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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桥水分校小语世界

ぁ 长岛分校

ぁ 伯克利分校

非洲大象
五年级 高福莹  指导老师 金茜

要做得最好
八年级 徐安妮  指导老师 窦泽和

钓 鱼
六年级 李诚宇 指导老师 王晓秋

我
七年级 许达仁  指导老师 沈海燕

非洲有很多野生动物，其中很有名
的一种动物是非洲大象。 

非洲大象是世界上最高的大象，成
年大象可以长到 4.1 米高，比两个人罗
在起来还高。它们每天要吃 150 公斤左
右的食物，草、树叶、树皮和各种各样
的果类，种类繁多，但它们不吃肉，是
食草动物。因为它们要吃太多的东西，
所以每天需要大约 16 个小时的时间找食
物，这样它们的睡眠时间只有 0-4 个小
时，是世界上睡眠最少的动物。大象是
群居动物，一个象群一般会有 20-30 个
成员。成年雌象每 4-6 年才能生一个孩
子。小象 3 岁之前喝妈妈的奶。象妈妈
会教孩子怎么找东西吃、怎么找水源、
还有怎么保护自己。当15、16岁的时候，
雄象就会被赶出群，出去闯天下，而雌
象可以和妈妈一直生活在一起。

非洲大象非常有意思。如果以后有
机会，我一定要去非洲大草原看看生活
在那里的大象。

我爸爸以前是个钓鱼爱好者，后来
因为工作太忙，他有很多年都没有钓过
鱼了。今年因为疫情，我不能像以前那
样出去和朋友们一起玩儿，爸爸也不能
出差了，我们很多时间都只能呆在家里。
10/17 这天是“Free Fishing Day”，天
气非常好，爸爸找出他的渔具，决定带
我去湖边教我钓鱼。

我们先在附近的一个渔具店买了一
些活的小鱼做饵，然后开车去了 Round 
Valley Reservoir。我们选了个岸边有很
多大石头，湖水比较深的地方。四周很
安静，除了我和爸爸看不到其他人。

这是我第一次钓鱼，爸爸先教我怎
么甩杆和收线。甩杆前要先解锁渔线轮，
然后双手握杆从身子右侧用力甩杆把线
甩出去，最后再将渔线轮锁住，这个动
作我尝试了很多次才成功。爸爸觉得我
差不多已经学会了，就帮我把买来的小
鱼挂在鱼钩上，还在渔线上装了个浮漂。
鱼钩入水后，我们都坐在石头上看着湖
面等着鱼来咬钩。等的时候真的很无聊，
爸爸说钓鱼要保持安静，所以我们很少
说话。很多次我都想扔下渔杆去别的地
方玩儿，可是爸爸让我再耐心一点儿，
我只好继续坐着，东张西望。就这样等
了一个来小时，终于有鱼咬了我的钩，
可等我发现的时候，还来不及收线鱼就
脱钩逃跑了，还吃掉了我的饵！虽然鱼
没抓到，但有了这次的经验，我开始踏
踏实实地坐下来专心钓鱼。下一条来咬
钩的鱼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一看到浮
漂沉下去，就马上站起来，把手里的鱼
竿使劲儿往后拽了一下，开始收线。看
到鱼被拉出水面的时候，我知道我抓到
它了，开心地大笑起来。爸爸帮我把鱼
从鱼钩上取下来放进了水桶里。

天黑前我们总共钓到了五条鱼，其
中有三条是我钓到的。爸爸以前都会把
钓到的鱼放回湖里(Catch and Release)，
这次也不例外。最后我们把五条鱼和剩
下的饵全都放回湖里，就开车回家了。
钓鱼真的太有意思啦！

这次我不只学会了钓鱼，还明白了
做什么事都要专心和耐心。而且失败了
不要轻易放弃，继续努力尝试，最后总
会成功的。

我是一个普通的男孩。我有点胖，
有点矮，还戴着一副眼镜。虽然我看上
去很普通，但是我也有很多特点。我会
告诉你我的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让你
更加了解我。

我的一个优点是我喜欢编程。我在
三年级的时候，我爸爸给我登记了一个
网上课程来学 Python 编程语言。这个课
程让我喜欢上了编程。之后，我又学了
Java，HTML和Java script这些编程语言。
在我五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做出了六个
游戏外挂。最近三个月里，我做出了一
个网页游戏，一个互动网页，还有一个
躲避游戏。现在，我正在编另外一个游
戏，这是一个密室逃脱的游戏。随着我
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写出越来越多的游戏，
我也越来越喜欢编程了。

