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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编者的话: 在我们的学生园地部分您总会看到一些学生的手书。作为栏目的编辑，在此做一小小声明：这与经费状况
无关，也不是本编辑手懒。实是因为本编辑一直有爱看我们学生手书的嗜好。所以，每当接到学生家长或老师送来学
生在方格纸上写的作文时，总是欣然接受。每每在将学生的作文变成铅字时，总是被那认真的一笔一划所感动。他们
写的横也许并不是非常的平，竖也许不是那么的直，可是，仿佛总是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们对老师的爱，对家长的爱，
对兄弟姐妹的爱，对生活的爱和学中文的执着。正可谓有福同享。本期又包括了一些学生的手书与大家分享。

是家里第一个打开很大的礼物的。当圣诞节将
结束时，所有的礼物都被打开了，房间里全市
包装纸和礼物。当新年到来时，我们去了朋友
家一起看一步老鼠煮饭的电影。我们不得不暂
停电影，因为新年的庆祝会到来了。那天，我
们到家的时候已经一点了。

节日
--Alex Chen

三个星期以前，我们有两个节日：圣诞节
和新年。过节很有趣。我也不用去中文学校。
圣诞节前夕，在圣诞树下面有无数的礼物
在等着我们去打开。当圣诞节终于到来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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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第一夜
--马雪莉
2007 年 12 月 31 日，我妈妈带我和哥哥去波士
顿看波士顿第一夜活动。我们先到 CopleySquare 看
到了两组冰雕，都很好看。那儿有不少人。接着，
我们去了 Haynes 中心。在那儿有很多活动。因为我
们去晚了，所以，只看到了一场即兴表演。那场表
演很好笑，还有下面的观众小朋友被请上去表演呢。
我们从 Haynes 中
心出来后就看到了丰
富多彩的大游行。有
形的人穿的衣服有的
漂亮，有的奇怪。他
们举着各种各样的东
西，有的跳舞，有的
唱歌，有的发东西，
非常热闹。看完游行，
妈妈就带我们回家了.

雪--弯弯

给大舅的信：--铁山
大舅：
您好！
我回美国已经三个月了，现在您好吗？我
很想您。
我到美国后很快就开学了。星期六我学数
学，星期日上中文课。数学和中文都很难。可
是，我越学越想学，越学越爱学。我决心把它
学好。不多写了。
祝大舅
快乐
外甥：铁山
11/23/07

雪飘在树上，
树上开了小白花。
雪也飘到了房子上，
房子象故事里的房子。
雪也飘到我的身上，
我象一个开心的小雪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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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和吃蛋糕。我们
也玩了游戏和吹了气
球。人都走了，我就睡
觉了。

欢乐的歌声
--唐小虎

在圣诞节前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全家去了一个朋
友家的音乐会。每个小朋友弹了两首圣诞歌曲。哥哥
弹的第一首歌是“圣诞小鹿”， 第二首歌是“圣诞诗
歌”
。我弹得两首歌是“快乐圣诞节”和“冬天雪景”。
我们一边谈一边唱，十分热闹和高兴。朋友家的一只

爱迪生--金威
爱迪生发明了很多东西，象电灯，电话和很多
别的用电的东西。他一百六十年前出生，三十二岁
发明了电灯，三十五岁时让电灯在 New York 的一个
地方亮了起来。四十四岁时，他发明了电报机。六
十六岁时，他发明了一个用电的车。即使到了八十
多岁，他还是着用新的方法作橡胶。八十四岁时，
他去世了。每个美国人都关了灯来纪念他。
世界上有很多很聪明，很有名的人。但最聪明，
最有名的是爱迪生。

我的圣诞节--周子羽
圣诞节早上，我看我的圣诞袜子，我在圣诞袜
子里发现了一个游戏卡和一点糖。 吃完早饭，我帮
妈妈做春卷。然后，我帮爸爸剥虾。剥完虾，我们
有一个聚会。我们先玩电脑，再玩捉迷藏，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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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也高兴得跟我们一起跳起来。最后我和哥哥一起
用小提琴拉了一首“圣诞铃响”。这是我新学的曲子。
我们唱完歌后，大家有说有笑， 还吃了很多甜美的点
心。这真是一个好玩的假期音乐会。

