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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像以往各期一样，学生的作品当然还是校刊的重头戏。本期，我们根据来稿的班级将《学生园地》

分为几个板块，并且，也尽量在学生作品的旁边放上学生的照片，以便读者，学生，老师，和家长查找。

而且，本期仍收录了小小学生写的中国字，小学生写的作文，画的画。有心的家长，如果您将孩子在本

期的作品与孩子在上期发表的作品作一比较的话，您是否发现孩子的进步很大呀？是不是为自己的孩子

感到骄傲呀？校刊在本期仍从学生的作品中选出了优秀作文一篇和绘画一张发给特别奖品。本期获奖作

文为：学生：Eric Tang/Larry Tang；指导教师：吴宁。此期获奖绘画为：王丽莲；指导教师：程源安。

熊昊 

程源安老师绘画班学生作品 

欧阳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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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然 

王超然

沈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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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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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智辉 

刘心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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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老师班 

曹进 

Alice 

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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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马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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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巍和妹妹 

杨可 

 妈妈：“瞧你这手，多脏呀！你什么时侯看到过我的手像你这样脏？”女儿：“没有，妈妈。我从来没

有看到过你像我这么大的时侯。” 
 母亲说：“今天能完成的事，不要留到明天。”儿子道：“好吧，把刚才的蛋糕给我，我今天都吃光了

吧。” 
 “爸爸，你可以省钱了！”“省什么钱?孩子。” “今年你不用再花钱给我买课本了，我已经留级了。”

 “妈妈，人真的是由猴子 的变 吗？” “是的。” “哦，怪不得猴子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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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是个“小皇帝” 

杨幼慧   指导教师：汤晓 

 
我的弟弟小的时候很乖,很听话,我说什么他都听. 

 

   可现在呢？…… 弟弟抢了我的 Gameboy,我能

高兴吗？ 

 

这个世界多么不公平呀！比如我和我的弟弟。

我们有同一个爸爸，妈妈，姥姥，姥爷和姐姐，可

是，我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都把我弟弟惯成

了“小皇帝”。 

 

我的弟弟叫杨文立，现在三岁半了，我比他大

七岁。听妈妈说，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被惯的。可是，

当我七岁的时候，爸爸妈妈说我长大了，我要什么

玩具他们都不给我买了。我只记得爸爸每天喊：“幼

慧，快起床吃早饭了。。。。。。”；听见妈妈问：“作业

做完了吗？如果没有，赶快做”；听见姐姐说：“别

动我的东西”。大家都当我的老板，真是烦死我了。

可是，我也要当一个老板呀！真巧，妈妈又生了个

小弟弟。哈哈，我终于可以当小弟弟的老板啦！ 

 

 

 

 

弟弟小时候特别可爱。每天我放学后，他都晃 

着小脑袋，摇摇摆摆得跟在我后面，像条小尾巴似

的。无论我说什么，他总是乖乖的点着头说：

“Ya,Ya”。我们从来不吵架，因为他不会说话呀。   

 

随着弟弟一天天的长大，他学会了说话，学会

了跟我吵架，开始不听我的话了。非但不听，还常

常跟我瞪眼睛，发脾气。全家人也宠着他。不管是

有理还是无理，也不管他要什么，大家都哄着说:

“给，给”。 我只要有什么，弟弟就一定要。我不

给，他就扯着大嗓门儿故意哭给爸爸妈妈听。妈妈

一准儿会问：“谁惹了弟弟？” 所以，我总要让着

他。比如说今天，妈妈给我买了一把很漂亮的扇子，

弟弟非要要。小男孩要什么漂亮扇子？况且，我也

非常喜欢我的扇子。我偏不给！不给，弟弟就使劲

儿哭。于是，妈妈就又给我讲道理来了。我终于知

道，弟弟总会赢得。最后，我还是的让着他。你说，

他像不像“小皇帝”？一想到这些，我就生气。 

 

不过，生气归生气，我还是很爱我的“小皇帝”

弟弟。 

******************** 

游巴黎 
熊昊 指导教师：汤晓 

 

我从小就喜欢看巴黎景色的画和大照片，卡通

片里也见过那雄伟壮丽的埃菲尔铁塔，在书里也曾

经读过卢浮宫里珍藏着一个神秘微笑的蒙娜丽萨，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巴黎看铁塔，卢浮宫，凯

旋门等景点。今年五月份，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爸爸妈妈说要带我去巴黎旅游。 

 

