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学习进步不少。她说话很风趣常常逗得
我哈哈大笑。我们有聊不完的话。

她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有一次，我
们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不小心摔倒，摔破
了皮，而且流血了。我觉得很痛，她一边安
慰一边带我去医务室包扎伤口，有她在旁边
我觉得好多了，我真得很感激她。

但是，今年，她搬家去了很远的地方，
我很伤心。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在
圣诞节的时候，我忽然收到了她寄给我的礼
物，我好开心啊，原来她一直记得我，没有
忘记我。我希望我们可
以有机会再见面，我的
最好的朋友——小丽，
希望那一天快点儿到
来。

在圣诞节的早上，我六点就偷偷地起床
了，我先上三楼给妈妈，爸爸，奶奶包我自
己做给他们的礼物。包完后，我就下楼把礼
物放在了圣诞树下。在我放礼物的时候，我
发现了树下有好多好多家人送给我的礼物，
我十分高兴！

接着我就开始拆礼物，我拆到爸爸给的
礼物，一打开，傻眼了？？？怎么是一盒胶
水呢？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最最想要的水
晶泥，我太开心了！

爸爸给我的水晶泥套装有很多种类，
有夜光的，金属的和闪片的。我最喜欢夜光
的！因为它在黑暗的地方会放出绿色的光，
可好看了。

节日里我会和妈妈一起玩儿水晶泥。
一次我不小心还粘到袜
子上了，我和妈妈决定
不告诉爸爸，哈哈哈！

我 喜 欢 我 的 水 晶
泥！我喜欢过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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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节日礼物
四册班 李琳娜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节日礼物
四册班 姜奕涵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好朋友
四册班 黄凯慈 指导老师 汤江勤

冬 雪
五年级 林雨晴 指导老师 王英

感恩节
五年级 吴建彬 指导老师 王英

快乐的感恩节
五年级 林允川 指导老师 王英

我的圣诞礼物
四册班 殷可瀚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节日礼物
四册班 陈诗文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圣诞礼物
四册班 江麟 指导老师 汤江勤

北部分校

顺境不惰  逆境不馁
-- 疫情挑战下的北部分校

北部分校校长关晓阳

时间来到 2022 年农历虎年，因为疫情
肆虐，北部分校已经连续两年实行网课教学，
从刚开始的略显慌乱，到现在的成竹在胸，
应付自如，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和挑战，简
单回顾一下北部疫情下的各类活动。

其一，鼓励教师们积极参加教学培训，
提高网课教学质量。这里要感谢总校提供的
教学平台，经常举办教学讲座，譬如本校的
中文课教师基本上都参加了总校上一年 11
月份举办的名师讲座，获益匪浅。北部同时
也不定期向教师推送各种教学讲座与材料，
取得一定成效。

其二，鼓励学生们积极参加总校举办
的各类活动与比赛，提高学习中文的兴趣。
譬如北部的学生们参加了总校举办的”华夏
杯”绘画比赛，张欣玥获同学得了二等奖；
还有朗诵比赛，李来恩同学获得了总校朗诵
演讲比赛的一等奖，其他参赛的同学们也都
获得了优秀奖等各类奖项。

其三，鼓励老师学生们积极参加本校

举办的活动，培养学生与家长对学校的认
同感 ,，增强学校的凝聚力。说到学校的主
要活动，离不开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国农历
新年春节联欢晚会，虽然是视频网播形式，
但是老师同学们都非常认真，提早排练节
目，纷纷换上中国传统服饰，体现了浓浓
新年气氛，不少老师视频制作精益求精，
力求尽善尽美，在视频的最后合成时，助
理校长殷亚锋发挥 IT 高手的特长，精心编
辑，让整个视频更加流畅自然，其效果得
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展望下半学年，我们还将迎来本校举
办的猜谜与知识竞赛，还有总校的辩论赛，
华夏总校25周年庆典，HSK考试，AP考试，
以及年度毕业典礼等等！借此一角，我要感
谢我们学校的管理团队，他们都是极具奉献
精神的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还要感谢
时刻关心支持北部的朋友们！俗话说得好 :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让我们一起努力，
早日战胜疫情，回归校园！