说完了我的优点，再来说说我的缺
点。我的一个缺点是我很胖。胖就胖在
我肚子上。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在家里
隔离，再加上我一直坐着编码，我慢慢
地胖起来。而且我不爱运动，这也让我
胖得更厉害了。我还经常乱吃零食，吃
饭爱挑食，所以我的生活习惯不太健康。 

虽然我很胖，生活习惯也不太健康，
但是我决心改变这个情况。我要编码少
一些，我要运动多一些。我要吃饭好一点，
零食少一点。这样我就会越来越健康，
也会有更多精力来编码了。

孔子以前说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的意思是对
自己要像天一样，刚毅坚卓，发奋图强，
自强不息。对别人要像大地一样，滋润
万物，包容一切，厚德载物。这是说对
别人要很善良宽容，要求不能很高，但
是对自己一定要要求很高。

今年年初，我和我的合唱团一起录
了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支持
中国，因为他们那时候冠状病毒很严重。
我们为他们唱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希望他
们快点好。团里有很多人都已经学过这
首歌曲，只有我一点都没学过。我的老
师在录音前的三天给我了一个任务：把
这首歌唱到最好。我只有三天，怎么能
把这么难的一首曲子唱得完美呢？同时，
我还要到滨州去参加游泳比赛。在路上
的两个小时，我不停的背歌词。到了旅馆，
我立刻把曲子铺在床上，不停地记音准。
比赛的那天，在其他人游的时候我也抓
紧练歌。虽然游泳池很闹，我还是不停
地唱，因为我想把最好的歌声传给中国。

赛后中午吃饭等菜的时候，我一个
人到厕所里去练歌。回到旅馆后继续练
习歌曲。那一个下午还有很多学校的作
业。另外，我又碰到了一个问题：没有
钢琴。练歌曲一定要用钢琴练，才能把
音唱准。我用手机下载了钢琴 APP。我
一只手指挥，另一只手弹钢琴。呆在旅
馆的两天，我一直用这个钢琴APP练习。
虽然钢琴 APP 比真实的钢琴难用，但最
后我还是把这一首歌学会了。在这三天

春秋战国 - 我最喜欢的朝代
中国历史地理 冯承翰 指导老师 金泓平

在中文学校的《中
国历史文化课》上，
我学到了“春秋战国”
时期。虽然那时中国
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
家，也没有其他的朝代
强大，但是春秋战国最早
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和包容，创造了
很多思想家和哲学流派。

孔子就是一个例子。孔子是个伟大
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在那个年代，只有
贵族才能受教育。但是孔子提倡，无论
学生家庭的地位贵贱，他们都应该受到
平等的教育。他注重“因材施教”，对
不同的学生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他告
诉我们，学习态度要谦虚诚实，“知之
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学习和思考要结
合在一起，" 学而不思则罔 , 思而不学则
殆 "。孔子对整个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
有非常大的贡献，就算到现在，对我们
都还是很有影响。

另一个例子就是孙子。他是春秋末期
的军事家。那时社会动荡不安，到处都是
战争。他非常努力，写了一本伟大的军书
叫《孙子兵法》。孙子把军书献给了吴国
国王，吴王很喜欢这本书，觉得很有道理，
并任命他为大将。孙子把吴国变成了春秋
时期的一个强国。在《孙子兵法》里面有
两个特别的地方：首先，孙子提出了“知
彼知己，百战无殆”的想法，意思就是要
了解敌人，也要了解自己，无论打多少战
都不会受损；其次，他也提出“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的计策，就是在敌人没有防备
时进攻，还在敌人想不到的地方下手。《孙
子兵法》非常地受欢迎，已经被翻译成许
多不同的语言。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
史上少有的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年代，所以也是我最喜欢的朝代。

树
马立平六年级 邹致远 指导老师 洪旋

一天下午，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棵红木
树，我觉得很有趣。树是一个很有用的资
源，树在生长过程中使用空气、水和阳光，
产生树液，给树提供养分。在这过程中，
树会发出氧气，为人们提供更干净的空气。
红木树是世界上最高的树种，也是对我来
说最好的树。但是为什么红木树是那么高
呢？我想找到答案。

