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等奖：

学校 姓名 篇名

⾥海⾕分校 雷可懿 我的中国河⻄⾛廊之旅

南部分校 陈倩雯 家书·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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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

学校 姓名 篇名

纽约中⼼分校 孙莉雅 我爱游泳

纽约中⼼分校 党潭松 壮丽冰川

樱桃⼭分校 黎宇轩 ⼀个有趣的恶作剧

樱桃⼭分校 陶睿 2020我想对你说

樱桃⼭分校 熊以灵 中⽂陪伴着我成⻓

樱桃⼭分校 李思妙 国家公园观⽇落

樱桃⼭分校 陈喆 我的⼩天地

樱桃⼭分校 易睿嘉 我喜爱的动物

樱桃⼭分校 严益升 我的⼩天地

樱桃⼭分校 任晓曦 快乐中国年——记述新年中有趣的事情

⼤⻄洋城分校 陈茉莉 烹饪和烘烤

⼤费城分校 王歆逸 可爱的⼩柯基

⼤费城分校 郗雅沐 我的爱好

康州分校 何⼴强 我的⼩狗GOGO

康州分校 ⻢睿安 我喜欢的⻄游记⼈物——猪⼋戒

康州分校 范俊康 我的暑假

爱迪⽣分校 李安愉 古诗词与我

爱迪⽣分校 李健悦 ⽅⾔就是家

爱迪⽣分校 胡彦杰 学中⽂的⽅法

史泰登岛分校 薄君弈 我喜欢数学

史泰登岛分校 梁秋⽟ 我的喜好

理海⾕分校 李屹涵 孙⼩空出世

理海⾕分校 徐微微 吃饭

理海⾕分校 郑孜阳 滑雪

东部分校 蔡欣妍 我最喜欢的动物

普兰斯堡分校 熊梅雅 ⼀个教训

普兰斯堡分校 欣薇 斯特拉通勤到她的办公室的故事

普兰斯堡分校 刘乐盈 蓝⾊背包不⻅了

普兰斯堡分校  ⻩睿开 爱是粘胶纸

普兰斯堡分校 何浩宇 橡⽪能擦掉什么?

普兰斯堡分校 王浩⾠ 电⼦游戏会不会引起暴⼒？

普兰斯堡分校 余海伦 不存在的朋友

⼤纽约分校 赵晨皓 在美国做⼀个中国⼈

⼤纽约分校 陆靖恒 书信

⼤纽约分校 卢贤燊 怎么反⽽变矮了？

中部分校 程率远 逆向⾏⾛的时钟

李⽂斯顿分校 严⼼语 ⽕锅

李⽂斯顿分校  席圣霖 我

李⽂斯顿分校 王雅萱 读《孔⼦》有感

李⽂斯顿分校 李茗 ⽗⺟的爱

伯克利分校 邱孟嘉 ⼤⾃然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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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分校 张振义 爸爸妈妈的家乡

伯克利分校 谢圣泽 学中⽂的体会

桥⽔分校 钱⻙晴 美洲豹猫

桥⽔分校  向薇 ⻥

桥⽔分校 徐安妮 要做得最好

⻓岛分校 ⻩琬莹、陈潇然、彭钰婷 冰城梦

⻓岛分校 陈潇然 包饺⼦

⻓岛分校 ⻩琬莹 ⽐尔的早晨

⻓岛分校 张若娇 后院的猫

北部分校 池⽂森 不⼀样的感恩节

北部分校 林允川 春节的⽇⼦

奔腾分校 王若雪 疫情“宅”家也有乐趣

奔腾分校 周⼦雅 玩游戏的好处

奔腾分校 孙卓雅 参观新学校

奔腾分校 李榆璇 后院的⼩邻居

奔腾分校 孙霓雅 猫

奔腾分校 王若雪 松⿏

奔腾分校 宋虹 我眼中的外婆

南部分校 许⼦睿 《“⼩⻥丸”想念福州》

南部分校 罗⼦翾 《成⻓的脚印》

博根分校 刘姝妹 《夏游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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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

学校 姓名 篇名

樱桃⼭分校 孟庆宏 宅家挑战“新技能”

