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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着一篇篇习作，精彩的故事，美好的回忆… 

字里行间虽没有华丽的词藻，篇章段落中却涌动着天真稚气； 

这是孩子们成长的足迹，也是孩子们个性飞扬的见证  ；  

异彩纷呈的书香沃土上，是欢声笑语无忧无虑；是生命拔节的声音，是心灵进化的旅程…. 

亲爱的孩子们， 

愿生活的青枝绿叶点亮你们的慧眼； 

愿生活的丰厚底蕴磨炼你们的悟性； 

愿生活的原汁原味浸透你们的心灵! 

相信你们的明天会更加欢乐更加美好，写出更多精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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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快乐暑假   501 班 黄子约 
 

       今年暑假过得特别开心。我回到了中国，见到了亲爱的爷爷和奶奶，还去了许多好玩儿的
地方。下面我就给你讲一讲我的中国之行吧。 
    第一站是北京。我看到了像小鸟窝一样的大楼还参观了皇帝的家。 皇帝的家太大了，有许

多漂亮的房子，房子里面有特别粗的柱子，上面画着龙，瞪着大大的眼睛，外面屋顶上还站
着好多小动物，真有趣！我还穿上皇帝的衣服坐在那里拍了照片，只是椅子硬硬的，坐上去

很不舒服。 
 接下来是上海。外滩的高楼在夜晚的时候非常美丽。据说这里有世界上第二高的楼--上海

大厦。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城皇庙的小笼包。如果你第一次吃小笼包可要小心哦，你要先把

包子放到小勺子里，在边上咬一小口，轻轻地吸干里面的汤汁，然后才能放心大口地吃肉

馅。 
 从上海坐上高铁我就睡着了，醒来已经到了杭州。妈妈说这个城市和一个关于白色的蛇的

故事有关系。据说远处高高的塔下面就压着那条像人一样大的白蛇，你相信吗？ 
    最后我来到了爸爸的故乡--包头。爸爸带我去沙漠里玩。噢，沙漠真是我最爱玩儿的地方，
全是细细软软的沙子，看都看不到边，我不停地爬上一个个大坡再滑下来，好像永远都玩儿

不够。在沙漠里不能没有骆驼。我骑的那匹骆驼非常高大，它要跪下来我才能爬上去。它的

眼睛看起来很温和很友善，所以我坐在上面一点儿也不害怕，它走得很慢，一上一下的，我
骑在骆驼上一边走一边想，我们真的应该好好谢谢骆驼，虽然它看起来有点笨，但它是人类

的好朋友，是它帮助了行走在沙漠里的人，可以说没有骆驼人们很难走出沙漠。 
    回到美国后，我就决定要好好学中文，这样我下次去中国就能告诉大家更多有趣的事情了 

  登长城 当好汉 
                                                         

501 班 程安柱 
 

今年暑假，爸爸带我和姐姐去中国玩儿。我最激动了，因为我都十岁了，才第一次去中国玩儿，我特别想去看看
我爸爸妈妈出生的地方。 

在中国我去了北京、山西、重庆、上海。山西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重庆是我爸爸出生的地方。我觉得山西很安

静，重庆很嘈杂，但是这两个地方我都很喜欢，因为那里不仅养育了我的爸爸妈妈，而且还有我许许多多的亲戚朋友，有好多
好吃的好玩的。 

不过，要说最有意思的还是爬八达岭长城。那天天气很热，气温高达 38 度。我们先坐缆车到长城中间，下缆车后，

就开始爬长城。长城很陡，所以得扶着烫手的金属栏杆上台阶。爬了没多久，我就累了，满头大汗，衣服也湿了，不想再爬
了。爸爸看着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就说：“你不是想当一个好汉吗？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登不上顶峰，一样啥也不是

哟。” 

听完爸爸的话，我咬咬牙继续努力往上爬。姐姐怕我摔跤，扶着我。爸爸时不时地让我们拍个照，休息一会儿。突
然，我听见有人在吆喝，“北京老冰棍，快来买，北京老冰棍！” 兴奋得立刻跑去买了三根！尽管冰棍味道不怎么好，却让