为什么树本身就能长高呢？树里面不
止有一种树液，而是有两种的，第二种是
提供树叶营养和水。但是树叶在树枝上，
至少比地高几米。树必须和重力挑战谁能
打败另一个挑战者。要是树想继续成长，
树必须用许多的方法打败重力。

第一种方法是用蒸腾作用，树叶呼
吸二氧化碳的时候，水也随着一起蒸发，
产生负面压力把液体往上拖。第二个方
法是毛细作用。毛细作用使用水的粘合
性能和很细的管子。因为水是粘能的，
水就会拉着强往上吸。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用树的根。树产生第二种液体的过
程中，会形成压力也把水冲上去。树使
用这三个方法，就可以长得越来越高。

但为什么红木树比其他的树长得更
高呢？这是因为红木树进化上千年，在
一个很好的气候中生长的。因为红木树
这么高，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树很有
趣，我和他们一样，对树感兴趣。

不管什么时候，我觉的人们应该感
谢树永远给人类干净的空气。

包容万物 提高品德
马立平八年级 杨乐菡  指导老师 窦泽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是 2500 多年前
孔子说的。

这段古文告诉我们，高尚的人要像
天一样，努力地去成为坚强的人。人需
要设立目标才能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
并且有毅力和决心去达到这个目标。与
此同时，也不能忘记不断地努力去提高
自我。高尚的人对别人要像大地一样包
罗万象，要包容别人的优点和缺点。像
地一样，人们必须保持品德，培育一切，
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这单元 , 我们学了很多关于孔子做
过的事还有他教的道理。孔子和小孩项
橐的故事是一个讲孔子生活中的一件事。
在这个故事里，孔子通过问项橐问题 ,
希望能从项橐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去努
力地增加学问，提高自己。在这个例子
里，孔子对项橐也特别包容。有的人可
能会觉得不能从项橐学到什么新的东西，
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小孩子。但是项橐实
际上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孔子看到了
他的这一点，所以才会跟他有了这样一
段很有意义谈话。

在生活中 , 我也会努力地去遵循这
段古文。我做什么事情都会尽量地尽我
最大全力去做到最好。就拿上学来说。
我上课，做作业、项目，或者其他事，
我都会设一个高的目标，然后坚持去完
成。我每次上课，甚至做作业，也都会
用这个机会去尽量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有了这些学
问也可以帮我提高我的品德，在社会上

我最喜欢的杜克农场
标准中文 6 年级 褚芸漪 指导老师 王晓秋

我的弟弟
长岛分校 黄婉莹   辅导老师 张晓静

我最喜欢的景点
伯克利分校 八年级 周可蕴  指导老师 冯丽滨

铲 雪
伯克利分校 八年级 张润峰  指导老师 冯丽滨

过 年
伯克利分校 四年级 梁启德  指导老师 冯丽滨

雪 趣
伯克利分校 四年级 胡晋衔  指导老师 冯丽滨

我的卧房
长岛分校 张瀚宇  辅导老师 张晓静

杜克农场（Duke Farms）位处新泽
西州中部，原先是美国企业家詹姆斯•
布坎南•杜克（James Buchanan Duke）
的庄园，即杜克家族的私人花园。现在
成了对民众开放的公园，它是离我家最
近，也是我最喜欢的公园。

杜克农场里面既有天然雕饰的自然
景观，又有人工打造的钟楼石桥。景点
之多，妙不可言。有许多池塘、瀑布、
山丘、雕塑和花房。可以步行或是骑自
行车的小路也很多。既有铺砌得平坦的
路径，也有美丽的草甸中的小道。走不
远就能觅得一处瀑布，每个瀑布都很独
特，风格奇异。每处景致都很特别，其
中一些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园有一
处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在一大片绿绿的
草地尽头有一些小瀑布，旁边一座红色
的小木桥，不远处还有一栋亚洲风格的
小屋。这是一处让人清净，可以遐想的
公园一角，那里是我最爱去的地方。