下雪天--唐唐
今年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我家后院堆了好多
的白雪。我和弟弟喜欢去外面帮爸爸铲雪。我们把
雪扫完后就可以到后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滑雪。我
们用一个大雪板坐在里面从雪坡上快速的滑下来。
快到下面的时候，有一个小坡高起来一点，把
我们又送到半天空，然后掉了下来。这是我们最喜
欢玩的地方。等大家玩累了，我和弟弟堆了一个大
雪人。用红萝卜作他的鼻子，用小葡萄作他的眼睛
和嘴巴。回家后，我们都喝了一杯热可可。下雪天
真是好玩儿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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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命年--朱慧珊
现在是我的本命年-猪年。一过春节就变鼠年
了。我想：为什么猪年完了是鼠年？鼠年完了是什
么年呢？我用 Google 查到了一个英文的网站。发现
原来属相是这样来的：
玉皇帝的生日那一天，他把许多动物都叫来
说：“瞧这条河。十二个最先游到河对岸的动物我
就用他的名字当一个属相。”河水又深又急，很难
游过去。
猫和鼠是好朋友。他们怕水，就问了牛能不能
把他们背过去。牛说了“行。”他们快要游到岸时，
差一米多，鼠把猫推进水里，爬上牛头上，先跳上
岸，得了第一名。 牛得了第二名。
然后老虎来了，游得很累，得了第三名。
兔子第四来，玉皇帝问他：“你怎么来的
呢？”兔子说：“我看见水里有大石头，跳了半路，
瞧见了一大根木头，用它漂过来的。
过了一会儿，龙飞来了，得了第五名。玉皇帝
问他：“你又会飞又会游泳，你为什么才得了第五
名呢？”龙回答：“我来的路上看见好多渴的人，
停了给他们做点雨。然后我瞧见小兔子在一根木头
上坐着，把他吹到岸。
再过了一会儿，玉皇帝听见了马蹄声，看见马
跑来。马快要到了，一条蛇爬过来，吓了马一跳，
让蛇得了第六名。马得了第七名。
等了一会儿，一只木筏飘来了。上头有羊，公
鸡和猴。玉皇帝问他们：“你们怎么得到的这只木
筏？”他们讲：“公鸡找着了，羊和猴帮割草然后
把木筏推进水里 。”玉皇帝说：“好，好，羊第八，
猴第九，公鸡第十。
过了几分钟，狗来了，得了第十一名。玉皇帝
问他为什么没早点来。狗回答：“我看着水那么干
净，我先洗了个澡再来的。”
玉皇帝等了好长时间，才看见猪游过来。猪告
诉玉皇帝：“对不起我才来，我饿了就吃了点东西，
然后累了，就睡了觉，然后再游过来。”玉皇帝说：
“不要紧。你得了第十二名。”
玉皇帝说完了之后，猫才从水里爬上来，没有
得奖。他跟鼠生气了，再也不跟他当好朋友了，整
天追着鼠跑。
知道了这个故事后我想：我最喜欢的动物是
猫。要是猫没被鼠给推进水里，没准儿我就属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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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圣诞假期--张忆玮
我们去 Aruba 过圣诞
节了. 坐飞机坐了四个小
时 , 到 达 Aruba, 房 东
Katie 送我们去我们的公
寓. 我们住在二楼上, 能
看见大海.
在 Aruba, 我 们 去
snorkeling 了 . 我 们 去
Baby Beach 潜水看鱼了.
Baby Beach 的水很浅, 你只要把头扎到水里, 就
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彩色鱼. 爸爸,妈妈,妹妹和
我看见好多鱼. 有白鱼,黑鱼,蓝鱼,绿鱼.还有好
多颜色的鱼.
我们还跟别的几个家庭去了一个国家公园,
里面有小山和溶洞, 我们爬一段很陡的石梯, 然
后进入一个又一个洞窟, 有时黑得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摸着走, 但是过一会儿就能看见亮光, 原来
洞顶是露天的!
我们还去了蝴蝶农场, 在那里看见许多许多蝴
蝶. 导游告诉我们越是颜色鲜艳的蝴蝶越是可能有
毒, 但是人应该吃了不会死, 而是可能会闹肚子,
或者生病. 有的蝴蝶落在我身上, 据说只要你许一
个愿, 愿望就会在将来实现. 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的圣诞假期玩的很有趣.

圣诞节--钟霭文
二零零七年的圣诞节过得真开心! 我的妹妹和
我都拿到了好多礼物.
我妹妹,叫钟雪莉,收到了很多 Hello Kitty 玩
具. 看到她的表情就知道她特别高兴! 可是,我比
她开心多了. 我的礼物包很重.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吧. 是一个新游戏机,叫 Wii. 它的特点
是: 操作机器的人和游戏里的人是互动的. 另外,
我还收到了最新的游戏. 哎呀,我非常高兴! 在电
视上我还看到有人在早上六点钟就去排长队, 没想
到我爸爸妈妈很容易就为我买到了! 这是最好的礼
物, 让我爱不释手.
那天, 奶奶家还准备了丰富的晚餐, 我和小朋友
们又玩又吃, 很快乐. 圣诞节是世界上最好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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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突然，水喷了出来，越喷越高，
最高喷到一百八十尺，过了五分钟才停了下来。
黄石公园很好玩，我以后还想去。