我一下子感觉凉快多了。吃完冰棍我有力量了，很快就爬到了顶峰。 

在长城顶峰，爸爸给我照了相，留下了珍贵的回忆。我一个劲儿地饱览着四周的风光。我看见远远的山，绿绿的
树，湛蓝的天空；看见长长的城墙，犹如巨龙一般壮观；看见脚底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正努力攀登着刚刚被我征服的一个

个台阶…… 

一阵微风吹来，我美滋滋地笑了，我终于成好汉了!  
这就是我快乐的暑假。 亲爱的爸爸妈妈，何时再带我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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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加州之行 

501 班       柯晨佳 

            这个暑假，我和妹妹去加州舅舅家玩了。

爸爸妈妈忙，把我俩托付给空勤人员，让我们自

己飞到加州。开头，我和妹妹都很害怕自己飞，

可是，上了飞机，空中小姐就跟我们一起坐，她

们跟我们讲话，给我们点心吃，一路上我们很愉

快，也就忘记了害怕了。 
            在加州，我看到了我的表哥和表弟，外

公、外婆和舅妈，我和妹妹在他们家住了一个

月。我们去 Chuck-E-Cheese’s 玩游戏和 I-Fly 飞

wind tunnel 了。I-fly 是一种室内跳伞活动。我依

靠空气的压力把我浮在 wind tunnel 里面。这是我

第一次在 I-Fly 玩，所以很激动。 
            今年妹妹的生日也是在加州过的，我们在

那里庆祝了妹妹的生日。她的生日蛋糕是用我最

爱吃的奶油冰淇凌做的，可好吃了。我也喜欢我

外公做的香肠。外公把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所以味道很足很香。 
           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妈妈从中国飞过来

接我们。我很舍不得我的表哥和表弟，外公、外

婆和舅妈。但我还是和妈妈、妹妹一起高高兴兴

地飞回家了。我觉得加州很好玩，下次还想再

去。 
 

 

 

Banff 的湖 
牛璟伦 501 班 

           这个夏天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叫 Banff。因为爸

爸要去开会，我们全家就一起去了。  
    Banff 是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它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
个镶嵌在大山之间的湖。 
    在 Banff 的时候我们去看了很多大湖：Louis 湖、

Peyto 湖、Emerald 湖、Bow 湖和 Moraine 湖。这些湖
在大山中间，都很漂亮。天亮的时候，它们是绿的，
有的像绿宝石，有的像翡翠，还有的和孔雀羽毛上的
绿色一样，太美了！ 
           最著名的 Louis 湖我们去了四次，因为那里是
Banff 的象征，绿色的湖泊，在远处雪山的映衬下，显
得更加神圣。Emerald湖是最绿的，最大的是 Bow湖。
还有一个湖很有名，它被印在了加拿大币上，那就是

Moraine 湖。  
Moraine 湖边环绕着十座山峰。我们试着进了

很多次才进去，因为那里吸引了太多的游客，停车位

又很少。 
Peyto 湖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们去的其它所

有的湖都是开车就到了，只有 Peyto湖是要爬山才能到
达的，我们至少爬了二十分钟，才到达山顶。站在山

顶上看它，有着不一样的感觉，天很近，湖很静；再
看四周，远远近近的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我们这次没能在湖里划船，但整个旅行还是很
开心的。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高高的雪山中间的

这些美丽的大湖，像一幅幅山水画，而 Peyto湖那一抹
绿色已经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我的暑假之旅   

双双 601 班 徐溶岭 

   今年我的暑假很好玩！ 

我参加了四周的舞蹈夏令营。今年的舞蹈营是有很

多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参加的。我们学了很多新的舞

蹈。我们每天在那里吃中餐，星期三吃 pizza。虽然很

累，但是我很快乐。 

我也去了 CLEVELAND,OHIO.那里有个小小的中国城。

我们吃了很美味的中国餐。我最喜欢他们的蛋挞，甜甜

的太好吃了！我的表姐和表哥带我去了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我们也去参观了很老的船，船很大也很宽。 