在过去的半年里，新冠病毒很大程
度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病毒，
我今年不能去远方旅游，也是因为病毒，
我却能经常和父母、朋友去杜克农场。
我很开心地探索到了许多新的路径和景
点。我们以前在杜克农场里玩的时候都
是走路的，看到的景点也有限。今年夏
天我们约了好朋友们一起在农场里骑自
行车。我们既锻炼了身体，还探索到公
园的许多新景点。比方说，在一处杜克
家族废弃的房屋地基后面有一片大草甸。
穿过了大草甸你会看见宽宽的自行车道，
自行车道的两旁是浓密的树林，沿着车
道似乎能带你去到很远的地方。秋季来
了，树叶或红或橙或黄。一眼望去，色
彩缤纷，景色宜人。在这样的地方骑车，
即使周围疫情还很严重，但也一点不妨
碍我享受这美景的快乐。

我希望新冠病毒早日成为过去。也
希望能在杜克农场探索到更多的美景。

制作 YouTube 视频
长岛分校 虞方羿   辅导老师 张晓静

前一阵子我和我的弟弟在 YouTube
上看别人制作的视频，然后自己也想开
通一个 Youtube 频道，上传自己制作的
视频。

往 YouTube 上载视频就要先申请一
个 Google 账号，然后再制作某一题材的
视频。我和弟弟决定选择我们都喜欢玩
的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作为题材。
第一个系列我让弟弟先录制，我们要在
游戏里建造一座玛雅金字塔。视频由好
几集组成，在第一集里先是搭建金字塔
的框架和楼梯，在第二集里建造金字塔
顶部的寺庙和金字塔的内部。我们已经
完成了这两集的录制，但是只完成了第
一集的后期制作，所以只上载了第一集。

弟 弟 使 用 OBS Studio 把 自 己 在
Minecraft 里搭建金字塔框架和楼梯的
过程录制下来，然后我们使用 OpenShot 
Video Editor 编辑视频。这是我们第一
次制作视频，所以我们先花了一些时间
学习使用这些软件。可是光有录制完的
视频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给视频添加
字幕和音乐。

首先我们在 Inkscape 软件里制作好
字幕，然后选择各个字幕在视频里的时
间点，有时候我们要回放视频好几次才
能确定各个字幕最合适的时间点，最后
把字幕放置在视频的顶部，这样就不会
遮挡住视频的主要内容。

选择音乐就需要更加慎重，因为不

但要选择适合视频内容的音乐，还需要
确保不会有版权问题。最后我们选择了
一段叫 Splashing Around 的音乐 , 是 the 
Green Orbs 写的，可以免费在 Youtube
视频中使用。给视频配上音乐以后，我
们就把制作完的视频转化为 YouTube 支
持的格式，然后开始上载。上载完以后
还给视频取了个名字，并配上简介，这
样才算真正完成了视频的制作和发布。

我们的视频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s://
youtube/9PBm7z0wcpE，欢迎大家观看。

我觉得整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我学会了如何使用软件录制和编辑视频，
也学会了如何分工合作完成一件事情，
我以后还会制作更多的视频！

我的弟弟叫安安。安安是一个既可
爱又调皮的小男孩。他今年十月份刚过
了五岁生日。

安安的个子长得不是很高。他圆圆
的脑袋上戴着一副蓝色的眼镜。大大的
眼睛里透着一股子聪明机灵劲儿。弟弟
很爱笑，但是笑点很低。一点点小小的
事情都能让他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有一
次我们看电影《玩具总动员四》，里面
有一个镜头，是三只小羊咬住了一个玩
偶的屁股。弟弟反反复复看了很多次，
每次都看得很入神，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的弟弟有很多很多玩具。其中其
中他最喜欢变形金刚了。他的变形金刚
玩具实在太多了，我都懒得数了。最经
他看中了玩具威震天。他向爸爸恳求了
好久，爸爸终于同意给他买威震天，但
是有一个条件———他必须通过做中文
作业集齐三十个金币。要知道，弟弟最
不喜欢写中文字了，没想到他居然答应
了，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整整一个月，
弟弟每天都坚持做中文作业，并且忍着
不看视频，应为那样要花掉他一个金币。
他就这样天天的赞着金币，弟弟终于在
他生日来临之际集满了三十个金币，高
高兴兴的捧着心爱的威震天回家了。我
真为他感到高兴。

我的弟弟就是这么可爱有趣！他的
梦想是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我希望他
能实现这个愿望。

我爱你，我可爱的弟弟！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搬到现在的
房子。搬到这里的原因很多：新家附近
有很多商店，公园，离学校也很近，十
分便利。爸妈觉得这个地区比较安全；
房子的结构也很好。