略谈中文教学心得
北部分校 王英

从事海外中
文教学多年，得
到了不少的教学
感悟，首先教学
要怎样吸引住学
生，也就是怎样让这些利用课余时间来学习
中文的孩子们能够坚持并喜欢学习中文呢？
我个人的体会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鼓励、表扬、树立他们的自信心

说实话，能自觉自愿来中文学校学习中
文的孩子并不多，大多数是家长要求他们来
的（我认为他们都是聪明的家长）。孩子们
来到学校并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学好中文，这
就需要老师及时在他们身上找到优点。例如：
同学们按时到校上课要表扬，以后上课基本
就没有迟到的了。鼓励学生们上课积极发言，
无论回答对错都要为他们积极发言的勇气加
以赞扬，只有这样其他学生才不会害怕答错
而不敢举手发言。有的学生很认真地完成作
业，字写得很漂亮，把完成好的学生的作业
在班上展示，会得到每一位同学的认同慢慢
我们班所有同学们的作业就越写越认真，字
也越写越漂亮，毫不夸张地说有一部分学生
的中文字写的比成年人还漂亮。要随时发现
他们的优点随时夸赞，这样他们的自信心就
会越来越强，学习的劲头也就越来越足。想
想看，哪位学生能不喜欢爱表扬他们的老师
呢？当然，即使他们出现错误，也要先表扬
优点再说出不足之处，这样他们会更容易接
受并改正，这个方法很有效果。
二、调低老师的姿态与学生共同进步

作为教师除了要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外还
要热爱教学工作，要对孩子们有极大的耐心
和爱心，要保护好他们的自尊心。在教学中
老师需要放低姿态和学生们平等交流，老师
尊重了学生，会得到学生们对老师的尊重。
我在课堂上常说：“你们的英文说的比我好，
在这方面你们是我的老师，我应该像你们学
习等等”。接着会讲到《论语 . 述而》中孔
子的名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故事，这就
拉近了我们的师生关系，学生们逐渐愿意和
我聊他们的一些生活趣事。这不仅增加了师

生 间 的 相 互 信
任，还锻炼了学
生们的中文口语
表达。我很喜欢
和孩子们相处，

教他们学中文是我的乐趣和荣幸。伴随教孩
子们学中文的同时，也能让我反复细读中国
文化，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一步的了
解，很开心与孩子们的共同成长。
三、寻找兴趣点

除了完成教学大纲任务之外我还会利用
中文学校组织的活动和演出学唱中文歌曲，
我带过的班级已经学习了不少中文歌曲如《蜗
牛与黄鹂鸟》、《乡间的小路》、《铃儿响
叮当》、《龙的传人》、《数鸭子》、《踏浪》、
《欢乐年》、《茉莉花》、《让我们荡起双
桨》和《听我说谢谢你》等不同风格的歌曲，
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唱而且唱得很好听。通过
学唱歌他们认识了更多的生词并明白了词义
和句意，对他们学习中文有很大的帮助，同
时也带动了他们学习中文的兴趣。
四、仿写儿歌，培养学生们的想象力

利用所学课文中的儿歌部分让学生们进
行仿写。

例如：课文《云》
原文：白云飞飞，白云像小鱼。
 白云飞飞，白云像小鸟。
学生仿写：白云飘飘，白云像飞马。
 白云飘飘，白云像棉花。
 白云飘飘，白云像飞燕。
 白云飘飘，白云像长龙。
仿写能够引导学生们的写作思路，发展

他们的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作力。教
师帮着学生们借助原文联想平日生活中的所
见所闻，引导学生们入情入景。他们的脑海
中就会有了丰富的想象，这不仅延伸了原来
儿歌的内容，而且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还
活跃了课堂的气氛。