第二天我们去了一个离 Cleveland 一个多小时路程的

游乐场叫 Cedar point.那里很好玩！我们坐了海盗船。海

盗船摇的很高，吓死我了！这是我第一次坐海盗船。我

还玩了很多游戏。我很喜欢那里。 

第三天我们去了 Niagara Falls。那里的风景很漂亮。

好大的瀑布！很美丽!天气很热，但是人很多很热闹。 

我的暑假很好玩！可是过的太快了！ 

 

 

难忘的长城之旅 
MLP 6 姚书逸 

       三年前的一天，我在学校读了一本关于“Great Wall”的英语
书。回到家，我对妈妈说：“我想去看看中国的‘大墙’。”妈妈
想了想，才恍然大悟，大笑道：“那不叫‘大墙’，它叫长城。”
我一直想着有一天，我能亲眼看一看长城。 

今年暑假的一天，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那天不是很
热， 偶尔还下一点蒙蒙细雨。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登上了
慕田峪长城。我们坐摆渡车到了山脚下，我往上看，山上绿

树成荫，一堵气势雄伟，绵延起伏的城墙，延续到了我看不
见的地方。爸爸说，“这就是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中国
‘大墙’－万里长城。” 

坐着索道上了山，我们高高兴兴地爬起了长城。长城很

长很长，我觉得我永远都爬不完；长城有时候很陡很陡，我
必须要紧紧抓着扶手往上爬；长城有时候又很平很平，我可
以闭着眼睛往前走。 

在长城上，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座烽火台。爸爸告诉我，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诸侯为了防御其他国家的入侵，开始建
筑烽火台，并且用城墙连接起来。敌人侵犯时，白天就燃
烟，夜间就点火，台台相连，用烟气和光亮传递重要的军事
信息。我心想：多么智慧的中国人啊！经过十几座烽火台，

我们终于喘着粗气地爬到慕田峪长城的尽头。 
“不到长城非好汉！” 这真是一段难忘的旅行啊！                           

 



 

 
 

 

 

我的快乐暑假 
池雨萱            指导老师：刘新红 

三个月长的暑假感觉匆匆而过。回想整个暑假所经历的点点滴滴，还真有一些值得回味和津津乐道的事呢！ 
 

最值得我留恋和难忘的，当属和我好朋友小月一起卖柠檬汁的事啦。虽然我才是个中学生，但我有时候却琢磨着怎样做点小生意、赚点小钱的事。

不过我在上学期间繁忙的学习和各类活动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好在有个长长的暑假，终于可以实现我的小小梦想了----暑假卖柠檬汁！ 
我第一个想到的好伙伴，就是我的好朋友小月。我去到小月家玩，和她一起商量好卖柠檬汁的日期、制作流程等。制定好计划就开始行动。 

 

第一步当然是买好新鲜大个的柠檬。小月很喜欢动手做，她做的柠檬汁非常好喝。她爸爸帮我们把一张桌子、椅子搬到了房子前面，还帮着我们架起

一个超大的太阳伞。我们还买了一桶冰，知道美国人喜欢唱冰冻的东西。我拿了一个白板，像模像样在上面写了广告语：“新鲜美味柠檬汁，仅售 50 美

分！!放在桌子前面显眼处。我们又让小月的弟弟 Joey 和我的妹妹 Alice 坐在椅子上，因为他们俩小家伙很可爱，可以招揽顾客上前来。然后我则坐在一个

窗户后面偷偷地观察生意行情。 
 

Joey 和 Alice 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却一个人都没有来。唯一一个客人就是妈妈！因为她想鼓励我们，给我们打打气。我在窗口看着这个局面，叹了

