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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
娄萌

我看 2008 奥运会
女子乒乓球单打决赛

教师：汤禹模

谷海湄

在中国四川省，有一座美丽的山— 峨眉山。

教师: 湯禹模

“峨眉山水甲天下”，就是人们对峨眉山的赞誉。

今年夏天, 我看了
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

峨眉山以秀丽而著称，茶香，水美，真是神奇

决赛.

而又神秘。俗话说，眼见为实。我们到达峨眉山的
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去爬山。

当我来到北京大学
体育馆的时候, 好多人

我登过美国的白山，也爬过乐山，却没见过峨

已经坐在那里盼望比赛

眉山这样的风景。峨眉山的风景真秀丽啊，绿色的

开始. 先是一场铜牌争夺赛, 是在中国选手郭跃和

树，清澈的水，走进峨眉山觉得象走进了一幅画卷

新加坡的李佳嶶之间举行. 当她们出现在赛场的时

里；峨眉山真神奇啊，一座座山峰升到白云里；峨

候, 人们都激动地欢呼起来. 比赛一开始, 我就被

眉山真美啊，山水入画，令人惊叹不已。

她们的球艺吸引了.她们的球打得又快又低又转.
我看过大海，却没有见过峨眉山这样的水。峨

双方一直争夺很激烈. 当比赛进行到第三局时, 郭

眉山的水真清啊，清的可以看见水底的石头，叶

跃曾一度领先四分, 但李佳嶶很快就赶上来, 打成

子，清澈见底，让你想喝一口清凉的泉水；峨眉山

平局. 此后比分交替上升. 观众们不停地为双方喊

的水流的真急啊，急得像跑步一样。

叫“加油”. 最后, 郭跃赢了这场比赛, 得到了铜
牌.观众们都为她欢呼. 接下来是冠亚军争夺赛,

峨眉山的猴子真可爱。它们有金色的毛，好奇

是在两个中国人张怡宁和王楠之间进行. 她们俩的

的表情。峨眉山的猴子爱吃人们给的花生和水果。

水平很接近, 都曾经获得过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

有时，它们会大大方方地坐在你面前，有时候它们

冠军. 竞争很激烈. 全场观众都很紧张地在观看比

会藏起来。峨眉山的小猴子们真好玩儿！

赛. 最终, 张怡宁以 4:1 打败王楠, 第二次当上了
这秀丽的山倒映在清澈的水里，这样的山环抱

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

这样的猴子，山里绿树彩花，我感觉得走进了童话
这场乒乓球赛真是太精彩了, 它让我激动了好

世界，真是山水甲天下。

多天. 我希望以后还能看到这样高水平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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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好
齐浛笑

iTalkBB 2008
教师: 汤禹模

寻根之旅
熊昊

教师：汤晓

12/25/08 第一天 星期四 飞机上：
今天是圣诞节。 我的圣诞礼物与往年不同，
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惊喜。我跟随 iTalkBB 举办的
“寻根之旅”飞往中国。
今天，我和 Jessica（李文颖）乘坐 United
Airlines 的飞机从波士顿飞往芝加哥，在那儿将
与其他几位同学汇合，然后转机，飞往中国首都 北京。这是我第三次回国，也是我第一次不和爸爸
妈妈一起回国。
虽然有点想家，但仍然很兴奋。我觉得很幸运
能有这样的机会开阔眼界，我期待着明天。
我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做实验。

第二天 星期五 抵达北京

做实验会帮我了解很多东西。我是怎样爱上做
实验的呢? 那得从我六年级的时候开始讲。一天老
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
会告诉我们发面苏打和醋放在一起会怎么样。我和
我的朋友一起做。我们把那两个东西混合在一起后,
有很多泡泡。过一下, 东西没有了。我告诉我的老
师我们的杯子里什么也没有了。他告诉我说: “这
是应该发生的”。我觉得很奇怪。后来, 我去图书
馆借了一本书, 回家读了以后我知道为什么东西不
见了。原来苏打和醋混合在一起变成二氧化碳了。
从那天以后, 我开始很爱做实验。

换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坐我旁边的两位似乎
都和我将会去的成都有着某种关系。一位是来自成
都的学生。他在那儿上了小学和中学，后来又去美
国留学。另外一位是成都一所中学的校长。他给我
讲了四川必去的旅游胜地和成都的大熊猫。说说笑
笑，不知不觉地在飞机上的 13 个小时很快就过去
了。
大概晚上 5 点的样子，我们抵达了北京的国际
机场，还坐上了机场内的地铁。这是我第一次乘
坐，里面很干净，速度也非常快，和美国地铁很相
似，不过更新一些。

当我有空的时候, 我就去做实验。要是我一开
始做, 我就停不下来。当我做实验的时候, 我什么
也听不到。有一次, 当我正在把一个蛋放在有醋的
袋子里，妈妈叫我去吃中午饭，我一点也没有听
到。我几天前，还买了一本书。书里面一共有二十
个实验，现在我已经做了其中的十五个。