樱桃⼭分校 林启健 成⻓的脚印

樱桃⼭分校 李昊林 我和中⽂

樱桃⼭分校 江嘉慧 中⽂学校

樱桃⼭分校 林可晴 假如我只有三天光明

樱桃⼭分校 林鸣 ⻛暴以后

樱桃⼭分校 熊以清 我爱我的家

樱桃⼭分校 任晓曦 快乐中国年--记述新年中有趣的事情

樱桃⼭分校 王昊喆 ⼩草

樱桃⼭分校 ⻩颖星 捡来的乌⻳

樱桃⼭分校 ⾼云彩虹 2021中国新年

⼤费城分校 王铭泽 海滩乐

康州分校 戚易明 暑假

康州分校 苏佳⽻ 我的暑假

爱迪⽣分校 游弘毅 登三清⼭

史泰登岛分校 叶⼦健 中国⼈懂中⽂

史泰登岛分校 陈蕊 我开始学中⽂了

史泰登岛分校 陈皓然 美丽的春夏秋冬

史泰登岛分校 伍升平 我的家庭

理海⾕分校 彭辉泽 暴⻛雪

理海⾕分校 张宇轩 令⼈难忘的游戏⽇

理海⾕分校 王宇婷 我的宠物

纽约中⼼分校 曹谙⽂ ⽇出

纽约中⼼分校 宋珈琪 舞动的⼩提琴

纽约中⼼分校 薛涵予 暴⻛⾬

纽约中⼼分校 陈妙⾔ 游故宫

东部分校 沈睿昊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体育课

东部分校 王菲菲 万圣节

东部分校 徐书楷 卡斯蒂略

东部分校 ⽢汶宸 游泳

普兰斯堡分校 陈博瀚 逆转

普兰斯堡分校 王诗嘉 蛋宝宝陪伴⽇记

普兰斯堡分校 杨韵嘉 还好找到⻋票了

普兰斯堡分校 初⼦涵 爱因斯坦的独⽩

普兰斯堡分校 杨莉恩、初⼦涵 ⻢斯克访谈录

普兰斯堡分校 李溪璨 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普兰斯堡分校 曾何卓涵 天空岛

普兰斯堡分校 周欣阳 早春⽇记

普兰斯堡分校 ⾦圣⼒ 我喜欢的北⽅饮⻝

⼤纽约分校 麻浩翔 有趣的夏令营

⼤纽约分校 傅健宸 我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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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分校 陈嘉宜 有机⽆害⼝罩清新剂

⼤纽约分校 王英涵 六年级上学第⼀天

⼤纽约分校 ⽑筠宁 如果我能回到2019的疫情之前

⼤纽约分校 王祯亮 我妈妈做的晚餐

⼤纽约分校 恺皊 尝试⼀件新事情

中部分校 雷靖彤 海滩趣事

中部分校 朱美⻬ 野⽣动物园⼀⽇游

中部分校 杨苏 《南辕北辙》读后感

中部分校 张亚隆 捕蝇草

中部分校 薛⽟娇 我的⼩天地

中部分校 纪稼欣 Mia 

中部分校 郭瑞丽 我的卧室

李⽂斯顿分校 刘威廉 有趣的圣诞节

李⽂斯顿分校 ⻩宜萱 ⼩兔⼦“跳跳”

李⽂斯顿分校 刘悉悦 了不起的妈妈

李⽂斯顿分校 姚姗姗 我的保镖

李⽂斯顿分校 何奕涵 回⾸2020，展望2021

李⽂斯顿分校 李乐伦 我打算组装电脑

李⽂斯顿分校 罗熠喾 我的⽼爸

伯克利分校 刘旭原 春节

伯克利分校 刘旭洲 滑雪

伯克利分校 陈忠锐 滑雪

伯克利分校 周柯睿 九年学中⽂

伯克利分校 陈未来 蔬菜镇和⽔果镇的故事

伯克利分校 吕采潞 我的弟弟

伯克利分校 胡晋衔 雪趣

伯克利分校 周可蕴 我最喜欢的景点

伯克利分校 梁启德 过年

桥⽔分校 李绿绮 天和地

桥⽔分校 祁淾 学习汉语

桥⽔分校 唐⼀平 ⻳背⽵

桥⽔分校 陈若佳 随处可⻅的浮⼒

桥⽔分校 张思婷 ⼩溪旁的覆盆⼦

桥⽔分校 祁烨 中⽂的笔画

桥⽔分校 李诚宇 钓⻥

桥⽔分校 冯承翰 春秋战国——我最喜欢的朝代

桥⽔分校 邹致远 树

桥⽔分校 杨乐菡 包容万物 提⾼品德

⻓岛分校 薛露露 怎么反⽽⻓矮了？

⻓岛分校 程鑫强 我的朋友

⻓岛分校 陈琰欢 秋天来了

⻓岛分校 任迈 我的妈妈

⻓岛分校 王庆燊 我家的苹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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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分校 菲菲 感恩节