口气。为什么没有人上前来呢？路上怎么没人呢？Alice 和 Joey 也一直在叫着：“卖柠檬汁了！卖柠檬汁了！” 可还是无人光顾。我和小月有一点受挫，不

过我们互相鼓励，一定要有信心！我和小月决定改变一下战略。我们跑到小区游泳池，看到那很多人正坐着、躺着在晒太阳呢！于是我们过去问每一个

人：“请问，您想喝点什么吗？我们刚制作的新鲜美味的冰冻柠檬汁水，我们还有一个摊位，可以给您端一杯来，只需要 50 美分！” 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一

点害羞，小月比我胆子大。不过后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经过努力，我们成功地卖了几杯，我们高兴极了。后来我们继续推销，加快卖柠檬汁的速度。

最后，我们又骑着自行车在小区里叫卖，我们把新鲜冰冻的柠檬汁水送到人们的面前。 
 

慢慢的，来光顾的客人多了起来。可能有些人在散步，天太热，喝一杯冰冻柠檬汁水很解渴，也可能是看到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在叫卖也不容易，来帮

衬我们。总之，我们的这些小推销员开始忙碌起来了。原材料告急，因为我们很实在地放很多新鲜切片柠檬。我们赶紧去超市里再买一些柠檬、白糖和冰

块，做更多的新鲜柠檬汁水。你们可能没想到吧，最后我们挣了六十三美金。对我们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这是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虽然卖柠檬汁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不过通过这次活动，却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收获！使我从中学到了怎样做广告、怎样推销和扩大销售；怎样

与团队合作、分工合作，遇到困难不放弃。更重要的是：对待客人要诚实！ 这些都是我们卖柠檬汁水的额外收获。也是我这个快乐暑假的一个小小收获！ 
 

 



 

 
  

             我的快乐暑假                   
 

                                                     
501 班 黄勇琦 
 

         暑假就要结束了，好像我们昨天才开始放假的，
感觉假期真是太短了。 
    这个暑假我们一家人去欧洲度假，我还去了 Boy 
Scout露营。 
         在欧洲，我们去了意大利、克罗地亚、希腊，还
有葡萄牙。意大利有很多漂亮的教堂和大型的购物中
心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最喜欢米兰的
Cathedral，这是世界第三大的 Cathedral。我们沿着
楼梯一直走到 Cathedral 屋顶，从屋顶几乎可以看到
米兰的全景。米兰的景色非常美丽，我想晚上的景色
一定会比早上的还要好看。 
        在克罗地亚，有很多城堡。Dubrovnik 的城堡又
大又有趣。这些城堡在战争时保护了 Dubrovnik城。 
        希腊有很多美丽的建筑。圣托里尼的许多房子是
白色的，还有蓝色圆顶形的屋顶。在圣托里尼我和妹
妹骑了驴，这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在葡萄牙，我们去了 Albufeira. Albufeira 在
葡萄牙的南方。那边有很多漂亮的海滩。我们在海滩
玩沙，玩水，真的很开心。 
        从欧洲回来，我跟 Boy Scout 露营了一个星期。
在这个夏令营我有五堂 Merit Badge 课。我学了急
救、公开演讲、游泳、救生等。从这个夏令营，我学
了很多。虽然身体觉得很累，但我心里觉得很高
兴。     
      这个夏天，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个很
难忘的夏天。 

 

快乐的欧洲行  

501 班 黄奕晨 

    我喜欢暑假。暑假里我们不用上学，我每天可以睡睡懒觉、看看
电视、跟哥哥玩玩。有时妈妈叫我们做做作业，练练中文还有钢
琴，日子过得很快乐。 

    今年暑假，我们一家人去了欧洲旅游。我们看了很多美丽的地
方，像西班牙的 Madrid 皇宫，葡萄牙的 Belem Tower，意大利米兰

的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还有葡萄牙的海滩。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是意大利一个非常大的购物中心，里面
有很多品牌店还有很多高级餐厅。有很多人进出那些品牌店买东

