 
Fencing Master Xing Jian 

 
Fencing, the art of swordsmanship, has been 
practiced for centuries. At first, it was to train for 
deadly combat – the duel. 
 
Now, it is for the Olympic gold. 
 
Through fencing you can acquire the reflexs of a 
boxer, the legs of high-jumper, and a concentration of 
a tournament chess player. This sport develops agility, 
strength, speed, and cunning. 
 
And because the speed of its action, fencing is 
considered the fastest martial sport.  
 
But, most importantly, it’s fun! 

4 
Do you know?? 

• Fencers wear white uniforms because, in the 
early days of fencing, hits were determined by 
an ink spot left on the uniform by the weapon. 
The cheaters even found a way , though –they 
would dip their uniforms in vinegar(which was 
used to clean the touch marks off) so that 
when the weapon hit the uniform, no mark was 
left behind. 

• Fencers salute with their masks off because, in 
the old days of dueling in armor, the 
contestants had to show their faces to prove 
their identities. Otherwise,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easy to have someone else fight in your 
place. 

• Man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fer 
scholarships and financial aid packages to 
fencers. 

• The International Fencing Federationhosts 
World Championships for Under-17 and 
Under-20 fencers as well as the world’s elite 
fencers. The USFA hosts natioanl tournaments 
for five age groups(Under-20, Under-17, 
Under-15, Under-13, Under-11)as well as for 
our elite fencers. 

Safety 
 
Fencing is one of the safest sports. Its safety recod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equipment and the rules that 
control the manner of the competition. For 
instance, the mask must meet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trength of the wire and covering 
of all vulnerable parts of the head. Uniforms are 
made of the same material used in bulletproof vest, 
Kevlar. 

mailto:david_wu_shi@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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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Main Street, Acton, MA 01720 
1-888-430-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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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Junior High 的中国家长们应该向她致以感谢

和敬意。   
回音壁

 

彭卓瑞与“姓名工程” 
黎纳 

cton-Boxboro 地区华人居民比例的提高，这个地

学的华人学生人数也渐自多了起来。不久前，

 High 校方提出请 Acton 中文学校帮忙注释一下

文姓名的发音。 

来这件小事中存在着两个亮点。第一，中国学生

个学区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少数民族。把他

名用英文发音是一个天天碰到的问题，而能够正

不仅是提高效率，更反映了学校对这些学生和家

重。第二，Acton 中文学校客观上已经成为本地

区的一个重要窗口。你看，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到你了。 

校长把这件事命名为“姓名工程”(Name 

t)。这件事做好了，无疑对两个学校都有好处。

找志愿者，李校长给 Acton 华人读书会（由一群

长组成）发 email。可是，和在其它事情上的一

不同，这次她的 email 好像没有什么反响。我

是这个忙不好帮。那么多中文姓名，英文都有完

的发音吗？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老美读懂你的

哪一样注音方法是规范的？还是激流勇退吧。 

，意料之外，然而也是意料之中地，彭卓瑞出来

。说起彭卓瑞很多人不知道，原因之一是她因为

小，而不能成为中文学校家长，原因之二是因为

一个老美而不能方便地和广大老中们一起吃喝玩

是彭卓瑞对于中华文化的痴迷和对华人社区活动

是少有的。我前面说的意料之中是因为她是读书

中唯一一个以英文为专业的，舍其而谁焉？而我

料之外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美国先生得了重

近动手术住医院，出了院又再住院，反复折腾。

照顾病人和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同时还要管着一

过剩的两岁多的小男孩。苦不堪言。 

彭卓瑞。她交卷了。她的翻译量大概是有五页纸

而仅从以下的三行中你就可以悟出这工作有多不

： 

）—— tsway 

（郑）—— jung (as in “Jungle”) 

) —— tschyoo (Try to pronounce these two 

rs as one) 

道彭卓瑞为这个“姓名工程”在她本来的忙碌中

多少额外的忙碌，在她已有的疲倦上增加了多少

疲倦。Acton-Boxborough 华人社区的同胞们，

应征陪审团 
路遥 

 

不久前，收到了法庭传唤作陪审员的通知。算起来，这

已是我第五次收到这样的传唤通知了！ 

 