导游接了我们后，我们就离开机场到旅馆休息
了。
12/27/08 第三天 星期六，天安门，故宫，胡同
游，玉场，杂技，烤鸭
今天可是玩儿了不少，看了不少，也吃了不

我爱做实验因为实验能帮我了解很多东西, 我
爱做实验因为很多有名的人通过做实验发现到很多
东西。爱迪生做了许多实验才发明了灯炮, 达尔文
做了许多实验才知道为什么动物在一个小岛比动物
在动物园还漂亮还神秘。我觉得，要是那么多著名
的人都做实验，我能不做吗？我爱做实验因为做实
验让我高兴, 我爱做实验因为做实验能让我变得更
聪明。

少。
早上吃完了早餐就乘车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广
场- 天安门广场，看了紫禁城（故宫）。导游叔叔
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他说故宫里一
共有 9999 个屋子。但当时为什么不凑一个整数
呢？这是因为当时老北京人认为只有上帝才能用一
万，所以皇帝为了表示自己对上帝的尊重，就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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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门前的两块石头。如果这两块石头是圆形的，
说明这里住的人是武官，如果这两块石头是正方形
的，说明这个房子的主人是文官。第二要看的东西
就是门上的“钉子”。这些“钉子”不是我们日常
用的钉子，而是门上部凸出来的横圆柱子。“钉
子”的多少代表房主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个房子上
的“钉子”越多说明地位越高，最多的“钉子”为
五个。普通的人家只有两个“钉子”，有四个“钉
子”以上的，说明这家是有权见皇帝的。最后，我
们回到了银锭桥，这是我们的终点，师傅告诉我们
这里一直是观看后海和西山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

让了一步，少盖了一间。说到这，我们都瞪大了眼
睛。故宫里有 9999 个屋子呐！我们都不相信。这
时，导游叔叔又告诉我们，古代的时候，只要建筑
里有被四个柱子围绕的地方，就算一间屋子。所以
故宫里到最后肯定是够这么多了。这还挺有趣的。
离开了故宫和天安门广场，我们在路边惊喜地
发现了有卖冰糖葫芦的小摊。早就听说过这是北京
的特产，我们迫不及待的一人来了一串，顾不上寒
冷，高兴得吃了起来。味道微甜带酸，特别好吃！
我要发
一个电
子邮件
告诉爸
爸妈
妈，馋
一馋他
们。

简短的胡同游使我们对北京的胡同文化有了一些初
步的认识。
最后，我们参观了一家玉场。在那儿，我们看
了刻玉的过程，它非常复杂。那些玉雕师傅真是了
不起！玉的硬度很高，是 9.5 度（最高为 10
度），所以它非常难刻，需要高超的技术师傅教了
我们怎样区分什么是真玉和什么是假玉，好玉的各
种成色，以及玉的主要产地。最后，我们看了一些
已经完成的玉雕，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棵棵
玉白菜。所有的白菜雕刻得活灵活现，颜色十分逼
真。听师傅说，玉白菜最受顾客的欢迎是因为“白
菜” 与“百财”谐音，刚开门的商店都喜欢把玉
白菜摆到窗前，希望能带来好财运。

接
下来，
我们乘
三轮车
来了个 鼓楼胡同游。街上的三轮车个个都被打扮
得漂漂亮亮，车身是墨黑的，轮廓镶着金色图案，
乘客坐的地方也很舒服，像一个小沙发，为了客人
的方便还准备了绣花的小毯子，车上还带有一个遮
风防雨的大罩子。刚坐上去时，还真有点不好意
思，我和 John （裘乐中）两个人加上整个车的重
量，多沉呀，肯定不好拉，可蹬三轮的师傅却满面
笑容的骑了起来。我觉得街上最有看头的就是那些
北京的老房子。这儿的房子大部份都是四合院，也
有个别是三合院的，和现在的房子样子是个很大的
对比。每一幢房子都具有中国传统特色。令我惊讶
的是，不需要走进去，站在门口，就能判断出这房
子主人的社会地位。这怎么可能呢？师傅告诉我们

今天的活动虽然安排得紧凑，但是特别有意
思，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饭时间了。我们品尝了正宗
的，世界闻名的全聚得北京烤鸭。它的味道非常独
特，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2/28/08 第四天 星期天，鸟巢，水立方，抵达
成都
2008 北京奥运让我对鸟巢和水立方一点都不
感到陌生。可今天当我和它们面对面时，还是感到
一种震撼。鸟巢和水立方比我想象的要大多了！北
京奥运让中国这只大鸟从鸟巢里飞出来了，飞向了
世界。精彩的奥运开幕闭幕式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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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画展示在我眼前。。。。。。

光。过去，可以说长城是中国的象征，现在，鸟巢
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象征了。水立方也很好看，听说
水立方外面鼓起的“水泡”都是使用塑料物品制作
的。晚上打开灯后，蓝色的水立方会更加的迷人。