西，我们去品牌店看了看，没买东西，因为东西太贵了。 

 我最喜欢的是葡萄牙的海滩，海滩很大，很美，也很干净，
那里的海水是浅蓝色的，有很多孩子在海滩玩水、造沙堡，真是很
热闹。我们去的那天，天气很好。我们划着小船去看海洞。靠近海
洞的时候，爸爸和哥哥跳进水里游到海洞里面。可是即使是炎热的
夏天，海水还是很冷。因为海水太冷，爸爸和哥哥没游很久。他们
上船时嘴唇都冻得发紫，人都冻得发抖了，看得我直想笑。我不会
忘记这个经历的，这是我最好的暑假！！！ 

 



 

 
  

参观兵马俑 
李雨霏 

听说 “辉煌大秦：兵马俑”特展在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展出，我特别想去

看。碰巧展览期间我要去那博物馆表演跳舞，于是我们一家就顺便参观了兵马俑。兵

马俑的这次展览让我大开眼界：他们一个个栩栩如生，和真人一样，但是竟然没有任

何两个兵马俑是一样的。 
一进展厅，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从一号坑来的中级军官。他长着络腮胡子，拳

头攥着，好像握着什么东西。挨着中级军官，站着一位将军兵马俑。他的袖子卷起

来，手臂举着，好像在指挥士兵去打仗。第二排里面有一个兵马俑戴着帽子，他神情

专注，好像在等待命令，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第二排的第二个兵马俑是一个铠甲

俑，他身披盔甲，站得笔直，看上去觉得特别严肃。第三排里有一个兵马俑，旁边站

着一匹马，我想这个兵马俑可能是个骑兵。他看着很平静，一副很从容的样子。他牵

着的那匹马像真的一样，我真想摸摸，恨不得跳上马背。 
紧接着的第四排兵马俑有一个跪射佣和一个站射佣。他们一个跪着，一个站

着，他们俩个的手好像在拉弓射箭，估计是正在打仗射敌人。最后一排的兵马俑好像

职位较低。第一个是一个铠甲御手佣：他头上戴着一个帽子，两个手都是往上抬着，

像在抓着什么东西，有可能是握着兵器。另一个兵马俑是一个仆人，他一边跪着，一

边似乎听别的人讲话，表情很专注。 
这个展厅里除了上面描述的兵马俑外，还有很多小东西，比如说箭头和一只

鹅。我想可能这些东西都是和兵马俑相关的吧！ 
参观完兵马俑，我们迅速地浏览了另外一个展厅里陈设的古董。其中有一个特

别长的剑，上面刻有很多细节。此外，我竟然在这个展厅里发现一个面具和士兵穿的

铠甲，还有很多小的房顶用的瓦片和各种各样的器皿。 
兵马俑展参观完了，我想要是有一天能有机会去西安，我一定要去参观兵马

俑，看更多千姿百态神情各异的兵马俑。兵马俑真不愧是世界上的第八个奇迹！ 

 

我的暑期生活 

双双 601 班 李嘉怡 

我的暑期很有趣！我不仅去了中国，还去了黄石公园。 

我们早上 3 点离开家去了肯塔基机场。我们于 11：00 降落在

盐湖城。我们租了一辆车，开始开车到黄石公园小屋。我们 8：30 到

了小木屋。小屋很大！里面有两层楼，六张床，三间浴室都带淋浴。

一个大厨房，两台电视等等。 

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吃了早餐，于 9：30 分离开去了黄石公园。一

小时我们就到了黄石。到我们到了的时候，爸爸查看了地图，我们要

去八个著名的地方。 

我们第二天出发去了老忠实喷泉。老忠实喷泉每 45 到 70 分钟喷

发一次。我们离喷泉很近。我们等了 20 分钟，喷泉开始喷发了！喷

泉能喷出 32 米到 56 米那么高，非常壮观！所有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拍

照。甚至我的小弟弟也都很兴奋。大家都发出赞叹之声。第二个著名

的地方是大棱镜温泉。大棱镜是美国最大的温泉。温泉是五颜六色

的，从橙色到黄色到绿色，最后到蓝色。它比 10 层楼都深。我觉得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景色！ 

我非常喜欢这次黄石之行，让我看到了很多美丽的景色。 

 



 

 
 

去水族馆 
501 班     罗潇芸 

昨天我们一家去了水族馆！水族馆里有很多种鱼，大大小小的，真好看。我最喜欢的是海龟和章
鱼, 妈妈喜欢黄色的海龙, 爸爸喜欢鲨鱼射线, 姐姐喜欢海蛰. 