成为美国公民后，自然享受到了公民所应享受的各项权

利，可以参加地方和全国的各种选举。不过，公民所应

尽的义务也随之而来，陪审员义务即其中之一。曾有认

识的美国人，为了逃避陪审员义务，不惜放弃选举的权

利，竟不参加选民登记！当然这种人毕竟是少数。 

 

我被传唤的这五次中， 早的两次，因为还不是美国公

民，所以理所当然地以不合格而婉拒了。第三次是在三

年前，二〇〇一年的十月，距入籍约一年半时间。没有

理由逃避，便按指定时间到了指定的法庭报道。不知是

算幸运还是不幸，那次并没有被选进陪审团。早上八点

半到法庭，下午一点多钟就被允许回家了。并拿到了证

明，可以三年之内不再应征。满以为这下可以几年之内

平安无事了，没想到，还没出两个月，传票又在邮件中

出现！忙不迭把刚刚出庭的证明复印寄到法院，说明自

己才尽义务不到三年，推了回去。自那以后，有近三年

相安无事。到了今年九月份，传唤的通知又来了。一看

开庭的日子，离上次出庭整整三年零一个月！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是其法律制度的一个特征。在一般情

况下，除非被告认罪，一般审判定罪是由陪审团决定。

而且陪审团审判是由法律保障的。参加陪审团，可以全

程参与开庭过程，听取原告和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集

体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因此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美国经

验。应征者来到法院后报道后，每个人都会按前后顺序

拿到一个号码。法庭书记员带大家到开庭的法庭，向大

家介绍法官、原告、被告，及简单介绍案情。之后每个

人会拿到一个问题表，按要求回答一些问题。这时，书

记员按照候选人的号码顺序传唤十二个陪审员和两个候

补陪审员。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根据这些人的情况，决

定剔除某些人，由候补顶替，再从候选人员中顺次递

补。记得我去那次，第一个案子是件殴打警察案。陪审

员中有位中年妇女被辩方律师剔除，事后我们私下问

她，原来是填表时她提到有个邻居是警察。 

 

可能有人担心被选上陪审员，要陪上很多时间出庭，影

响日常生活。实际上经常是人到法院以后，会因为没有

案子而被遣回。而且三年之中不会再被传唤到庭。即使

是有案子，被选中，大多案件都会在一天内定案。美国

是法制国家，但有时有些矫枉过正，往往是一句不合法

庭见。案子多如牛毛，有不少却是如邻里之争之类的鸡

毛蒜皮的小事，不会拖很久的。当然如果确实有困难，

可以向法庭提出推迟，或是更改时间及出庭地点，也是

允许的。我这次被传唤出庭时间是感恩节前一天，并且

是 Standby Juror，希望不会拖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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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园地  

厨房心得 
二则 

自制奶油餐包 
 

暑假里闲着没事，从网上学了一招，做奶油餐包（面

包），做出来挺受大人小孩欢迎的，于是把方子稍加改

良与大家分享。 

 

材料 （15 个）： 

 

1． 高筋面粉 2 ½杯，低筋面粉 ½ 杯，糖 2 ½ 大

匙（40 克），盐 1小匙，无盐奶油 3大匙，

鸡蛋一个，奶粉或奶粉精 2 ½大匙，干酵母

1.5 小匙，小麦蛋白半大匙； 

 

2． 含盐奶油约 5-6 大匙，蛋黄一个，水和融化奶

油少许。 

 

工具： 

 

9x13 英寸大烤盘，刷子一只 

 

做法： 

 

1. 将材料一所有材料（奶油除外）混合，和成面

团之后加入在室温下放软的奶油，放在温暖处

发酵约一个半小时（如有面包机或和面机会更

方便）； 

 

2. 取出发好面团，分割成十五等份，用手搓揉面

团使大气泡释出，然后用保鲜膜覆盖静置十分

钟； 

 

3. 含盐奶油切成小丁，包入每个面团中，仔细将

开口收拢捏紧，依防烘烤时漏出奶油。烤盘用

奶油涂抹一遍，将包好馅的

餐包等距离一一排入烤盘，

上面盖一张保鲜膜，移到

温暖处进行第二次发酵，约

需一个小时，至面团涨大几

乎涨满烤盘。预热烤箱至

375
o
F。 

 