    到了巴黎，我最先想去的地方就是埃菲尔铁

塔，因为它不但是巴黎的象征，还是法国的的骄傲

和自豪。从远处望去，埃菲尔铁塔像一个巨人，四

脚站立，拔地而起，显得非常雄伟，好像守护着古

汤晓老师班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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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明的巴黎。我们随着塞纳河走到了马尔斯广

场。在那，我们买上了门票，登上了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于 1887 年动工，1889 年落成。1989 年

铁塔建成百年时又进行了全面整修，安上了五颜六

色的彩灯。全塔高 300 多米，是世界上第四高塔。

我们顺着楼梯爬到了第一个平台，休息了一会儿，

又继续往上走。越往高处走风越大，我们气喘吁吁

的到达了第二个平台。第二个平台上有小礼品店，

餐厅和一个瞭望台。妈妈到礼品店里买了点小纪念

品，爸爸到餐厅里给我们买了一点吃的，我们围着

瞭望台走了一圈。在瞭望台上，可以看到所有巴黎

的建筑和迷人的景色，特别漂亮。我们可以看到凯

旋门，卢浮宫，大歌剧院，和那条弯弯的塞纳河。

房子都像一块一块的小积木，人和车都像五颜六色

的小虫子爬来爬去，我望着蓝蓝的天空，微风吹动

着我的头发，好像长了一对翅膀似的，飞向天上的

云朵，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我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看了卢浮宫。卢浮宫被

称为“世界艺术宝库”，是巴黎三大博物馆之一，

里头收藏了 40 多万件艺术品。卢浮宫包围着一个

大广场，我一走进去，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

玻璃“金字塔”。这个透明的“金字塔”由美籍华

人贝聿铭设计。我们沿着“金字塔”继续走，走到

了一个大玻璃门，原来这个门就是卢浮宫的入口。

我们进了大门，开始游卢浮宫。卢浮宫分为三个馆，

有黎塞留馆，叙利馆和德农馆。看着地图，我打算

先去德农馆因为德农馆里有那世界闻名的蒙娜丽

萨。看着蒙娜丽萨那迷人的微笑让我开始猜想她到

底在笑什么？她正在想什么？她是不是在想她的

未来？还是在想一个朋友告诉过她的故事？我从

每一个角度看她都猜不准。蒙娜丽萨的那神秘的微

笑真的令人捉摸不透。让我有点意外的是，这幅原

作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德农馆更往里走还有法国

拿破仑皇帝的套房，维罗耐斯的“枷那的婚礼”，

苏杰之鹰等艺术作品。我们出了德农馆，又走进了

叙利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庄严而美丽的雕

塑。这个雕塑名称断臂维纳斯，是艺术史中的杰作。

我一天看了这么多精美的雕塑，绘画等艺术精品真

觉得巴黎卢浮宫不愧为“世界艺术宝库”。 

   

    晚上，我们乘船在那长长的塞纳河上欣赏巴黎

的夜景。我朝着爸爸手指的方向看去，埃菲尔铁塔

像一盏亮灯，每五分钟灯都会一闪一闪，在塞纳河

上，还能看到铁塔的倒影，让埃菲尔铁塔显得更加

雄伟，更加美丽。船一晃一晃，继续往下开，开到

了一个大桥底下，广播上告诉我们，这座大桥叫“愿

望桥”，如果在这个桥底下许一个心愿，它一定会

实现的。船上所有的人都安静了，默默地在想着。

我也暗暗的许了一个愿。船开过了“愿望桥”，忽

然听到了优美的音乐，我往岸上一看，原来有一群

人在跳舞，她们美丽的舞蹈赢得了很多人的掌声。

巴黎的夜景真美啊！ 

    

    在巴黎的几天里，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因为

有太多的景点想看了，像凡尔赛宫，奥赛美术馆，

凯旋门，荣军院，巴黎圣母院，蒙玛特高地，巴黎

歌剧院，蜡像馆，迪斯尼乐园等等。我们每天都会

乘地铁，我也很喜欢巴黎的地铁站，因为非常方便，

而且有些站修得就像一个美术馆。 

 

游了巴黎，我觉得我增长了很多知识，也开阔

了眼界。真希望我长大以后能有机会再游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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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昊    指导老师：汤晓 

 

    一天，我在校园里玩，发现了一只小蜗牛，只

有我大拇指甲那么大。它那浅金黄色的带点透明的

壳子上有着棕色的螺旋纹，非常可爱。看着它那孤

零零的样子，我轻轻地把它放到了我的书包里，把

它带回了家。 

 