在水族馆我最想看的是新章鱼厅。你知道吗？章鱼有三个心，两个通过腮,一个通过身体输送血
液。章鱼的血还是蓝色的呢, 因为有铜在它的血里，好奇妙! 

我还摸了黄貂鱼,它的皮肤很软，摸起来很舒服。 
从水族馆出来，我们去了 Coldstone吃冰淇淋,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种西红柿 
         这个夏天，我和爸爸在院子里种了四棵西红柿。一棵大西红柿, 三棵小西红柿。我们看着西红柿一

天天从小小的苗慢慢地长高长大了。 

    有一天我们发现鹿要吃西红柿。为了保护西红柿, 我们给它装上了栏杆。 西红柿开了花,小小的黄

花很漂亮。没过几天，小花掉了以后, 柄上就会结很多小西红柿。  

    我们不停地给它浇水施肥, 小西红柿慢慢地由绿色变成黄色,最后慢慢变成了红色。我摘了一个尝了

一下, 真甜！                    
 

 

   



 

 
 

 

我的快乐暑假 
赵佳明 

2016年夏天，我和妈妈姐姐去了中国一趟。我们游览了很多地
方，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桂林之游。 

我们在桂林游览了很多地方，看了山，走了溶洞，爬了梯田，坐
了船，略览了有世界文明之称的漓江。我们还品尝了很多具有当地风味的美食，
比如米粉和火龙果。 
    首先，我们跟着一个旅游团钻山洞。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石笋。其实看到石
笋已经很开心了，难得的是人们别具匠心。在石笋下面，挂了很多灯，有各种各
样的颜色，像是地底下的彩虹！看过石笋，我们“趟”过了一个地下河。石笋的
灯光映照在水上特别漂亮。我想这可能就是“仙境”吧！过河的时候，我摸了摸
石头，感觉很潮湿。也难怪，这里是岩洞，经年累月见不到太阳。 
    穿过岩洞，我们坐缆车直接到了山上。缆车实在太快，在空中我还来不及看清
楚下面的景致。到了山上，我突然感觉一阵凉意，于是草草地转了一小圈，就又
坐缆车下山了。 
     人们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所以如果我们只看桂林的山错过参观桂林的水，
就实在有点可惜。不过，我们真没觉得桂林的水很秀丽，因为前几天下过大雨，
以前的河水又清又静，现在变得又脏又快，我们都有点失望。 
    为不枉此行，我们决定去看看梯田，感受桂林的独特风景。在大车里面坐了好
几个小时，终于看到梯田了。和水相比，我们着实吃了一惊。人们把山开成一道
道梯田，不仅美，而且还很实用。过些日子，水稻该成熟了，想象着一窜窜的弯
着腰的穗子，我似乎看见农民们的一张张笑脸！ 

我们再仔细看了一下，哇！梯田真是一道风景！我们看到了好些
个梯田：一排再一排的梯田，里面装满了水，一排排的绿苗立在水里，远处看，
像很多根绿色的头发。梯田也不止是方形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形状。 
    我们在桂林逗留的几天，发现桂林的食物真不错！旅馆里早饭是米粉。这些米

粉看上去很平常，可是加了一些当地风味的调料，它就成了美味，我吃了一碗还
没吃够，真得很好吃。 

临走前那天晚上，我们在街上逛，看到一个卖水果的人。她卖的
水果很多都是我曾经常吃过的，比如说苹果，梨，杨梅，西瓜。但是有一种水果
我没尝过。问过才知道叫火龙果。火龙果外皮鲜红，可是把皮扒开后发现是小黑
子“长”在一块”白肉“上面，咬一口脆生生，一股清甜的味道溢满唇齿之间。 
    我很庆幸桂林之游：有风景，也有美味！  
 