我喜欢我们的房子，我觉得里面的
装饰很漂亮。爸妈花了很长时间和精力
装修这房子，我很感激他们。他们把所
有的房间都油漆得很好，还画了很多图
案。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它很漂亮。

我很喜欢我的房间，它在二楼，我
觉得比较安全。我房间的墙壁全部都是
蓝绿色。

你进门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长衣柜。
它是用黑木做的，大概 34 英寸高，长
63 英寸。它有八个抽屉，我把我的衣服
放在抽屉里面。在衣柜上面有我的玩具。
衣柜后面墙上钉了几个小架子。我在架
子上摆了一些玩具和很多我得到的奖杯，
奖状，和奖牌。有一些是从中文学校得
到的。从衣柜往左拐，你会看见我的壁橱。
我在那里面挂衣服，放我的新鞋。再往
左拐会看一面镜子，一个板凳，和我的床。
我每天都照着镜子穿衣服。靠着床板是
张板凳，我在板凳上面放了些毛绒动物。
我的床是大号的，软软的，很舒服。它
大概 24 英寸高，长 84 英寸，它的两边
靠着墙。我喜欢在床上睡觉和休息。我
小时候，很喜欢把我的床当作蹦床来跳，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在床的左边是我的
书桌。书桌大概 27 英寸高，长 41 英寸。
它是用白木做的，有两个抽屉。我每天
都在那里做作业。在书桌的右边有一张
很舒服椅子。它大概 36.5 英寸高，长 36
英寸。我喜欢坐在那里玩魔方和在那里
读书。在椅子的右边是我的书架。它是
个正方形长和高都是 31 英寸。它有四个
部分，两个部分是放书，另外两个是用
的放一些玩具和杂志。书桌的上面有纸
巾，脑中，和台灯。我房间得中间还有
一个圆圆的吊灯，是黄色的，还有一些
白云图案在上面。

我很喜欢我的卧房，它是我学习和
睡觉的好地方。

中 国 是
我爸妈的故
乡，我一共
去过中国五
次，玩了很
多地方。我
去北京爬过
万里长城，
参观了故宫、
天坛、天安

门广场和颐和园。我去过上海看东方明
珠，坐磁悬浮列车。我也去南京游了秦
淮河，参观了总统府和中山陵。我去过
古城西安，看了兵马俑，爬上了华山。
我去洛阳看过龙门石窟，去少林寺爬过
嵩山。我也去贵阳看过亚洲最大的瀑
布——黄果树瀑布。我去南昌登上了黄
鹤楼，在景德镇现场观看制作精美瓷器，
去婺源的篁岭看过晒秋。虽然我去游玩
过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最喜欢的景点
是黄山。

黄山在中国的安徽省，它的松树和
云海是独特的美妙，最美的是天都峰、

冬天的地上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
白的被子。可是这条被子一点都不暖和，
冷冰冰的。手一摸，感觉软软的，凉凉的。
这白白、软软、厚厚的被子就是雪。 

前几天，美东各地无一例外地被盖
上了这条软绵绵的大被，在暖融融的房
间里，隔窗远眺，地上到处都是白雪茫茫，
一尘不染地有些刺眼。

雪停了，公用大路的雪，都被镇上的
铲雪车清理了。可家里的车道上的雪被子
还完好无缝地盖在那里。我和爸爸是家里
的壮劳力，责无旁贷地要出去自扫门前雪
了。于是我戴上手套和帽子，然后拿了个
雪铲出去劳动了。铲啊铲，干呀干，半个
多小时过去了，抬头一望，才铲了一半，
还有一半的雪静静地躺在那里。嗨！平时，
总觉得家里的车道很短，几步就跑到头，
可今天干了了半个多小时，才干了一半。
今天觉得家里的车道特别长。平时上电脑，
玩手机一小时很快过去了。此时，才领悟
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快乐时光总
是短暂的！！

过新年了，妈妈为年夜饭的拿手好菜
在厨房里忙碌着，姐姐在妈妈左右当助厨，
爸爸去餐馆取回几道订好的年菜。我打开
电视，找到春节联欢晚会频道。妈妈又忙
着挂了个倒“福”字，并在门两旁贴上了
大红春联，爸爸挂上了一个大红灯笼，房
间顿时亮起来，我闻到了年夜饭的阵阵香
味，顿时觉得年味十足啦。