    回到家里，我找了一个带盖的小笼子当它的

家。我先在笼子里撒了一层白石子，又在石子上摆

了一个红瓶子盖当它喝水的地方，然后，我在瓶子

盖旁边放了一个小黄塑料板当它吃饭的地方。最

后，我在瓶子盖里倒了点凉水，又在塑料板上放了

点新鲜的黄瓜片给它吃。当我把蜗牛小心翼翼地放

入这个干净，舒适的家时，感觉还缺点什么。哦，

对了，我还得给它起个名字呢！有了！记得不久前，

我画过一本漫画，其中有一个人物是一只蜗牛叫

Speedy。好了！就这么定了，我的蜗牛就叫 Speedy。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蜗

牛 Speedy，可是打开笼盖一看，Speedy 不见了！

我到处找，可是怎么也找不着。我有点着急了，等

我把盖子盖回去的时候，突然看见 Speedy 紧紧地

吸在盖子反面。“嘿！闹了半天你躲在这睡大觉呢，

害得我好找啊！” 我轻轻地把 Speedy 摘了下来，

喂它新鲜的黄瓜。 

 

    通过几天的仔细观察，我发现蜗牛有它自己的

生活习惯。白天，它愿意呆在笼子底下喝水和吃东

西，它嘴巴还挺刁的，隔天的菜它就不碰了。吃东

西的时候，它整个身体都会从壳里伸出来，吸在菜

上。可让人奇怪的是，它没有牙，却能把比它身体

还大的东西吃下去。吃饱后，它会慢慢地四处爬一

爬，像是锻炼呢。晚上睡觉，它喜欢缩着脑袋倒吸

在笼盖下面。我的朋友看到了可爱的小 Speedy，都

特别喜欢它，争着当它的“叔叔”和“阿姨” 。 

 

暑假就这样过去了，Speedy 一天天长大了，

它也越来越喜欢我了。每当我的手伸到笼子里给它

喂吃时，它都会高高兴兴地爬过来吃东西，我把它

摆到我手心上，它也敢从壳子里钻出来，在我的手

上爬来爬去。我很喜欢跟 Speedy 玩，喜欢它那可

爱的样子，唯一让我感到麻烦的是，每隔几天，我

就得给它打扫一次房间，要是它也能像我一样，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就好了！ 

 

 

 
- 参观华盛顿动物园 

赵睿琳 

 

今年夏天，妈妈带我去了华盛顿动物园。               

大家可能都认为动物园是一个大家都去过的



《剑桥园地》第 12 期                                                                      2007 年 2 月 
    

 26

地方，有啥好稀奇的，但是这个动物园很不一般， 

因为它的几个镇园之宝可不是每个动物园都能见

到的。首先是一岁多的熊猫宝宝，泰山。它非常调

皮，总是想爬到它妈妈的背上，可是，熊猫妈妈随

手一推，泰山马上掉进一个小坑里了。小熊猫还是

不肯善罢甘休，非要爬到妈妈的背上。等妈妈走过

来的时候，它又爬到妈妈身上，但妈妈的手太快了，

又把他推了下来，逗得游人哈哈大笑。大熊猫本来

是黑白相间的颜色，而泰山已变成黑色和土色相间

的颜色了，从它身上的尘土你就知道它有多么顽皮

了。相较活泼好动的儿子，泰山的爸爸“甜甜”似

乎懒散多了。在我参观的过程中，它一直背对着大

家躺着睡大觉，只翻过一下身子。大家远道而来，

它却不理不睬地睡大觉，好像有点不大礼貌呢。  

其次是北美洲特有的白头鹰。（英文叫秃鹰，

因为它头上白色的羽毛在深色的身体的衬托下像

是秃头一样）白头鹰是美国的国鸟，大家在邮票和

各种徽章上都见过它的照片。华盛顿动物园里有一

对白头鹰，站在高高的岩石上傲视天空，非常庄严、

挺拔。难怪华盛顿总统选择它作为国鸟，就像肯尼

迪总统所说：“它那惊人的美丽和自豪的独立象征

了美国的强盛和自由”。所以，华盛顿动物园里一

对白头鹰是大家一定要看的。 

 再次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卡摩多龙。卡摩多龙

是一种稀有的蜥蜴，它能长到三米长，二 百磅重，

华盛顿动物园是第一个在印度尼西亚之外繁育卡

摩多龙成功的动物园。我很幸运地看到了它，给它

照了相。后来天气热起来了，它躲在草丛中再也不

肯出来了，游客就很难看见它的真面目了。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一点我在华盛顿动物园的