总之，每位教师都会通过教学得出自
己的丰富经验和亲身感受，我们的目标都
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我们五千年的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在圣诞节的早上，我的弟弟把我吵醒了。
“姐姐！快起床！今天是圣诞节！”当我听
到我弟弟叫我的时候，我就赶紧跳下床，牙
都没刷，脸也没洗，就去楼下看我的礼物。
哇！我得到了四份礼物！可是我弟弟只有两
份。哈哈！我比弟弟多两份礼物。

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开始拆礼物。我
拆开第一份礼物，是一支可以写出十种颜色
的笔！有蓝色，粉色，黄色等等……我继续
打开第二份礼物，是一本紫色的笔记本。笔
记本的封面有一只小兔子然后还有液体在封
面上。液体里面有小星星和小花花。当我摇
动笔记本的时候，小星星和小花花就会跟着
我一起摇动。我可以用我的笔，在我的笔记
本上写很多有趣的故事呢！接着我拆开第三
和第四份礼物。是两个娃娃！我喜欢收集
各种各样的娃娃。（圣诞老爷爷怎么知道
的？！？！）大娃娃的名字叫 Alto。她有紫
色和绿色的头发。她的身体可以变颜色。她
还有一个可以放音
乐的盒子。小娃娃
的名字叫 Cheer。她
有棕色的头发。她
的身体也会变颜色。

感谢圣诞老爷
爷送我那么多礼物！
而且还都是我特别喜
欢的礼物！

今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很多礼物。每年
的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圣诞老人给了我一台任天堂游戏机，还
给了我一个健身环游戏。这个游戏里有一个
健身环和一个游戏卡。卡片只要放进任天堂
的主机里就可以玩儿了。当我的朋友来我的
家时我都会让他们玩我的游戏机。我自己也
很喜欢玩游戏机。

今年圣诞节妈妈和爸爸给了我和弟弟
一个魔术礼盒。我和弟弟学习了很多魔术技
巧。我的叔叔送给我们一副中国跳棋和一套

乐高。我们以前没有玩儿过，
所以我们觉得很好玩。这乐
高是建筑系列的纽约城。钢
琴老师给我们一个哈利波特
的海盗船 3D 拼图。

今年我得到了很多礼
物，我好开心！

我那天在早上 7:00 就起床了。“那
天”是圣诞节，所以我很高兴地早早起
了床。爸爸妈妈和我坐着客厅的地上。
爸爸拿着手机录着我打开礼物的美好时
刻。打开的第一件礼物是一个很长地盒
子，我打开发现，哇！是射箭的东西。
我从小就爱射箭，但圣诞老爷爷是怎么
知道我喜欢射箭的呢？这可是我最喜欢
的礼物。我也很喜欢我的 LEGO 礼物，我
搭了一个水里的火车站。那里面的小人
有 Park，Peter，Jack
和 Spencer。 我 也 很
喜欢 Lego 礼物。

圣诞节真是一个
让我感到特别美好的
节日，如果天天都是
圣诞节那该多好啊！

今年 12 月 25 日我的叔叔家有圣诞派
对，可惜我去不了，因为我病了。妈妈也
没去，她留在家里照顾我。虽然生病了，
可是我依旧早早地起来，来到圣诞树下打
开了我的礼物。

虽然没去派对，可是我的礼物一件都
不少。有爸爸给的科学套件，姐姐给的礼
物和我干妈给的一个大红包。我最最喜欢
的就是姐姐给的礼物。因为我用一个电池，
一根电线，一个小号的 LED 灯，一些纸，
一些铜链子和粘性的塑料泡沐，还有一个
硬币大小形状的底座。当我按照说明书的
步骤一步一步地完成时，我居然做出了一
个新年可以挂的红灯笼，多实用啊！我准
备在农历新年时把它挂在我家的门口，让
它照亮我家，给我家带来新年新气象。

我的好朋友叫小丽。她有长长的黑头
发，又大又明亮的眼睛，皮肤白得像雪。
她的笑容也很迷人。人人见到她都很开心。
她学习认真，成绩好。我们常常一起做作业，
画画，读书，做运动，还经常一起聊天和玩
游戏。她还教我学中文、数学和英文，所以