北部分校 杨睿滢 朋友

北部分校 朱正全 ⽹上学校

北部分校 ⻩⼦曦 感恩节的思考

北部分校 池⽂彬 打雪仗

北部分校 ⻩凯慈 我爱看书

北部分校 纪天⼀ 我的舅舅

奔腾分校 余思澜 远程学习的烦恼

奔腾分校 瞿成玮 给予是快乐的

奔腾分校  贺忻玥 我和奔腾中⽂学校——读《ABC成⻓的烦恼》有感

奔腾分校 郝佳琪 2020年的第⼀场雪

奔腾分校 孙思美 第⼀次漂流

奔腾分校 梁轩杭 我和妈妈的世界

奔腾分校 郝佳昕 我的宠物

奔腾分校 陈敬慧 闲谈我的哥哥

奔腾分校 杨诗戎 我学中⽂的经历——读《 ABC成⻓的烦恼》有感

奔腾分校 卢凯俐 时间是宝贵的

南部分校 王妮达 《福州的⽂化名⽚》

南部分校 李牧遥 《创建⼀个全国巧克⼒节》

南部分校 王天健 《2020我想对你说》

南部分校 王聂克 《2020，我想对你说》

南部分校 于琪畅 《逆向⾏⾛的钟》

博根分校 范译阳 《飓⻛过后》

博根分校 段⼀兰 《⼀个特殊的圣诞节》

博根分校 张紫萱 《秋天的颜⾊》

博根分校 张紫钰 《碧⽔清波我畅游》

博根分校 郑晟 《春节》

博根分校 李思楠 《孔雀螳螂虾》

博根分校 陈⻉⻄ 《续写<皇帝的新⾐>》

博根分校 Maya Mendez 《⽣肖》

博根分校 李知乐 《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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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奖：

学校 姓名 篇名

普兰斯堡分校 ⾦圣⼒ 我喜爱的中华美⻝

普兰斯堡分校 王泽琪 ⾦⻥历险记

普兰斯堡分校 林修权 秋天来了

樱桃⼭分校 刘熙冉 2020我想对你说

樱桃⼭分校 袁⼦琳 HSK4经历和感想

樱桃⼭分校 袁圆 假如我只有三天光明

樱桃⼭分校 柯菲娜 快乐中国年-新年有趣的事情

樱桃⼭分校 王姝藻 疫情中发⽣的⼀件事

樱桃⼭分校 王奕聆 记暑假⾥最难忘的⼀件事情

樱桃⼭分校 付⼼迪 假如我只有三天光明

樱桃⼭分校 陈尔⽟ 浪漫的树叶⼦

樱桃⼭分校 刘紫⽻ 我最喜欢的⻝物——热⼲⾯

樱桃⼭分校 易睿嘉 美好的⼀天

樱桃⼭分校 刘宇巍 蓝尾巴松⿏

爱迪⽣分校 符哲涵 我喜欢烧烤

爱迪⽣分校 赵源舜 坐游轮

爱迪⽣分校 冯晓茜 《⼗⼀》读后感

史泰登岛分校 郑榆豪 我喜爱的季节

史泰登岛分校 蔡卓禧 我喜欢做的事情

理海⾕分校 刘天翼 我的⼩天地

理海⾕分校 李慧怡 跑步

纽约中⼼分校 钟林宏 我有⼀双乔丹鞋

纽约中⼼分校 ⻙宇宸 ⽇记⼀则

纽约中⼼分校 王璟安 2020年的暑假

东部分校 沈⼦姮 我的⼩兔⼦

东部分校 罗宇衡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分组讨论

东部分校 冯⾬菲 我的英雄

东部分校 邵简迪 姚明

东部分校 陈粲然 我⼼中的英雄

东部分校 何依霖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庆祝圣诞节

⼤纽约分校 师听雅 怎么做带⾹味的纸花

⼤纽约分校 杨丰源 哥拉帕⼽斯旅游

⼤纽约分校 张⼦清 我怎么帮我家的草坪

⼤纽约分校 汤蕙语 我的⼩发明：充电器架⼦

⼤纽约分校 詹瀚⽂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中部分校 薛皓宸 我当⼩⽼师

中部分校 邢泽⻄ ⼭上的⼀天

中部分校  林萌 《南辕北辙》读后感

中部分校 赵怡然 《南辕北辙》读后感

中部分校 吴悦⽂ 我爱⼩鸡

中部分校 武洛诗 计收猪⼋戒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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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校  罗葳 我的⼩猫咪