4. 蛋黄打散，加少许水调匀，

用刷子刷在面团表面，放进

烤箱烘烤约十分钟。出炉之

后趁热刷上融化奶油即可。 

 

【注】： 

 

大匙=Tablespong 

小匙=Teaspong 

奶粉（Dry Milk）、奶精（Dry Butter Milk）、小麦

蛋白（Wheat Glutin）在一般的 Supermarket 就可买到 

高筋面粉和低筋面粉可到中国城超市购买 

 

简易叉烧肉 

 
叉烧肉香甜可口，人人爱吃。我家每次去中国城，都要

到烧腊店买一大堆回来。搬到 Acton 后，因为路远，中

国城不能经常去了。为了满足馋嘴的孩子们，只好想办

法自己做。翻出八百年前从国内带出来的菜谱，上面的

叉烧肉又要腌又要炸，做起来十分麻烦。好在市场上有

叉烧酱卖，因陋就简，用手头方便可得的材料器具，加

上参考网上美食论坛别人的经验，做出这款简易叉烧

肉，倒也差强人意。不信，请你试试。 

 

材料： 

 

Boneless BBQ Ribs 五条，切成粗条状，烤肉串的长铁

签数根 

 

调味料： 

 

李锦记叉烧酱 6-7 大匙，加酒、蒜末、糖少许，用一点

水调稀备用。 

 

做法： 

 

1. 肉条拌入调味料，加盖放入冰箱腌三天。使其

入味； 

 

2. 烤箱预热至 350
O
F。取出腌好肉条，挂在烤肉

的铁签上，每签可挂两至三根； 

 

3. 将串好肉条的铁签挂在烤箱上层架子上，下面

用容器铺上锡纸，放点水接滴下来的肉汁； 

 

4. 烤约 25 分钟后，将烤箱

门半开，刷上一层腌肉

汁，烤箱转至 Broil,边

烤边看约十分钟即成。 

 

如果没有长铁签，可以试用竹签

我想少挂些肉可能也行。还有人用

弯成钩状的回形针（Paper 

Clips）。也许你有更好更方便的

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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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葛剑平 
 

一封信 

康原 

 

小明的舅舅生病了。妈妈让他给舅舅写封信。 

 

小明拿起笔，开始写：“亲爱的——”“舅舅”怎么

写？他想：“如果我去问妈妈，她一定会说我是一个笨

孩子。我不想问她，自己可以想出来！”他想了好半

天，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来，只好画了一个圈，接着写。

“听说你有了——”“病”怎么写？小明想了一会儿，

想不出来，就又画了一个圈。“你要好好养——”他还

是不会写“病”，所以又画了一个圈。“不要随便下—

—”唉呀！“床”怎么写？小明不知道，又画了个圈。

他觉得自己写了一封很棒的信，就高高兴兴地去邮局寄

了信。 

 

过了几天，舅舅受到了小明的信。他一打开，看到小明

写道： 

 

“亲爱的 OO，听说你有了 O。你要好好养 O。不要随便

下 O。” 

 

舅舅看完了，哈哈大笑。他读成：“亲爱的蛋蛋，听说

你有了蛋。你要好好养蛋。不要随便下蛋。” 

 

去 Six Flags New England 

马梦 

 

今年暑假我做了许多事。暑假刚开始一个半月我去了暑

期学校。后面的时间里我们去过露营，看了精彩的飞行

表演，还去了 Six Flags。这当中 开心地要数 Six 

Flags 之行。 

 

以前我去过 New Jersey 的 Six Flags Great 

Advanture，但从来没去过 Six Flags New England。

它们都是 Six Flags，但在不同州，名字稍有不同。这

个游乐场在 Springfield 市。那天一清早，我们和邻居

一起开车前往。 

 

游乐场有许多游玩项目。我和我朋友珊思首先坐上一个

很大的过山车。当它飞跑起来的时候，坐在上面感觉就

像要被甩下来一样。大家都被吓得出声喊叫。之后，珊

思再也不敢坐别的了。 后我们就只好去坐碰碰车。碰

碰车非常好玩，可以撞来撞去，但是不用担心撞伤人。 小禾集 
 

游乐场里有我 喜欢的水乐场。水乐场里有很多又高又

大的滑梯，你可以从滑梯上面顺着水冲下来，很刺激。

游泳池里还有模拟水浪，站在那儿，水浪会拥着你跟它

一起升上去又退下来。 

 