冬天已经来了，呼吸时感觉到空气都是
冰凉的。

一天早晨醒来看了一眼窗外，哇！白茫
茫一片，白雪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白得发亮
刺眼。我真想冲出去拥抱一下白雪覆盖着的
大地，但奶奶说外面很冷，怕我会感冒，所
以不让我出去。可我真想出去堆个雪人，再
和弟弟妹妹打打雪仗……

几个小时后，地面上的积雪越来越厚。
我又问奶奶能不能出去玩一会儿，可她还是
说不能。在我失望之时忽然想出了一个主
意，我让奶奶提一桶雪进厨房，我们可以在
屋里玩儿。奶奶欣然同意了，于是她拿起一
个红色的水桶走出家门在外面弄了些雪放进
厨房。我和妹妹非常开心地一起玩了起来。
我用雪捏了一个小雪人，妹妹捏了许多圆圆
的“汤圆“，弟弟看着我们的兴奋劲，也忍
不住加入我们之中，虽然他夸张地叫着：“太
冰了！”但他仍然开
心地不肯放手……

冬天，屋外的鹅
毛大雪令人着迷，天地
间一片苍茫。我一边看
着外面飘舞的雪花，一
边喝着热热的巧克力，
感觉我的家非常温暖！

时间像飞一样快，又到感恩节了！因为
疫请的原因这两年我们都在自己家里过感恩
节，今年我的表姐一家和二伯一家都要来我
们家一起过感恩节。

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开车去纽约唐人街买
了很多食材回来，今天的晚餐爸爸要为我们
准备我最喜欢的火锅。

表姐一家和二伯一家已经来了，已经
五年没见的表姐的女儿已经长得很高了！

大人们在叽叽喳喳地聊着天，我和哥哥
快快乐乐地玩着游戏……

不知不觉已经五点多了，我们要开始吃
火锅了。火锅里有香肠、豆腐、面条和不同
的疏菜五颜六色非常诱人！

感恩节美国人的家庭都会吃烤火鸡，但
多数华人的家里都离不开色香味美又好吃又
好看的中国餐。

感恩节到了，我要感恩父母对我的养育，
感恩老师对我的教
导，感恩所有帮助过
我的人……

让我们祈祷疫
情赶快过去，回归正
常的生活。

今年我过了一个快乐的感恩节，我很高
兴跟你们分享感恩节我都做了些什么。

早上起来，我兴趣来潮画了一幅冰美的
“雪人”，自我感觉画得还很不错呦！接着
又帮妹妹完成了她的家庭作业。即使一大早
都比较忙碌，可我满脑子里还是在想：“今
天妈妈会给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呢？”

因为是感恩节，所以我可以多玩些时间，
不过我在玩时还不忘问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吃
东西。妈妈却一句话都没说，唉！真无趣！
我还是去看书吧！可刚看了几分钟，妈妈说
要带我和妹妹去买感恩节的食物。

因为我们去晚了，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
了，所以我们要在那边等很长的时间……我
在店里觉得无聊就跑来跑去，看看这个瞧瞧
那个，妹妹不高兴了她嫌我跳来跳去太闹腾，
我想她一定是饿了。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
我们拿到了香喷喷的火鸡餐，回到家后我们
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嗯，味道好极了！

我特别感恩父母在我这么饿的时候给我
买这么美味的食物吃，感恩他们对我和妹妹
的关爱。

饭吃完了，已经过了中午了，我们就去
公园跑了一会，我跟爸爸妈妈妹妹一起玩了一
个叫“红灯停，绿灯行”的游戏，有趣又好玩儿。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傍晚了！我们应邀
去朋友家吃感恩节的晚餐啦！朋友们相聚，
吃着美食，聊着天，其乐融融！

