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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爱的节日 

暨南五年级  鲁佩媛 

  指导老师  孙亚莉 

    我喜欢所有的节日，比如农历新年和中秋节。但如果我必须选择我最喜欢的，我会选圣诞

节。圣诞节期间我们通常放一周假。 

    圣诞节前，我们全家会去圣诞树农场。到了农场，我们四处游走，挑选我们喜欢的树。我爸

爸和我合力砍树，这时我妈妈就会给我们拍照留念。砍好后，我们把它带回家，用各种各样的小

挂件品和五颜六色的灯来装饰它。我们还会在家里摆设许多其他漂亮的圣诞装饰品。 

    平安夜我们一家去波士顿看望我爸爸的亲戚。我爸爸有六个叔叔，每个叔叔都会给我和我哥

哥带一份礼物。那里总是有很多好吃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带一道自己拿手的菜。贝蒂奶奶总会准

备许多美味的食物和可口的甜点，包括蛋糕和饼干。它们的味道总是那么美妙。临走时，贝蒂奶

奶还会给我们打包一些带回家。 

    圣诞节那天，我们早上迫不及待地打开礼物。我妈妈通常会做一顿非常美味的早餐。下午我

们去我奶奶家，我们在那收到了更多的礼物。见到我的姑姑们感觉真好，而且我很喜欢和我表弟

一起玩。我们会玩很多东西，比如手工、打球和在外面玩。我们会在奶奶家吃晚饭。我奶奶很会

煮饭，其他人也会一起帮忙。晚饭后我和表弟一起看电影。 

    我喜欢圣诞节，因为我们可以见到亲戚，可以装饰房子，还可以收到礼物。 

指导老师评语：这篇文章主题突出，叙事有理有据，通过几个节日活动的细节描写以及亲情之间

的互动渲染出作者对于圣诞节的喜爱之情。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切题，内容具体详实，有思想，感情真挚。文体明确，层次清楚，结

构合理。语句通顺流畅、符合逻辑，详略得当。章法架构具有独到之处；文采洋溢，叙事层层递

进。 

 

 



我最快乐的时侯 

暨南五年级  梁立昕 

 指导老师   孙亚莉 

    我最快乐的时刻是今年我和朋友玛丽亚一起去万圣节捣蛋。 

    我记得那天下午 5点 15分，我和姥姥早早就准备好了。我换上了我的服装，姥姥穿上了她的

外套。我提着我的南瓜筐，我是如此兴奋啊！我和姥姥等着玛丽亚的爸爸过来接我们，这样他就

可以带我们去镇中心，在那里我们一起要糖。我们的口号是：不给糖就捣蛋。片刻之后，玛丽亚

爸爸的车停在了我们家门口。玛丽亚从车里跑出来，而我早就迫不及待地在前门等着她了。在我

们上车之前，姥姥给我和玛丽亚拍了一张照片。我姥姥坐在前面，我和玛丽亚坐在后座。玛丽亚

和我打赌，今天谁会得到最多的糖。终于，我们到达了镇中心。因为停车场满了，所以我们不得

不一直开车到市政厅停车场。当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时，大家急忙下了车。在我们出发去第

一所房子之前，我姥姥又给玛丽亚和我拍了一张快速的照片。玛丽亚和我一路跑到了第一所房

子。经过几天的等待，这一刻，我们终于到了！我们走到第一间房子。我从篮子里抓起一个巨大

的糖果棒，说完谢谢，我就往隔壁房子走去。无奈隔壁房子人太多了，所以我们继续前进。隔壁

房子的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带两个糖果，所以我带了一包 Gobstoppers和一个 Kitkat。玛丽亚的