有趣经历。在观看火烈鸟的时候，所有的火烈鸟都

是一只脚站立，似“金鸡独立”，但却有一只火烈

鸟两只脚站立着。我把它指给妈妈看，它好像是听

懂了我的话，歪着头瞪了我一眼，很不情愿地提起

了一只脚，也开始“金鸡独立了”，真是太有意思

了！还有就是猩猩展厅，本来公猩猩在厅里走来走

去，母猩猩在玩草，看见大家在玻璃窗前对它们指

指点点，大猩猩很不高兴，转过身子背对着游人坐

下，好像对游人表示不满，一副隐私不容侵犯的样

子，你说好笑不好笑？ 

华盛顿动物园真好玩，以后我还要去玩。 

 

  

北京一日 

 柳嘉宁 指导老师：汤晓  

 

这个暑假我和爸爸回中国探亲访友，在北京呆

了一个多星期。周三这一天，我伯伯和几个朋友请

我和爸爸出去吃“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是个

非常有特色的餐馆。例如，咱们一近门，就听见服

务员清脆的声音：“五位来了，里面请!!!!”.我们

点了老北京传统特色菜，有羊排， 爆肚，芹菜叶， 

炸蚕蛹，糖醋里脊等，还有正宗的北京豆汁和炸焦

圈儿。可是我觉得豆汁非常难喝，尝了一口就都给

我爸了。最后的主食是炸酱面，面条是手擀的， 酱

是正宗六必居黄面酱，菜码有黄瓜丝，葱丝，绿豆

芽，扁豆丝，豌豆，和黄豆，色香味俱全，好吃极

了。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在服务员“您慢走！欢迎

再来！”的吆喝声中走出了饭店。 

接着，伯伯开车把我们送到了中央电视塔参

观。中央电视塔高 438 米，是北京最高的建筑。离

得远远的，就能看见它高高地耸立在蓝天中。在塔

的中部，有一个扁扁的大圆球，爸爸告诉我那里是

旋转餐厅和观景台。来到塔下，我门先乘电梯来到

238 米露天观景台，在那里你可以鸟瞰到全北京的

景色。我看到无数的高楼，繁华的长安街，向西北

远望，还可以看到颐和园的昆明湖和万寿山。乘电

梯下到 232 米，是室内观景厅。我在这儿自制了一

个猪年纪念币，因为我是属猪的，爸爸想让我讨个

吉利。坐在这里面，不论外面刮风下雨，都能舒舒

服服地欣赏北京的风貌。接着我们从楼梯走下旋转

餐厅。餐厅里的顾客吃着饭不用转身，就能将北京

城的 360 度全景尽收眼底。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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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中国 

陶华 指导老师：汤晓 

 

 