全家坐下来一起吃年夜饭。桌上除
了鱼外，还有牛肉和鸡等可口饭菜……
妈妈说我们要年年有“余”。吃过年夜饭，
我撑得很。可还是吃了块巧克力点心。
妈妈爸爸给我们发红包，红包里有好多
钱，我要用这些钱买乐高玩具。然后我
打电话给远在中国的爷爷奶奶拜年，他
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一家，他们也给了
红包，但是我们拿不到。爷爷奶奶笑着
说等下次我们回国时就给我们。然后我
们就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直到半夜。

年初二，邻居请我们一起去放烟花。
烟花很响亮且漂亮。我自己壮胆放了一
个大烟花，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放烟花。 

爸爸告诉我今年是牛年，明年是
虎年。我是我们家的小老虎，明年我就
十二岁了。这个新年过得真快乐！

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上课，一
抬头，惊讶地发现窗外的世界变成了白
亮亮的一片。树都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小草也不见了。咦！连屋顶都消失了！
它们都去哪了呢？

噢！原来都躲在厚厚的白色被子下
面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出去把它们找出
来！心不在焉地边听着课，边想着出去
玩儿雪的计划…… 

终于下课了！我飞奔到银白色的世
界，仰起头情不自禁地张开嘴巴，让小
雪花落进我的嘴里，冰冰凉凉的。我吃
惊地喊道：“雪竟然是甜的！”我约上
三五好友来品尝雪花的味道，然后一起
打雪仗。我们放肆地大吼大叫。我居然
一连打中了他们五次，太棒了！嘿嘿！
打得他们屁滚尿流！玩累了，我们就坐
在草坪上的雪堆上搭建一个冰雪滑梯，
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搭好。我试着从冰滑
梯的最高处滑下去 ......“哇噻！太好玩
了！”我们轮流滑了很久，感觉比公园
里真正的滑梯还有趣。现在我们要堆雪
人了：葡萄当眼睛，红萝卜做鼻子，树
枝装扮成手，还给它戴上我的一顶帽子。
做好了一看，真像一个胖娃娃。我们开
心地和雪人合影留念。大雪给了我们亲
近、享受自然的机会！

妈妈乐呵呵地来一句：“瑞雪兆
丰年！”

里面，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我也碰到
了很多新困难。我对自己的要求提高了，
就是为了把最好的歌声传递给中国人民。
希望我们的歌声能给他们力量，帮助他
们战胜病毒。

我觉得孔子说的这句话很好。大家
都应该照孔子说的话来做。对自己高要
求，直到做得最好，但是要善良待人。

做一个更加好的人。
我觉得古文的第二部分是我更加需

要加强的地方。在学校里，冰球队里，
甚至在家跟弟弟一起，我都会试着去跟
不同特性的人交流、合作。如果想这样
做，并且成功，就要求你能够接受别人
的优点和缺点。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
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在我现在的生活里，
我正在尝试不同的方法，看哪些能够对
我自己更有效。这单元让我对这段古文
里包含的道理有了一个更深的印象。在
我的一生中，我都会努力地去按照这里
面说的话去做事，去生活。

莲花峰和光明顶。天都峰有1810米高。
我们一早就开始爬山，爬了三个半小时
才到达峰顶。那天很热，我们都很累，
出了很多汗。虽然我们很累，但是天都
峰山顶美轮美奂的风景让我一下子忘记
了登山的疲劳。因为站得高，才看得远，
到处都是姿态优雅的松树，和壮观的云
里山峰。我们住的酒店在那棵远近闻名
的“迎客松”那里。回到了酒店后，我
和哥哥、表姐都累坏了。晚上，从窗户
可以看到很多亮闪闪的星星。离我们很
近，仿佛伸手可得天上的小星星。第二
天是我的哥哥 12 岁的生日。我们还在睡
觉的时候，妈妈和小姨去看了日出。真
遗憾！还好我们没有错过西海大峡谷，
坐缆车从峡谷底部上山。缆车开得轰隆
轰隆响，又快又刺激。

黄山不单是景美，那里还有美食，
“锅盔”是出了名的好吃！朋友，你去
时，可一定要尝尝哦！我希望疫情过后，
再次去中国参观更多的景点，吃遍天下
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