大家觉得我的感恩节过得快乐吗？

我最喜欢的冬季
五年级 范积扬 指导老师 王英

圣诞老人
五年级 金智恩 指导老师 王英

感恩节日记
五年级 林伊娃 指导老师 王英

快乐的感恩节
五年级 祝威廉 指导老师 王英

冬天来了
五年级 祝威廉 指导老师 王英

冬日趣事
五年级 池文彬 指导老师 王英

老北京小吃——糖火烧
八年级 纪天一 指导老师 董秀珍

度 假
六册班 菲菲 指导老师 师文

去年夏天骑自行车的回忆
六册班 杨睿滢 指导老师 师文

我最喜欢的冬天终于来了，我既兴奋
又高兴，因为我的生日和圣诞节是在冬季
的同一天。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我会得到爷
爷奶奶送我的红包，会吃到爸妈给我买的
生日蛋糕，会收到家人和朋友们送给我的
礼物。你们知道我最喜欢哪一样礼物吗？
是星球大战的 LEGO。

因为我喜欢看书，所以我会用红包里
的钱去买我喜欢的书籍和学习用品。

我喜欢冬天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玩
雪。每年我们这里都会下很大的雪，有时
会有一尺多厚，每当这时我都会和姐姐跑
到后院去堆雪人、扔雪球玩得不亦乐乎！

冬天也是吃火锅的好时候，门外冷风
飕飕而我和家人围在火锅旁吃着热气腾腾
的美食，真是开心极了！

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冬天来了，人们换上
了厚厚的外衣，大地也在
雪后换上了银色的衣裳，
小朋友们都怀着激动的心
情等待着圣诞节的到来。

这时的圣诞老人正忙
着给小朋友们准备礼物呢！突然，制造礼物
的机器不动了，圣诞老人很着急。“唉！这
可怎么办？小朋友们得不到礼物会失望的，
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于是，圣诞老人决定
自己去找工作挣钱买礼物。他刮掉了白花花
的长胡子，换上了平常人穿的衣服，这下人
们就认不出他了。

工作虽然很忙，但为了看到小朋友们快
乐的笑脸，他非常努力地工作着，结果他的
体重掉了50多斤。听到圣诞老人的体重减轻
了驯鹿们都很高兴，因为今年的圣诞它们拉
的雪橇会轻一些了。

终于，圣诞老人挣够了钱回家了。可
他发现制造礼物的机器又好用了！他的妻子
说：”机器没有坏，我换上新的电池就好了！”
圣诞老人听了不高兴了，他觉得自己不应该
如此粗心，于是他开始不停地吃东西，没过
多久他胖了 90 多斤，这下，驯鹿们傻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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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感恩节！一大早我们神奇地抓住

了一只小松鼠，它机灵的眼神，灵巧的“小
手“和蓬松的大尾巴非常可爱。于是就像感
恩节中奖的火鸡一样我们把它送到公园放生
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护和爱护小
动物。

感恩节大餐通常会有烤火鸡的，可是家
人都对烤火鸡没兴趣，于是决定吃火锅。

爸爸带我们去韩国超市买了火锅底料，
还买了白菜、小南瓜、莲藕、地瓜、鱼和肉……
装了满满两个纸箱。

一回到家，妈妈就开始忙着准备晚餐，
奶奶也帮着洗菜，我帮着摆桌子，大家都有
条不紊地忙碌着，很快
就准备好了，我们还邀
请了大伯一家来一起吃
火锅，大家津津有味地
吃着，兴致勃勃地聊着，
开心极了！我祝福所有
人感恩节快乐！

今天是感恩节，我们搬到了宽敞漂亮的
新家。我很开心，从此我有自己的新房间、
床和桌椅了！今天是我第一次在新家睡觉，
我做了一个甜甜的美梦，开心极了！

早上，我和朋友们一起去爬山。外面
虽然很冷，也没有什么漂亮的风景，但能和
朋友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我还是非常地高
兴！下山后，我们又去朋友家看了一场有趣
的电影。

下午，我有一场冰球比赛。在队员们完
美的配合下，我们队以四比一赢得了冠军。
比赛后虽然感觉很累，但我还是很开心。

晚上，爸爸妈妈准备了丰盛的感恩节大
餐，有焦香的烤火鸡、糯糯的土豆泥，有鱼
有饭都非常好吃。我们全家过了一个快乐的
感恩节！

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我喜欢冬天的
雪景，喜欢在雪地堆雪人、打雪仗，喜欢在
冰冷的冬天喝着热巧克力……