我早就听说过“吃在中国”，今年我是真正

地“吃在中国”。我们不但吃在了北京上海，还吃

在了天津和西安。每个地方的“吃”都有它们自己

的特色。 

 西 安 有 一 种 面 条 名 字 很 奇 怪 ， 叫

(Biang Biang)面。学写这个字可特

别难，一共有五十五笔。来西安以前，我从来没有

听说过这种面，更没吃过。它的特点就是面是一片

一片的，不是一条一条的。它的味道有点辣味儿和

醋味儿。西安还有一道特殊的佳肴就是羊肉泡馍。

在吃以前，自己得把两大块馍掰成黄豆那么小的

块。掰完，就泡上汤和羊肉。热腾腾，香喷喷，味

道好极了。 

 我在天津吃了有名的“狗不理包子”。“狗不理

包子”是天津的特色食品。我们在饭店刚一坐下，

厨师就推车到你的面前来边包边蒸。我们一共要了

四种馅儿的包子。厨师一个包子可以打十八到二十

二褶，而且包得特别快。我也学着包了几个，可是

我最多只能打五六个褶。包完以后，一个包子放进

一个小屜里蒸。包子的味道很好吃， 包子的故事

也很有趣。原来有个叫小狗子的人，做的包子特别

受欢迎，卖包子忙得没有时间理人。大家就叫他“狗

不理”。这个老字号饭店从一八五三年到现在已经

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了。 

 在上海，除了老城隍庙的南翔小笼包外，给我

印象最深的“吃”就是上海的早点。上海的早点有

包子、烧麦、生煎包子、炸饺子、炸麻团、大饼、

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每一种都特别好吃！直到我

离开上海的时候，还有很多种早点来不及吃呢！上

海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烤麸、酒酿汤圆、排骨年糕，

多得数不过来。 

 大家都知道到北京就要吃北京烤鸭。“京师美

馔，莫妙于鸭。” 我今年在“全聚德”这个建于

一八六四年的烤鸭店里，吃到了正宗的北京烤鸭。

“全聚德”在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他们养的鸭子

六十天就能吃了。怪不得鸭子又鲜又嫩。鸭子全是

用木头烤的。我们吃的那一只鸭是全聚德的第

115,149,860 只鸭，还发了一个证书呢。除了烤鸭

以外，其它任何一道菜都和鸭子有关，连小点心都

做成鸭子的形状，又好吃又好看。 

 除了各地的美味佳肴，我在中国最喜欢吃的还

有冰棍儿。中国的冰棍儿种类多，味道好，也很便

宜。各种各样的味道使你吃完一根，还想吃一根。

我喜欢吃哈蜜瓜、西瓜、桔子、柠檬、草莓、山楂

味道的，还有玉米、绿豆和红豆的。在中国的时候，

我每天至少吃一两根冰棍儿。加上夏天天气闷热，

所以边走边吃冰棍儿真是舒服极了。 

 中国的“吃”文化历史悠久，每一道菜又讲究

色、香、味。所以“吃在中国”真是名不虚传。 

离开电视塔回旅馆的路上，我看着车外繁华整

齐的街道，漂亮摩登的建筑，欢乐拥挤的人群，心

想:到 2008 年奥运会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会觉

得北京是一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 

 

洗发女孩 

杨晨   指导老师： 汤晓 

 

这个暑假,我们全家在家乡上海度过了难忘的

三个星期. 在这三星期里,来去匆匆的旅游,琳琅

满目的购物和热情洋溢的晚宴都让我觉得既新奇

又兴奋. 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弄堂口的

一家美发店里的那个洗发女孩.  

这个女孩来自扬州郊外的一个小山村. 初中

毕业后,她去了扬州,和无数其他女孩儿一样在美

容店里打工. 可是她努力地工作, 不只是为了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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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她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想 - 成为一位

美容学校的教师. 为了这个梦想,她在扬州积累了

一些经验以后, 就勇敢地只身闯进了大上海.  

到了上海, 这个女孩找到了这份美容店里洗

头按摩的工作. 我一进店, 她就热情地招待我坐

下, 给我泡了一杯茶. 她一边工作, 一边轻声细

语地和我聊了起来. 她问我有多大, 从哪里来. 

她还问我暑假作业多不多, 用不用电脑做功课, 

是不是上网时间蛮多的, 等等… 在不经意的闲聊

中, 她已彻底放松了我那上了一夜网而弄酸的脖

子. 顿时, 一种惬意在全身舒展开来.  

闲聊中, 我知道她除了上班, 还天天晚上自

费去上美容课. 为了上课,她和其他的服务员不一

样, 下午就早早离开了. 我问她:”这不影响你的

收入吗?”她笑笑:”这值得.” 她继续地忙碌着,

可我的思绪却已经飞了开去: 这个只比我大两岁

的女孩,一个人远离家人,来到大上海, 勇敢地追

求她的梦想. 换成我, 我有这样的勇气吗? 

当我离开美容店, 回头和她那自信的微笑告

别时, 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 洗发女孩, 你的

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罗贝尔     指导老师：汤  晓 

 

    《三国演义》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可是我

是在美国上初中学中国历史时才知道的。美国老师给

我 们 介 绍 了 中 国 古 代 的 诸 葛 亮 和 他 发 明 的 兵 器 

“Chu-ko-nu＂，一下子我就被“三国＂人物吸引住了。 

我回家兴致勃勃地和爸爸妈妈谈起了诸葛亮，爸爸便

给我讲了很多诸葛亮足智多谋的故事，什么草船借箭

呀，什么空城计呀，什么诸葛亮三气周瑜呀……我越

听越有兴趣。这时，妈妈拿出一套《三国演义》对我

说，《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古典名著，里面有很多诸葛

亮的故事。于是，我高高兴兴地把这套《三国演义》

的书装进了我的书包，准备到中国过暑假的时候好好

读读。 

 