Six Flags 里的风景很美丽。到处是花、草和树，还有

很多街道商店，就像一个小城市。人们在那儿可以买到

很多小礼物和食品。那天我玩得很开心。 

 

我的一天 

乔文庭 

 

清晨六点半，我的钟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响了。这

时，我弟弟常常会怪怪地爬起来。我立刻把钟关掉，以

免吵着爸爸和妈妈。一天又开始了。 

 

我妈妈有时会听到钟响醒来，有时候已经醒了。她每次

都会为我准备好早餐。我喜欢一边吃早餐，一边读中文

小说。我尤其喜欢武侠小说。吃完早餐，我会做上学准

备。我的书包就在沙发上等着我呢！ 

 

外面的温度稍凉，妈妈会提醒我多穿点。我的书包是那

种有轮子的书包——我妈妈担心天天背着笨重的书包会

影响我的身体健康，所以特别为我去买了这种书包。 

 

来到学校已经是七点二十分左右。我有几分钟时间准备

上课。我的第一堂课是西班牙语，老师很好，可是不喜

欢我们班学生聊天。我们 喜欢的老师是数学老师，她

从来不发脾气。 

 

下课后，等做好各种家庭作业，我的一天才基本结束

了。 

 

我的暑假 

陈愷 

 

今年的夏天是我 快乐的一个夏天。我先参加了夏令

营，然后我们全家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巴黎，和伦敦

旅游。尤其在巴黎和伦敦我玩得非常愉快。 

 

我们先到伦敦。伦敦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跟美国的城市

很不一样。多数人用双层公共汽车和地铁作为交通工

具。我 喜欢的是 Westminster Abbey。这是一个建造

于近一千多年以前的巨大教堂。它也是英国王室的墓

地。亨利三世、四世和爱得华一世的墓地就在那儿。它

也是历代英王加冕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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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参观了伦敦 新的旅游点——London Eye。它是

我所看到过的 大的大转轮。在它高的顶上可以看大笨

钟和伦敦迷人的夜景。 

 

我们坐火车经过英吉利海底隧道到了巴黎。巴黎比伦敦

更好玩！好看的地方多，好玩的东西多，好吃的东西就

更多了。 令人难忘的是巴黎圣母院。她美丽而神圣。

我们爬了三百八十七级台阶来到她的顶上，从那里可以

看到埃菲尔塔、塞纳河和卢浮宫。 

 

我想我过了一个既丰富多彩又有意义的暑假。 

 

我 

王潇 

 

我的名字叫王潇，今年十二岁。我有黑色的头发，棕色

的眼睛。我喜欢读书，我还喜欢弹琴和打网球。 

 

我也很喜欢旅行。我已经去了十七个不同的州旅行。我

还去了中国和加拿大旅行了两次。我 喜欢的地方是美

国的夏威夷。 

 

每当有人问我长大后想干什么，我在不同的年龄答案不

同。上一、二年级时，我希望长大以后当作家、医生、

州长、总统或警察。当我上三年级时， 吸引我的是当

侦探。升上四年级，我想长大后竞选总统。在我五、六

年级时我只想当医生。 

 

我长大以后究竟会做什么呢？有时我会问自己。你知道

吗？ 

 

 

三年级 B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史建英 
 

秋天 
 

伍莉莉 
 

秋天到了，我们院子里的树颜色变了，从绿色变成黄色

和红色。一天刮风下雨了，很多叶子掉下来了。昨天很

多小朋友来帮我们家扫树叶。我们把树叶放在一起，堆

得很高，我们跳上去玩，大家高兴极了。 

 

周晨 
 

秋天有许多许多有趣的体育活动。 好的运动当然是足

球。棒球的决赛是我的另一个 爱。你还可以看篮球。 

 

秋天还有很多的变化。树叶能变出各种各样的色彩，有

的还会随风飘落。早上的露水变成霜。告诉我们现在是

秋天了。 

 