我的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姐姐和我。
我的爸爸个子很高，戴着一副眼镜。他是一位
化学工程师。爸爸前几年在中国工作。那时，我们
夏天都去中国度假。我们在中国去了很多地方，象
北京，上海，苏州，哈尔滨，大连，新疆，厦门和
海南岛。这些地方都很好玩。我还想再去中国旅行。
爸爸还和我们一起去了一些其他国家。象新加坡，
泰国和马来西亚。我很爱吃他们的咖喱食物。
我的妈妈是一位化学博士。她也戴眼镜。她有
黑黑的头发。妈妈喜欢读书。如果姐姐和我在学校
取得好成绩，妈妈会很高兴。
我的姐姐比我大三岁。她个子很高，有长长的
头发。姐姐是七年级的学生。她书读得很好，还在
学校的篮球队打球。姐姐很爱画画。我最喜欢跟姐
姐一起玩。
我今年九岁，上四年级。我出生在加拿大。我
爱运动，最爱踢足球。冬天时，我喜欢滑雪。在学
校，我喜欢上数学课。我六岁开始练跆拳道，现在
是红带子。上个月我参加学校的跆拳道比赛，得了
小组第一名。我很高兴。
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姐姐，我爱我的家。

黄石公园 --张子翀
去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开车去黄石公园。黄石
公园很大，我们在那儿住了四天。我们看到了美丽
的风景，也看到了鹿和羚羊。
黄石公园里有一个叫黄石的大峡谷，黄石河和
从东到西流过去。从上往下看，就看到蓝绿色的河
水从黄色的石头中间流下去。中间还有两个瀑布，
一个叫高瀑布，还有一个叫低瀑布。瀑布冲起白色
的浪花，真是美呀！
黄石公园里有很多温泉。远远望去，看见山上，
地面都冒着热气，连湖中也冒着水泡。有的温泉下
面是五颜六色的石头。最有名的温泉叫老忠实。它
每隔一定的时间就会喷出一次水来。所以，我们坐
- - 35 - -

《剑桥园地》第 13 期

2008 年 2 月
事，喝酒！朋友来了，喝酒！朋友走了，喝
酒！、、、” 后来他们都装喝醉倒在桌子上，很
好笑的。
我还爬了玉龙雪山。可是我没有爬到山顶。
因为玉龙雪山的土太松，所以从来没有人登上玉
龙雪山的山顶。可是我们还是坐车爬到了海拔
4000 多米的地方。因为高原反应，所以我吸了很
多次氧气。还有我那时很累但我不能睡觉。他们
说这是上帝住的地方，睡觉就会去见上帝了。玉
龙雪山是很好玩的，可是我不要再去一次！
总而言之，云南还是很好玩。特别是那里
在夏天也很凉快。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去。

酒文化
周昊

云南一游
周昊

指导老师：汤禹模

今年我十一岁。我还不能喝酒。但是我去年
夏天跟爸爸妈妈去云南的时候我却喜欢上了酒。

指导老师：汤禹模

今年夏天我跟爸爸和妈妈去云南，和我们一
起去的还有陶凯阿姨和她的女儿。虽然我们在那
里玩得很好，可是是因为天气变化太大，贪吃牦
牛肉和高原反应，我也生病了。

首先我们在云南的时候看了一场很有趣的表
演叫“印象 丽江“。其中有一个喝酒舞，演员们
一边唱一边跳 ：“高兴，喝酒！不高兴，喝酒！
有事，喝酒！没事，喝酒！朋友来了，喝酒！朋
友走了，喝酒！、、、” 后来他们都装喝醉倒在
桌子上，很好笑的。看样子他们真得很喜欢喝
酒。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叫做“印象 丽江“的表
演。表演的舞台是 360 度的，观众就坐在中间。
参加表演的有 500 多个本地的纯朴的小伙子和姑
娘。舞台的正前方是一片很大的悬崖，悬崖上有
着“Z”字形的跑道，演员们可以一边表演一边慢
慢的爬上去。另外“Z”字形的头上还有一个个山
洞，表演的人从里面上场和退下。在最左边的悬
崖上有一个很大的屏幕用中文和英文放着表演的
歌词。那个屏幕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立体声装置，
表演的音乐就从那里传出来。

酒是找朋友的工具。在云南的时候我们时常
跟一些新朋友去吃饭。云南的习惯是新朋友见面
先喝三杯酒。见过一次面的朋友再喝三杯加深了
解。是朋友的要再喝三杯成为好朋友。这样在饭
桌上的朋友们相互敬酒，我也忙着给他们到酒。
最后他们都脸红红得醉了。每个人都很幸福的样
子。跟我们一起去的林叔叔是哈佛大学的大教
授，但是到最后他要我扶着他才能走路。

我很喜欢演员全部出来的场面，有很多很多
人。云南有 26 个民族居住在那里，每个民族都有
自己的民族服装，演员全体上场的时候他们穿着
不同的民族服装，五颜六色，很好看。有一段小
伙子们拿出来很大的鼓来，他们每个人都很用力
的打。两三百面大鼓一起发出震天响的鼓声。他
们打得很好。我也在学打鼓，我想学得跟他们打
得一样好。他们另外演了一个喝酒舞，每一个人
都像喝醉了一样。他们唱的喝酒歌也很有意思，
“高兴，喝酒！不高兴，喝酒！有事，喝酒！没

中国人真得很喜欢喝酒。我们住的 HOTEL 也
叫酒店。酒店就是卖酒的店。人们住在酒店里面
当然就每天要买酒喝了。
酒跟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不管是吃饭，住
宿，找朋友都要用到它。我想我长大了也要学会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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