 

游哈尔滨 
圆圆 

 我的妈妈和爸爸小时候住在哈尔滨，所以跟父母回去探亲挺多次的。
在那儿，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经常去的两个地方，儿童公园和中央公园。 
 第一个常去的地方是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不仅是个练武的好场所，还
是小朋又的乐园。每天早上，豆豆（哥哥）和我在儿童公园的一大片空地上跟
奶奶的朋友学习和练习武术。哥哥练剑，我练棍儿。老师一招一式的教，我们
认认真真的跟着比划。一个暑假下来，竟也物件弄棍有点象模像样了。儿童公
园还有很多游乐设施，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过山车”
和小火车。这个过山车有点特别：它在水里穿行，而且上上下下，并不是很吓
人，可是很有趣，因为当水拂面而过，那种清凉的感觉是夏天里最渴望的！ 那
个小火车，小朋友都很喜欢，因为可以拉线鸣笛，火车“呜呜呜”的开着，很
神奇。开着小火车，真的是很神气！ 
 第二个经常去的地方是中央公园，那个地方很广阔。除了有很大一片
购物区和吃饭的地方，还有一个冰场，一个操场，和一个游泳池，应有尽有！
游客不仅可以购物休闲还可以顺便锻炼身体。有一天，我们在里面随便走走，
并没有打算买东西。突然，我看到了一个日本玩具店，就马上想要进去。进去
之后，我看到很多动物毛绒玩具，很软，抱起来可舒服了！我抱抱这个，摸摸
那个，哪个都舍不得放下。我好想买一个，可是我没有钱。我担心怕太贵，不
好意思跟姑姑开口。姑姑看见我爱不释手的模样，竟然毫不犹豫地给我买下那
个我们最喜欢的绿色企鹅和熊。 
 除了这两个地方，还有挺多其它地方我们去过多次，比如说沃尔玛和
去茶去。 

哈尔滨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不但好玩，而且还有爱我想我的姑姑。
明年暑假要是有机会，我还有重游哈尔滨。 
 

 



 

 
 

抓螃蟹 
郑青青 

今年夏天我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印象最深刻就是去佛罗里达州度假，我平生第一次抓螃蟹。 
抓螃蟹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下面让我跟你一块分享我的经历吧！ 

那天天晴是个抓螃蟹的好时候。我和我的朋友来到海边，拎着一个不小的绿色小桶，我满心希望我能抓到很多螃蟹。 
 

我们用手电筒一边照，一边仔细地在砂糖上找螃蟹。那些螃蟹非常小，还没有我的小拇指大。而且，小螃蟹的颜色跟沙子颜色几乎一样，要是不细细搜寻，很
容易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过去，真的很难找到他们！还有，别看他们格尔小，它们也跑的飞快，要是身手不敏捷，即使找到它们，还是很难抓到它们，亏得我平时经常
滑冰，经常练指法，手眼协调能力不错。我眼睛看得准，手下得很快，没多大功夫，我们就抓到很多螃蟹。数了数，有了三十多个小螃蟹，竟然还抓了一个大螃蟹。 
 

我看了看旁边另一家人的战果，他们比我们收获还大，抓到了三个大螃蟹，比我的手还大。真难想象抓住这么大螃蟹还没被螃蟹咬。不一会，两个螃蟹开始打
起架来了，真有趣！ 
 

这时候，我看见一个大螃蟹从桶里爬出来了，还冲着我跑，想必是要复仇了。我吓得赶紧抛开，幸好它没有追到了我，否则它的爪子要是抓到我，我可得疼好
些天了。 
 

时间不早了，我恋恋不舍的离开了沙滩。下一次，我还要来抓螃蟹。下一次，我肯定会是个“补蟹能手”！ 

 
 
 

                                                              



 

 
 



 

 
 

 

  



 

 
 

 
 

老师: 林荫夏 罗君娟 杨红 刘新红 黄青华 章玥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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