   《三国演义》太好看了，我读起来爱不释手。暑

假里我在中国把《三国演义》从头到尾读过两遍，我

能一口气说出里面的上百个人物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

关系，我的头脑里全部都是三国演义的世界，在中国

买了《三国演义》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字书和画

册，《三国演义》的地图，《三国演义》的游戏机，《三

国演义》的扑克牌，《三国演义》的玩具，跟大人讲话

也是讲的《三国演义》。我的伯伯看我这么喜欢《三国

演义》，就专门帮我们安排了“古代三国“之旅。我好

兴奋的。我们去了湖北的宜昌，当阳，荆州，专门拜

访了关羽大意失荆州的那个荆州古城，赵子龙大战长

坂坡的当阳，参观了猇亭古战场和关陵。导游阿姨看

到我这个在美国出生的小孩对三国这么有兴趣，知道

这么多三国的故事，感到很惊奇，也很高兴，给我讲

了很多三国的故事。大家都说我是个三国迷！ 

 

    是的，我真的是一个三国迷！你们知道我现在

在想什么吗？我在研究三国的地图，在想象如果我

是三国时代的人，我将会怎样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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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物园 

屈博舟   指导老师:  汤禹摸 

 今年暑假,我回到在中国北京姥姥姥爷的家． 

 七月的一天，我和姥姥,姥爷去北京动物园．物

园里的动物可多了．猴山有很多猴子, 猴子的屁股

红得很可爱；熊也有好多种，有黑熊,棕熊和大白

熊．它们为了凉快有的泡在水池里面．我还看到了

老虎,狮子,大象,河马和犀牛．在长颈鹿馆,有一只

出生不久的小长颈鹿,正在吃遊人喂它的树叶.我

还看见了四只非常可爱的大熊猫.它们只有中国才

有.是中国的国宝.我们在看动物的时侯,姥姥,姥

爷给我讲解动物的习性,使我增加了很多对动物的

知识.虽然那天天气很热,但是玩得很痛快! 

一封信 

     周昊   指导教师:汤禹模 

亲爱的博舟， 

上个星期我回美国了。我还有很多作业（这个

也是）没有做完，可是我还是花时间玩游戏因为游

戏太好玩了。我最喜欢的游戏是三国演义(Dynasty 

Warriors)。如果下个星期你来我们家玩得话，我

们就可以一起玩了。在你还没来以前，我想我会把

我作业做完。 

                                                                                           

你的好朋友， 

                                                                                             

周昊 

P.S 你的作业做完了嘛。 

 

 

 

 

 

 

有趣的事 

     周昊   指导教师:汤禹模 

有一天，我，我妈和我舅舅一起去我的外公家。

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不在家。还好我舅舅有钥匙，

我们才能进去。外公家门边上有一个大冰箱。我们

都把我们的鞋子放在大冰箱前面。后来我妈妈打开

大冰箱，有一个鸡蛋突然从冰箱里掉到我舅舅的皮

鞋里面。鸡蛋破了黄都流出来了。我们都觉得很好

笑。 

中国二三事 

     周昊   指导教师:汤禹模 

中国吃的东西 

我喜欢中国吃的东西。其中馄饨是最好吃的。

我们每天早上吃馄饨和煎饺子。馄饨很鲜，煎饺子

最好吃的是有一点点烤焦的，很脆。有一天，我记

得舅妈买回来很多乒乓葡萄。像乒乓球一样大。没

有籽很好吃的。还有油条，我也爱吃。 

 

中国的出租车 

用中文说 taxi 是叫出租车。在中国，每个城

市有很多出租车。很多人自己没有汽车，他们都用

自行车。可是，去远的地方话就用出租车和公共汽

车。在杭州有很多出租车。大部分出租车外面是绿

色的，里面是白的，很干净。我们在杭州的时候，

因为没有自己的汽车，时常坐出租车。我很喜欢。 

中国的床 

 

中国的夏天很热。每家家里都用竹席放在床

上。竹席是用竹子条做的。虽然很奇怪，但是很凉

快。我们回美国的时候还带回来了一个。 

 

    我的舅舅 

     周昊   指导教师:汤禹模 

我的舅舅叫章建红。他很高，还有一辆大卡车。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时常让我坐在驾驶室里面，

我能看到前面路上的情况，就像我自己开车一样。

舅舅也带我们到西湖里面去划船。我和我的表哥的

船老是撞在一起，舅舅就帮我们和教我们这么倒

船。我们玩得很开心。但是舅舅抽烟，我不喜欢。 

 

汤禹模老师班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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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乔筠老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