爸爸说她妈妈在镇上一家叫弗恩斯的乡村商店等玛丽亚，所以我们走到弗恩斯，沿途又得到了一

些糖。当我们终于到达 Ferns 时，我们停下来，等着玛丽亚的妈妈来。左等右等都没等到玛丽亚

的妈妈时，我们决定继续前进。我们路过许多房子，突然我们遇到了玛丽亚的妈妈。和玛丽亚的

妈妈一起，我们又拿了更多的糖果。在我们跑遍了镇上几乎所有的房子之后，玛丽亚的父亲建议

我们去高松，这是一个离我们镇不远的社区。当我们到达时，我跳下车和玛丽亚一起跑到第一所

房子。第一所房子有大量的糖果棒。我抓起一个，朝第二个房子走去。第二个房子也有很大的糖

果棒。在高松树上又去了几间房子后，我意识到高松每家都送很大的糖果棒！我很高兴得到这么

多的糖果棒。当我们跑完在高松的家家户户后，玛丽亚的爸爸开车送我和姥姥回我们家。 

    在家里，我把我所有的糖果都倒出来了。因为我姐姐没有去捣蛋，我们把糖果分成两份，姐

姐一份，我一份。之后，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吃晚饭，我快乐地和他们分享了我的不给糖就捣蛋的

冒险经历。 

指导老师评语：该文情感真实，叙事详尽。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整个节日里事件发生的时间线和

地点，以及感受作者兴奋激动的要糖心情。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内容非常具体，写出了最快乐的时候那种激动和雀跃。层次清楚， 结

构清晰。语句通顺，用词基本准确；成语以及关联词使用的很好，错别字少。描述的画面感很

好，彷佛和作者一起去要了糖。有些口语化，标点有些乱。 

 

 

 

 

 

 

 

 

 

 

 

 

 

 

 

 

 

 

 

 

 

 

 

 

 



我最喜欢的节日 

暨南五年级 王天儿 

  指导老师 孙亚莉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我的生日。因为我的家人和朋友会给我很多礼物和关爱。在那一天，我

会收到很多玩具，红包，和无尽的快乐! 

我的生日在夏天，那时候我们已经放暑假了，不用担心作业有没有及时写完。家人给我庆

祝生日，有时候会邀请我的朋友来我家玩。妈妈买了各种颜色的气球、鲜花和彩带把家里装饰得

漂漂亮亮的。当所有的人都来了，派对就开始了！我们玩毛毯接抛水汽球的游戏。我们分成三组

来进行比赛，谁接得又多又快，谁就会羸得礼物卡。我们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地接水汽球，大家一

起玩得很高兴。有好几个朋友都赢得了礼物卡。我们玩了很久，看时间到了，我们走进屋里来。

妈妈把 Pizza和饺子拿过来给大家吃，味道好极了，我们吃得很开心。当我们吃完，爸爸把生日

蛋糕拿出来。蛋糕很漂亮，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爸爸把蛋糕上的蜡烛点燃，然后和大家一起

唱生日歌给我。我的哥哥也给我弹了一曲生日快乐歌。蛋糕真得很好吃！我们忍不住又吃了很

多，都吃得很饱。最后，我把所有的礼物打开，它们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我高兴极了。 

生日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最重大的节日，我收到了很多礼物和见到了很多朋友，大家一起玩

得非常高兴。每年的生日都是让我很难忘。 

指导老师评语：小作者的见解独特，生日即自己的节日。对于生日当天的活动，作者能详细地叙

述出来，此处为佳。 

评审老师评语：文章主题鲜明，视角独特并且切题。内容丰富不失趣味。文章开头和结尾呼应，

中间具体且清楚地讲述圣诞节的一些活动。语言简练并且基本准确，通顺。结构完整，层次清

楚，主题鲜明。 

 

 

 

 

 

 

 

 



热闹的春节  

暨南四年级  刘沐宸 

指导老师 居蕴玮 

    一年里有很多个节日，有充满欢乐的儿童节，有家人团聚的中秋节，还有热气腾腾的元宵

节，但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 

    我喜欢春节三件事，第一，我可以收到红包。第二我可以帮忙包饺子，玩面团。第三，我可

以跟我的姐姐玩扔球和警察抓小偷，跟我的家人团团圆圆的放烟花。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春节是大前年的春节。奶奶的家在中国的北京，早上我们起床就贴春联，

挂红灯笼，挂完红灯笼我们一起吃早餐。晚上的时候我们准备放鞭炮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趣的

事情，我们忘带鞭炮了！我们只好回去拿鞭炮。 

看春节晚会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电视打不开！我们找啊找啊，最终发现电视的电插

头松了所以没法开启，我们把电插头按上电视就打开了。看完春节晚会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奶奶