李⽂斯顿分校 朱悦 万圣节⼩记

李⽂斯顿分校 胡睿思 疫情下的感恩节

李⽂斯顿分校 周易坤 我的⼩狗熊

李⽂斯顿分校 杨成杰 爬⼭

李⽂斯顿分校 王紫萱 做个“乐之者”

李⽂斯顿分校 赵家毅 抗击疫情

伯克利分校 ⿈霆⽂ 打雪仗

伯克利分校 俞天越 我

伯克利分校 韩芳菲 看春节晚会

伯克利分校 孙洁茜 特别的朋友

伯克利分校 姚博骅 我为什么要学中⽂

伯克利分校 吴若仪 和新冠肺炎保持距离

伯克利分校 张润峰 铲雪

桥⽔分校 刘录杭 我所知道的⻓城

桥⽔分校 都圣吉 记波兰的暑假

桥⽔分校 ⾼福莹 ⾮洲⼤象

桥⽔分校 许达仁 我

桥⽔分校 褚芸漪 我最喜欢的杜克农场

⻓岛分校 尹澜 Juliet Lan Weiss 开乐奇遇记

⻓岛分校 虞⽅羿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岛分校 陈简烨 秋⻛吹

⻓岛分校 徐孝阳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岛分校 王思宁 秋天来了

⻓岛分校 刘悦⼼ 写给春姑娘的信

⻓岛分校 张瀚宇 我的卧房

北部分校 池⽂斌 特别的感恩节

北部分校 林伊娃 下雪天

北部分校 袁雪⼦ 这个夏天

北部分校 亮亮 暑假⾥难忘的⼀天

北部分校 Miya Menscher 感恩节

北部分校 冬天的雪 林祖⼉

北部分校 ⾦智恩 过新年

奔腾分校 沈晓婷 分批解除隔离才是可⾏⽅案

奔腾分校 温馨 宝贵的时间

奔腾分校 陈敬慧 疫情下如何⽣活

奔腾分校 肖姝宏 漂亮的花坛

奔腾分校 ⾼炫 不放弃学中⽂——读《ABC成⻓的烦恼》有感

奔腾分校 秦涵意 爱⼼糕点

奔腾分校 张卓予 我的学中⽂之路——读《ABC成⻓的烦恼》有感

奔腾分校 王思迪 2020难忘的⼀件事

南部分校 ⻩慧玲 《那年，⼀个⽩⾊的圣诞节》

南部分校 曲奕澍 《我眼中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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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分校 朱敏烜 《我家的院⼦》

南部分校 谢悦 《我的新家》

南部分校 吴逸辉 《我喜欢的公园》

南部分校 ⻩天爱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南部分校 肖璟瑶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南部分校 陈乐倩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南部分校 邓涵宜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南部分校 谭⽂浩 《我的家》

南部分校 张⾂嘉 《我的房间》

南部分校 江伟翔 《我的房间》

南部分校 林昕宜 《我的房间》

南部分校 王梓琪 《我的房间》

南部分校 李⻉尔 《我的房间》

南部分校 夏奇瑞 《2020我想对你说》

南部分校 周嘉珺 ⽆题

博根分校 郑如意 《我最喜欢的节⽇》

博根分校 杜卓伦 《我最喜欢的城市——纽约》

博根分校 陈佳铭 《北京》

博根分校 张默琳 《我认识的圣诞⽼⼈》

博根分校 张紫媛 《去朋友家》

博根分校 邓伊丽 《我家的狗狗》

博根分校 张竟扬 《圣诞⽼⼈》

博根分校 陈靖瑶 《我知道的圣诞⽼⼈》

博根分校 朱天慧 《我最喜欢纽约市》

博根分校 Tina Lu 《爱好》

博根分校 Flora Chen 《疫情》

博根分校 Jiayi Birkhoff 《圣诞节》

博根分校 江如曦 《⻜⻢⾏空达尔⽂》

博根分校 林嘉乐 《我最喜欢的⼈》

博根分校 钟⽟婷 《疫情下的中⽂课》

博根分校 Olivia Rivera 《冰晶公主和精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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