陈婷婷 
 

秋天到了，我看见红色和黄色的叶子。我去摘苹果，摘

了好多苹果。我们全家可高兴了！明年我还要去！ 

 

林犁冬 
 

秋天到了。空气变得更冷了，风更大了。树叶改变了颜

色。漂亮的红色和橘黄色的叶子转呀转，掉在地上。学

校又开门了，小朋友们要乘黄色的校车去上学。鲜花和

绿草都萎谢了。白天越（变）短了。动物都忙着寻找食

物，准备过冬。小鸟往南飞了。（周末时，户外活动的

人越来越少了。）秋天到了！ 

 

王杰妮 
 

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地凉了下来。小朋友们都要穿很多

衣服去学校。我看见了很多树叶渐渐地由绿变红，还有

很多树叶从树上掉下来。我从地上捡了很多红叶回来。 

 

今年十月九日，我和爸爸、妈妈去 Cape Cod 和

Martha’s Vineyard。我看见了很多红叶。我还去海边

拾贝壳。我们住在海边看大海。我还看见了很多小花和

小船。每个人都非常高兴地去旅游。 

 

邝凯菲 
 

秋天学校开始了，天气变冷了，我们开始穿厚的衣服。

地上有很多叶子，树上的叶子变了颜色，有红的，有咖

啡色的，有黄色的，有桔色的，但是也有的树叶还是绿

色的。 

 

林凯欣 
 

叶子变颜色。小鸟飞走了。学校开学了。天气凉了。蝴

蝶飞走了。很多人感冒了。水果可以收成。人穿多衣

服。人（们）把他们的南瓜放在房子外面。 

 

夏笑笑 
 

秋天来了，学校开学了。树叶红了。天冷了。秋天是从

九月二十二号到十二月二十号。秋天有三个满月。秋天

很好看。秋天可以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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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A 班学生作文选 
指导老师：曲峰 
 

秋天 
 

陈锺 
 

秋天是一个美丽和舒服的季节。它有很多漂亮的树叶，

和一阵阵凉快的秋风。秋天的树叶五颜六色。当树叶掉

在地上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在树叶上跳，玩起来可开心

啦。秋天有两个节日，万圣节和感恩节。万圣节的晚上

小朋友们都出去要糖。感恩节请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一起

来聚会吃火鸡。我的生日也是在秋天。对我来说又多一

个庆祝的日子。新学年从秋天开始。小朋友每年有新老

师，进入新年级。 

 

同珵 
 

秋天是我 喜欢的一个季节。秋天时天气就凉了，叶子

也变得五颜六色。我家门口有两棵枫树，一棵变黄一棵

变红。十月中就开始下霜了，下

了霜草就变黄。白天开始变短

了。 

10 

 

秋天有两个节日，Halloween 和 

Thanksgiving。Halloween 已经

过了，Thanksgiving 还有 19

天。Halloween 的时候我和我的

朋友去 Acorn Park 去 Trick or 

Treating。Thanksgiving 的时候

我在家里呆着（我想要一个火

鸡）。去年的 Thanksgiving 我

们去了 Canada。今年我们在家里

呆着。 

 

我很喜欢秋天。 

 

刘丹 
 

秋天我 喜欢是万圣节和我的妈妈的生日。在万圣节我

去要糖。今年我去了两个地方要糖，而不是像去年一样

只去了一个地方要糖。在妈妈的生日我喜欢我们出去吃

饭。我喜欢秋天。 

 

李达娅 
秋天很好玩，我们可以在树叶里跳呀跳。在秋天里的树

叶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绿色的，黄色的，和杏黄色

的。每年秋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清扫院子里的树叶。

秋天里还有我喜欢的节日，如鬼节感恩节等。 

 

郑海成 
 

秋天来了。树叶变红了，变黄了，枯萎了。秋风一吹，

树叶就飘落到地上。在秋天里，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

去郊外赏红叶，很好看，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陈怡 
 

秋天到了！ 

 

树叶的颜色变成红色、黄色、橙色、紫色。这是因为叶

绿素退了色，其它颜色便显了出来。但是红色和黄色实

际上是糖的颜色。绿色退色了，你便可以看到里面糖的

颜色。所以叶子变成红色、橙色和黄色。树叶从树上掉

下来，飘到地上。我把叶子扒成堆，有时跳进树叶堆里

玩。学校过了漫长的夏天后重新开学了。天气一天比一

天冷，鸟开始南飞。 

 