藏了芝麻糖在两个饺子，结果让我吃到了，这样我就有一年的好运气。 

    我希望疫情很快结束，那样我就可以再回中国，和我的家人们一起快乐的度过很热闹的春

节。 

指导老师评语：刘沐宸，你的作文不仅讲了你为什么喜欢春节，还细节描述了很多春节趣事，非

常生动有趣！我还很喜欢你的结尾句，引人深思， 太棒了！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内容具体，有思想，感情真挚，开头和结尾都很新颖。文体明确，结

构布局严谨自然完整，层次分明。语句通顺流畅、符合逻辑，有不错的写作技巧。章法架构具有

独到之处，内容突出了春节在众多节日中对于小作者的不同。 

 

 

 

 

 

 

 

 



过感恩节 

马立平四年级 李亚纳 

指导老师 刘霄虹 

    早晨我刚起床，想到今天是感恩节！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天，现在终于到了！我跑到爸爸妈妈

床上说：“今天是感恩节！今天是感恩节！快点起床吧！” 爸爸妈妈迷迷糊糊地说：“好了好

了，我们起床了。你去刷牙洗脸准备你的东西吧。” 

    我听了爸爸妈妈的话去刷牙洗脸。一边刷牙一边想：“爷爷奶奶说，他们年纪大了，做不了

那么多菜。让我们在自己家过节。可是爸爸妈妈，舅舅舅妈都不愿意，说感恩节一定要和父母团

聚。所以我们决定每家都做很多吃的带到爷爷奶奶家过感恩节。今天可以看到爷爷奶奶，舅舅舅

妈，表妹们了。哎呀！有 12口人可以见，真幸福，真激动！到时候，我应该跟表妹们玩什么呢？

躲猫猫？tag？到那儿再说吧。”我刷牙洗脸后到客厅准备东西。我带了一本书，一些玩具。然后

我们上车去爷爷奶奶家了。 

    我在车里看书时听到爸爸说：“到爷爷奶奶家了。”我抬头往外看了一下，看见了舅舅的

车，两个表妹已经来了。我很激动！急忙忙地下车按门铃。奶奶打开门高兴地把我搂在怀里说：

“哎哟！我的小宝贝来了！请进请进。”一进家里，我的两个表妹，乐乐和丽丽，到我面前说：

“你好，纳纳姐姐，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啊！”我们一起跑到客厅

玩躲猫猫，玩得高兴极了！有时候我赢，有时候她们赢。一直玩到大概第四场后，我们累地扑到

沙发上一边休息，一边玩猜谜语游戏。后来，我的另外两个表妹，蜜桃和 Estel，终于来了。我

跟表妹们一直玩到要吃中饭。奶奶说，大家都要去洗手，然后再吃饭，一定要用肥皂洗。她还问

我们有没有做到：在学校用肥皂洗手 20秒消毒，戴口罩，不用手摸眼睛，耳朵。 

    洗完手后，我跑到饭桌面前等饭时，表妹们也跟着一起等，大家就玩起了猜谜游戏，一个人

说一个句子，让别人猜是真的还是假的，玩了一会儿后要吃饭了。 

    妈妈做的美味烤鸡，爸爸做的清蒸鱼好鲜啊！外公做的皮蛋拌豆腐，舅妈做的烤排骨和奶奶

做的蒸饭包油条。大人喝了一点酒，小孩喝 Apple Cider，美美地吃了一顿好吃的饭。 哎呀，饭

菜的味道真好！ 

    吃完后，蜜桃和 Estel要回家睡觉，她们还是小宝宝呢。其他的女孩子们就出去散步了。 



    回到家里后我说，我们可以一起画画儿。我们就开始准备东西，我拿纸，乐乐去拿铅笔，丽

丽拿彩色铅笔和水笔。我们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开始画画儿。我画了一只火鸡，乐乐丽丽，爸爸妈

妈和一只小狗。然后我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乐乐，丽丽，我们可以玩画画儿比赛吗？我说一个