一天早上起床后感觉很冷，我穿着厚厚
的羽绒衣去上学。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开始下
雪了，雪花像一个个小精灵在空中慢悠悠地
飞舞着……我们每个人都兴奋地尖叫着“下
雪了！下雪了！”我们都希望雪能下得更大
些，那样我们就能出去玩雪了。可不多一会
儿雪就停了。唉！我们都很失望。记得去年
下了好几场大雪。每次我都会和姐姐出去玩
雪，有一次我们照着动漫里皮卡丘的样子做
了一个雪人，它看上去既奇怪又有趣。

下雪后，爸爸还会带我们去公园滑雪，
当我从小山坡上滑下时感觉风在耳边呼呼地
响着，树从身边快速地飞过……真好玩！

我多么希望今年的雪像去年一样多。

冬天来了，天气冷了。今天早上起床后
发现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我不由自主地飞跑
下楼冲到门口，正要出门时妈妈一把抓住了我，
叫我先穿上厚衣服，因为外面很冷。

站在门外，环视周围大树、房子、汽车
和整个地面都变成了白色。哇！真是美极了！

我小心翼翼地走在路上，身后留下了一
串清晰的脚印。不知不觉来到了公园，还碰
到了我的一个朋友，我一看到他就立马弯腰
从地上抓起一把雪快速捏成了一个雪球向他
扔去，他急忙地躲闪着，并也向我发起了进
攻。这时又来了另外一个朋友加入了我们的”
雪球大战“。大家是你扔过来，我扔过去，
有时躲闪不及雪就进到脖子里凉飕飕的。但
我们还是一边扔着一边笑着叫着，直到我们
感觉手脚冰凉，太累了，雪仗才算结束。

回到家，吃过午饭，我和哥哥一起去给
我们的邻居铲雪，邻居们都很喜欢我们为他们
服务，他们也总是不忘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报酬。
我和哥哥都很开心，这样既能锻炼了身体又
能获得一些零花钱。

冬天才刚刚开始，在冬天里会有很多有
趣又好玩的活动，像滑雪、溜冰还能看到圣
诞节美丽的灯展……

我好期待今年冬天还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某天一早起来跟正在做早饭的妈妈说，
我梦见了妈妈带我去了地安门外的护国寺小
吃店，吃到了各种喜欢吃北京小吃，像什么
炸糕、驴打滚、面茶、豌豆黄，还有糖火烧。

可是拿起糖火烧，刚放到嘴边儿就醒了。妈
妈听到这儿，连忙说：“得嘞，马上安排！”
我不明白妈妈的意思，问：“您要给我订机
票吗？”妈妈哈哈笑道：“不是，我给你做。”“可
是您都没做过。”“咱们有参谋啊！”说完，
妈妈就联系远方的朋友打听要准备的食材。

周末一到，我赶紧拿出准备好的食材，
面粉、水、小苏打、芝麻酱、红糖、酱油和香油。
然后妈妈联系上她的朋友，通过视频一步一
步教我妈妈怎么做，而我呢，就在旁边给我
妈做助手。

做糖火烧的第一步是和面。把小苏打倒
进面粉里，再加冷水活成光滑的面团，放在
一边醒面十分钟。

第二步是调芝麻酱红糖，把红糖加到芝
麻酱里调匀，然后加点儿香油，不然太干，
调完后放到一边儿。

第三步拿出案板和擀面杖，先在案板上
和擀面杖都抹上油，取出活好的面团在案板
上揉几下，再上下擀开，然后再翻转甩到案
板上。我妈妈第一次做，差点儿把饼甩到地上，
还好有惊无险。

第四步是把刚才调好的芝麻酱红糖抹在
上面，抹完后，顺着小头抻一下，一边抻一
边卷，卷好后，放在一边再醒醒。

第五步是等面卷醒得差不多后，用擀面
杖从上向下擀开，左右抻一下，然后叠成三层，
再擀一下后，切成差不多大小的块儿，然后
包成圆球，全包好后，上面刷上一层薄薄的
酱油，再一个一个摆在烤盘中。