松鼠和田鼠开始收集食物过冬，其他的动物也为过冬做

好准备。大家都没有忘记鬼节（Halloween）。鬼节有

许多的糖。小朋友们都穿着各种各样的戏服。但冬天，

树上还有树芽。这树芽会在春天长出新的叶子。秋天很

漂亮，秋天也很好玩。我

很喜欢秋天！ 

 

马翔 
 

秋天来了，天气越来越

冷，树叶变颜色了。从车

里看出去，路边的树丛，

远处的山林，红色、黄

色、绿色，色彩缤纷，美

丽极了。秋天不仅景色美

丽，还有我 喜欢的万圣

节。每年的万圣节我都会

刻南瓜和要很多很多的

糖。 

 

我喜欢秋天，尤其是今年

的秋天，我 喜欢的 Red Sox 棒球队得了他们期待了

86 年的“世界冠军杯”，我高兴极了，一辈子都不会

忘记。 

 

韩子栋 
 

秋天来了。树叶变黄了。我 喜欢秋天的节日是鬼节。

那天，我打扮成吸血鬼。爸爸妈妈带我和几个好朋友去

要糖。我高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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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天气变凉了。树叶有的变黄还有红的，好看极

了。秋天的风景真美丽。我喜欢秋天，我更喜欢看红树

叶。但一场大风把树叶都吹落了，真可惜呀。 

 

李欣怡 
 

秋天的树叶真美丽。我喜欢秋天因为我可以玩堆的

（得）高高的树叶。秋天有鬼节，小孩子们一家一家要

糖吃。秋天有中秋节，月亮很圆。 

 

田思遥 
 

秋天是我 喜欢的季节。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五日，那也

是秋天。秋天有好多节日，我 喜欢的节日是鬼节。秋

天还有好多很好玩的事情。我很喜欢摘梨和苹果。我

喜欢爬树。今年弟弟、妈妈、爸爸、外公、外婆、和我

一起去摘梨和苹果，好玩极了。到了秋天树叶就变红

了。从窗户看外面就像一幅美丽的画，我很喜欢这幅

画。我也喜欢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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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眼中的秋天 

 
赵慧 

 

我觉得秋天有很多的声音。有大雁从天上飞过的声音—

—呱，呱，呱……，它们要到温暖的南方找一个家。还

有轻风吹过的树梢，许多树叶翩翩起舞，发出悉悉嗦嗦

的声音。 

 

我觉得秋天的树叶是五颜六色的。你瞧，有黄色的，橙

色的和红色的树叶，还有的黄中带绿，红中带黄和绿中

带红，美丽极了。我喜欢美丽的秋天。 

 

 

孔令文 
 

秋天到了,我们又要去摘苹果。 

 

九时多，我们坐上汽车开往果园。一路上，两边的树都

变色了，红的，黄的，绿的，一排排，一片片， 像画

一样好看。不一会到了果园，果树上吊满苹果，也有

红，黄，绿色。我们摘了几十磅，高兴地回家了。 

 

刘东 
 

秋天很美丽，因为树叶变成红色，橙色，黄色和褐色。

我喜欢秋天，因为树叶开始掉落下来了，我可以去扫树

叶。我喜欢把树叶堆成一个很高的树叶堆。然后，我跳

到树叶堆上，很好玩。我很喜欢秋天。 

 

蔡凯文 
 

我很喜欢秋天，因为有很多漂亮的颜色， 黄，绿，

红。我也有一点不喜欢秋天， 因为开始冷了，白天短

了，五点就要开灯了。树叶掉在地上，草变黄了。松鼠

开始把吃的东西埋在地下，冬天可以吃。妈妈经常要我

多穿衣服。 

 

孔令熙 
 

秋天风大， 

秋天雨多， 

秋天叶子变颜色， 

秋天树叶飞， 

秋天冷。 

 

秋天开学， 

秋天有南瓜节， 

秋天也有感恩节， 

秋天农民摘果子， 

秋天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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