东西，然后你们要画出来。谁画得最好，谁就可以说一个东西给别人画，好吗？”她们点头答应

了。我们玩了很久，哈哈大笑，互相修改画儿，玩得真高兴！ 

    突然听见门铃响，蜜桃和 Estel回来了！我跑到乐乐丽丽面前说：“乐乐丽丽，蜜桃和

Estel 来了！我们赶快去跟她们玩吧！”所以就这样子一直玩到晚上，大家都很高兴！要吃晚饭

时，妈妈叫我们去洗手吃饭。我们听了妈妈的话，去池子那边排队。从小到大，先是 Estel，然

后是蜜桃，丽丽，乐乐，最后是我。大家都洗完后，跟中午一样，在桌子那等饭。但晚饭比午饭

更好吃了！这一次有更加多的菜，而且那些饭菜更好吃！ 

    吃完饭，我们想，要玩什么？乐乐说，可以到奶奶的床上玩。我们在床上蹦蹦跳跳的玩了很

久。终于妈妈叫：“李亚纳，我们要走了，收拾你的东西吧！”“啊！这么快就要回家啦！”我

往外看，天已经黑了。我们垂头丧气地走到客厅，慢慢地，乐乐丽丽，蜜桃 Estel 都走了。最后

我们也要走了。“爷爷奶奶，再见！”我在车子里喊。我想：“今天真好玩，跟表妹们玩了很多

游戏，又吃了很多美味的食物。 

    这个感恩节真好玩，我决不会忘掉这一天！” 

评审老师评语：这篇文章主题明确，非常细腻的手笔写出感恩节全家聚会，其乐融融的美好。文

章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描写非常到位，语句通顺。 

 

 

 

 

 

 

 

 

 

 



我最喜欢的节日 

暨南五年级 万礼扬 

  指导老师 孙亚莉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是个充满了爱和礼物的节日。 

    我喜欢圣诞节的一个原因是：圣诞节前我们可以把圣诞树摆放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并且用灯

光和不同颜色的装饰品来装饰它。小区里的其他人家也有各种好看的灯饰可以看。如果晚上出

门，可以看到小区比任何其它时候都好看。圣诞节前还要准备礼物。我可以在学校商店买一些圣

诞礼物，有时候也自己在家给爸爸妈妈和姐姐制作礼物，然后期待收到别人送的礼物。随着圣诞

节越来越近，圣诞树下的礼物也越来越多。这样的感觉特别美妙！我喜欢圣诞节的另一个原因

是：到了平安夜，妈妈会用烤箱烤香香的饼干，这意味着有好吃的饼干吃。去年，我们做的是花

生酱曲奇饼干，不知道今年妈妈会准备什么味道的饼干？太让人期待了！ 

    当然，圣诞节最让人期待的是平安夜过后的圣诞节早上。到了平安夜，我已经都等不及圣诞

节了，要花好长时间才能睡着。每个圣诞节早上，我和姐姐醒来都很兴奋地冲到圣诞树下找自己

收到的礼物。妈妈也很开心地看着我们打开一个又一个的礼物，给我们照相。给我们留下美好的

回忆！ 

    圣诞节还有很多熟悉的圣诞歌曲可以听。这就是为什么我比所有其他假期都更喜欢圣诞节！

我爱圣诞节！ 

指导老师评语：该文主题突出，对于主题的渲染有理有据。通过对于节日里各种装饰的描述、妈

妈厨房手艺的刻画以及期待礼物的快乐中能够感受到小作者对圣诞节的喜爱之情。是一篇难得的

佳作！ 

评审老师评语：比较完整并详细地描述了作者最喜欢的节日-圣诞节，主题鲜明，立意明确。文体

明确，结构布局严谨自然完整，层次分明。首段和末段直入中心思想，前后呼应。中间详细阐

述，层层递进地强化主题。语句通顺流畅、符合逻辑，详略得当，有渲染力。逻辑清楚，对主题

的渲染有理有据，层层递进深化主题。 

 

 

 

 

 



我最喜欢的节日 

暨南五年级 小龙 Yana Li 

                                 指导老师 孙亚莉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圣诞节不仅可以有很多好吃的食物，还可以收到许多好玩的

礼物。 

    去年的圣诞节，爸爸亲自给我们做的披萨很好吃，我当时一口气吃了四大块。希望今年圣诞

节爸爸还可以做好吃的披萨给我们吃。圣诞节里最开心的时刻是我会得到很多礼物。我和妹妹有

一个礼物清单，可是，我们并不一定能得到清单里所有的礼物。圣诞节早晨，我们会在家人面前

打开礼物，我去年最喜欢的礼物是乐高。 

    对了，我喜欢圣诞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装饰圣诞树。我家圣诞树上的彩灯有了很多美