最后一步就是把烤盘放在烤箱中层，上
下火 350 华氏度，25 分钟后出炉了。

拿给视频另一端的妈妈朋友看，妈妈的
朋友说，颜色看起来很棒，还竖起了大拇指。
向妈妈的朋友道过谢，妈妈的朋友就下线了。
凉了一会儿，妈妈和我
就尝了起来，糖火烧外
面的皮脆脆，香甜好吃。
正是我喜欢吃的老北京
小吃——糖火烧。

由于疫情还没有过去，今年我们度假和
去年一样还是和家人一起自驾游。我们的目
的地是弗吉尼亚州。妈妈还叫上了她的一位
朋友和我们一起去。

我们到的第一站是马场。我选了一匹棕
白色的马，它很听我的话。我让它走它就走，
我让它停它就停，最后它还带着我小跑起来。
我非常喜欢这匹马，最后我跟它合影留念。
我们到的第二站是弗吉尼亚州著名的地下岩
洞，进入到洞里，抬头看上去有的像一头狮子，
有的像一只老虎，还有的像一条蛇。再往四
周望去有森林，有湖泊，还有沙漠。里面真
的太漂亮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爬了一座美丽的
山。我们爬到了靠近有水的地方，在那里我
哥哥抓到了一只青蛙！它静静地坐在我哥哥
的手上休息，直到我哥哥把它慢慢地放回山

涧的小河里。这只青蛙太乖了！我妈妈说：
“如果我和我哥哥能像这只青蛙一样听话就
好了！”之后我们去参观了第三任总统托马
斯•杰斐逊的故居。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书，
可书在当时很贵，要花很多钱才能买到。托
马斯•杰斐逊把他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买
书以便学习书上的知识。他真是一位伟大的
总统！

第三天我们去参观了詹姆斯敦。它是弗
吉尼亚州东部的一个历史遗迹。历史悠久的
詹姆斯敦是北美第一个永久性英国定居点遗
址的所在地。一路玩下来我真是大开眼界，
还了解到一些美国
的历史文化。

度假回来中
文学校就开学了，
我希望这学期跟师
老师学到更多的中
国历史故事。

今年冬天很冷，下了好几场大雪，我们
很少出去，这让我开始怀念去年夏天骑自行
车的乐趣。

我家住在一个山坡上，位于高速公路旁
边。疫情期间我天天呆着在家，我爸爸妈妈
建议我去骑自行车锻炼身体。去年夏天，道
路由于施工被封锁。因为工程在晚上进行，
所以每天白天我能在马路上骑自行车。平常，
公路上有很多车，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感觉很神奇。由于这条路在一座非常陡峭的
小山上，上坡很难。虽然上坡非常艰难，但
下坡很好玩，风在吹着，轮子飞奔，就像我
在骑过山车一样，有一种放飞心情的舒畅感。
原本我骑自行车骑得没那么好，可是我现在
能骑得飞快。马路旁边的小森林有许多小动
物，我骑自行车时会去数我看到的白兔，啁
啾的小鸟，和可爱的松鼠。我每天都能看到
太阳落山，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还可以看到
可爱的小狗狗。下坡的时侯，凉爽的风吹拂
着我的脸颊，我周围的一切变得像梦境一般
美妙。

那个夏天，我爱上了骑自行车。尽管疫
情期间宅家抗疫的日子非常艰难和枯燥，但
每天出去骑自行车让我感到身心愉悦非常有
趣。现在，道路已经重新开放了，疫情也有
了很大的好转，但我仍然记得去年夏天我骑
自行车的美好回忆。我妈妈告诉我：中国有
句成语叫“苦中作乐”，我们在生活中会碰
到各种艰难困苦的境况，但只要我们怀着乐
观的心态去面对，就会发现和体验到生活中
的很多乐趣。我们计划周末出去滑雪，感受
冬天雪景的美丽和的滑雪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