丽的 颜色：蓝色、红色和绿色等等，这些颜色还可以变换。我和妹妹还在树上挂了很多漂亮可爱

的装饰品。我好希望今年的圣诞节会下雪，因为我特别喜欢白色的圣诞节，到那时我就可以和妹

妹一起在雪地里打雪仗啦。 

    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圣诞节，尤其是白色的圣诞节。亲爱的朋友，你呢？ 

指导老师评语：该文主题突出，文字朴实，语句通顺。小作者通过美食、礼物和圣诞节装饰的描

述来烘托自己对该节日的喜爱。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明确，切题，文章主体充满了真情实感。开篇简明扼要地扣题，中间两段从

生活细节出发较详细描述圣诞节的快乐时光，最后一段总结并再次点题。作者用朴实纯净的语言

表达出丰富的内涵。作者善于观察生活，能敏锐的捕捉圣诞节里一个个完美的时刻。 

 

 

 

 

 

 

 

 

 



我最喜欢的节日 

暨南五年级  敖峻熙 

  指导老师  孙亚莉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在这个节日里我和哥哥不仅会得到许多好玩的礼物，全

家人还可以一起度过一个很愉快的假期。 

    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假期，所以我们一家人可以有很多时间高高兴兴地一起出去旅游。

圣诞节大假期来的时候，我们有时计划一起滑雪，我们有时盘算去全国各地旅游。两年前，

我们全家一起去了大灰狼度假山。还有一年，我们一起去了迪士尼游玩，在那里给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我坐了很多过山翻滚车。过山车那种忽上忽下、陡升陡降的经历让我久久不能忘

怀。 

    在圣诞节日里，我们要搭起来我家的圣节树。通常我妈妈还会在壁炉上挂了两个圣诞袜

子。节日的晚上，我们会一起坐在温暖的壁炉前打牌。打牌时，妈妈会给我们准备一些可口

的零食和美味的点心。最开心的是我可以睡得很晚因为我不需要早醒去上学。 

    对了，圣诞节还有圣诞老人，我非常喜欢圣诞老爷爷。这就是我为什么最喜欢圣诞节！ 

指导老师评语：作者的语言朴实，分为两段对节日的喜爱进行了阐述，分别为旅游和宅家，

能感受小作者对圣诞节的喜爱之情。 

评审老师评语：文章开头简而得当，主体能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结尾恰到好处地点明中心，

语言朴实而且表达清楚。开头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用两段讲述旅游和宅家表达对圣

诞节的喜爱之情。语言简练，规范。描写去迪士尼玩儿的部分非常精彩。文章结构非常清晰，又

不失细节和心理描写，逻辑性强。 

 

 

 

 

 

 

 

 

 



我最喜欢的节日 

暨南五年级  常青藤 

  指导老师  孙亚莉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他在寒冷的冬天降生在冰冷

的马槽里。 

    在圣诞节我不仅可以得到很多好玩的礼物，还能和朋友们一起打雪仗。能和好朋友一起互相

扔雪球实在太好玩了。我们刚搬到新的地方，然后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今年，我要和我的新朋友

一起玩打雪仗。此外我还打算邀请一些我学校的朋友来打雪仗。 

    圣诞节日里，我们还会出去滑雪。我的邻居有一个雪橇，一开始我们以为那是一个电动雪

橇。我问我邻居：“我们可不可以用？”。他说可以，他又说那个雪撬不是电动雪橇，而是一个

普通雪橇，没有发动机。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圣诞节在家，我还喜欢坐在窗子那看着雪花，当雪花落下的时候，我就拿着一个小喷水壶滋

向正在飘着的雪花。最让人激动是拆圣诞礼物，在圣诞节上我想要一个 Lego set from 

LegoNingago: ultra sonic raider。我特喜欢乐高，所以每年我都想要乐高当我的圣诞节礼物。前

年，爸爸的公司过圣诞节，我得到了一个 maze ball。今年，爸爸的公司说只能买 20 块钱以下的

东西，我还不知道今年我会得到什么礼物呢？圣诞节，真是让人好期待啊！ 

指导老师评语：小作者的文字朴实，情感真实流露，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圣诞节的喜爱之情。有几

处的细节描写非常细腻，尤其是对于雪花地叙述，非常生动。 

评审老师评语：主题较明确，主体描述除了有个别内容稍微模糊，大部分基本切题。文章开头简

洁切题，后三段通过详细描述节日里喜爱的几件事表达对圣诞节的喜爱。文章语言清新活泼，通

俗易懂，贴近生活实际，读来令人倍感亲切。文章有多处情景描写，有对话，有细节动作的描

写，都非常引人入胜。 

 

 

 

 

 

 

 



圣诞节 

暨南五年级 王天赐 

  指导老师 孙亚莉 

   我很喜欢圣诞节，因为在这个节日里我不仅会收到很多礼物，还能见到我的表兄妹。表兄

妹他们从 Buffalo开了很久的车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我非常

想念他们。 

    表兄妹在酒店吃完早餐就来我家。我们一起玩玩具和打游戏。我们用 Lego建了各种各样的

Lego 房子，车，花朵和动物。虽然我们打游戏打差点错过吃晚饭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想继续下

去。打游戏真有趣！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活动。夜晚来临，我们把礼物摆在圣诞树下，还用玩具士

兵把礼物围起来。我们要士兵保护这些礼物，不要让别人拿走了。 

    圣诞节那天是我们拆礼物的大日子。我们把玩具士兵都弄坏了，从里面把礼物拿出来，完全

忘了昨晚花很多时间才弄的士兵墙。我收到很多我喜欢的礼物，有玩具，游戏卡，钱和 Amazon礼

物卡……,妈妈煮了丰富可口的圣诞大餐，我们吃了很多，超级开心。 

    我最喜欢圣诞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天我们可以玩到很晚并且能打很久的游戏。爸爸也没

有要求我早一点睡觉。过完圣诞节，我的表兄妹要离开了，我们互相拥抱，依依不舍地道别。我

期待着下一个圣诞节的来临！  

指导老师评语：该文主题突出，语句通顺，框架结构合理。通过亲人的相聚、礼物的赠送，妈妈

的厨艺三方面来阐述对于圣诞节的喜爱之情，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 

评审老师评语：描述对这次圣诞节的快乐时光和喜爱。第一段概述喜欢的原因，三段讲述这次圣

诞节里的几件事 - 亲人相聚，收礼物，圣诞大餐来阐述喜爱的原因。但是第二段和第四段的部分

内容（打游戏）有所雷同。语句基本通顺，标点符号正确。有趣的细节描写很有带入感。 

 

 

 

 

 

 

 



我最喜欢的节日– 圣诞节 

暨南五年级  毛茂荣 

  指导老师  孙亚莉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生日，是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 

    我喜欢圣诞节是因为我不仅可以得到很多礼物，还可以帮我爸爸装饰圣诞树。平时我起得很

晚，但是在圣诞节那一天我凌晨 5点钟就起来了，我想看我的礼物是什么。圣诞节我会得到一两

个乐高，然后也会得到几个别的小礼物。有的时候我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礼物，我那时会超级开

心。我每一年都会向圣诞老人许愿我想要的礼物，今年我希望可以得到一双篮球鞋。我们的圣诞

树上有很多漂亮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包括五颜六色的小彩灯，我和我弟弟小时候的照片，我在

学校做的手工品，还有闪亮的小球球如同天上的小星星。 

    圣诞节我不用去上学，因为学校放假了，也没有家庭作业。有时候，我的姥姥和舅舅会来我

们家跟我们一起庆祝圣诞节，亲人们团聚在一起让我们感到开心。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希望明天就是圣诞节。 

指导老师评语：该文主题突出，语句通顺。通过对于节日里的各种活动描写来突出自己对圣诞节

的喜爱之情，实属不错。 

评审老师评语：文章主题明确，眉目清晰。两个段落的详细讲述深化主题。文章开头和结尾呼

应，中间具体且清楚地讲述圣诞节的一些活动。语言简练并且基本准确，通顺。结构完整，层次

清楚，主题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