武侯祠又是另外一个充满着中国文化的陵
园。武侯祠是纪念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提到诸葛
亮，我就会想起以前和爸爸一起看的《三国演
义》电视剧。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导演的“空城
计”，“草船借箭”等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
妙算。据说刘备也埋在这里。祠里还有一棵
2000 多年的老树陪伴着他们。
最后我们去了锦里民俗一条街。我们沿街慢
慢地逛着，欣赏着有着四川特色的小玩意儿和小
吃。大家都挑了一些小纪念品，我还在这尝了不
加辣椒的五香羊肉串，但还是很辣。
12/30/08 第六天 星期二：看熊猫，灾区学校 手拉手

午饭后我们离开北京飞往四川成都（哇，逃离
了北京寒冷的天气）。

听说这次有机会去看大熊猫，我早就盼着这
一天。这是我第一次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可爱调皮
的熊猫。它们摇摇摆摆的动作，傻乎乎的表情，
和亮晶晶的大眼睛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们看
呀，叫呀，拍照啊，谁都不舍得离开。我还特别
买了熊猫帽子作纪念。大熊猫惹人喜爱的样子到
现在还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熊猫是中国的国
宝，80%以上的熊猫都来自于成都。熊猫繁殖的
很慢，现在面临濒危，我们应该一起来保护它
们。

晚上，我们品尝了四川的特色小吃。麻和辣是
川菜的最大特点，那儿的担担面还真是辣得我够
呛。晚上我们去看了川剧变脸，倒茶，舞蹈等表
演。每个节目都展示了一个特殊的本领。最吸引我
的就是倒茶表演，从没见过的那种长嘴的茶壶，离
得那么远却还能那么准确。要是我也能带一只那样
的壶回美国该多好，我也想回家试一试呢！
12/29/08 第五天 星期一：都江堰，武侯祠，锦
里民俗一条街

看完熊猫我们乘车去了崇州市元通小学灾区
板房小学。校长等都出来迎接我们，并带我们参
观了学校。我们还坐在教室后面跟孩子们一起上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
久、唯一留存、以自然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
虽然经历了 2000 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四川大地
震，但它依然挺拔，至今仍在使用。它是中国古
代人民智慧的证明，也是中华文化的杰作。都江
堰的空气清爽，风景很美，朝远处望去，云雾中
的大山藏在森林和岷江后边，仿佛是一幅无边的

了一堂课。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遵守纪侓，
上课很认真，很有礼貌。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分给大家。我带了几本中英文书，学习用品，和
一件哈佛大学的绒衣给他们，希望是对他们理想
和学习的一种鼓励。另外还发了一些巧克力糖给
大家。最后，我们八个人一起为他们演唱了一首
周华健的“朋友”。这是我们头一天晚上在宾馆
里排练的。虽然没有音乐，但是有那些弟弟妹妹们
为我们打着节拍。我觉得这是我们唱得最好的一
次。分别的时刻到了，他们都围了上来让我们签字
留言，还恋恋不舍的问我们“你们明天还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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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都不容易。今天是我第一次学武术，也希望不
是最后一次。

吗？”。这时，我心里有点难过，同时也很后悔当

1/1/09 第八天 星期四：飞机上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也是“寻根之旅”的最
后一天。
八天的旅程就这样飞快地结束了。我们八个人
在芝加哥机场分手，机场告别是最难忘的。我们都
不愿意离开。这一段美好的记忆将永远留在我心
中。
感谢这次大赛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更
感谢 iTalkBB 提供赞助的这次旅行。谢谢他们的精
心安排，谢谢一路辛苦陪伴我们的带队老师 — 雷
丽。也很幸运交了这么多的新朋友！让我们再次唱
起那首“朋友”。

时没把整个箱子腾出来，装满更多的礼物。我真希
望看到他们高兴，灿烂的笑容。

“朋友一生一起走……”
12/31/08 第七天 星期三：毛笔字，武术课

快乐之旅

“毛笔字练得好的人一定都有耐心。”这是四
川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的。毛笔字是锻炼心的。虽
然我写的不是很专业，但是过程很快乐，而且我还
学了不少，特别是在笔画和走笔上。一堂课练下
来，写了不少字，应该能说我们都小有进步。老师
还为我们写得好的字打了勾。老师最后还给我提了
字 —“永远快乐”，签了名，并盖了印章，我非

周子翎

教师：汤晓

在麻洲, 哪里是去海滩, 观鲸鱼, 吃海鲜,
钓鱼和划船的好地方? 最好的地方就是距我们家开

车两个小时的 Cape Cod. Cape Cod 是伸入大西洋
的一个海岛. 它本来是连到陆地的. 在 1914 年,
美国开掘了 Cape Cod 运河时, Cape Cod 成为一个
岛屿, 面积 1033 平方公里. 其实在很早以前,航海
者就发现了这个半岛, 直到 1639 年欧洲殖民者才
来到这里. 现在的 Cape Cod 已经成为夏天的度假
胜地. 人们可以在这里游泳, 冲浪, 划船, 钓鱼和
观鲸鱼,等等. 今年, 我们全家--- 爸爸, 妈妈,

常高兴。
下了书法课，我们上了武术课。两位教师耐心
的教了我们一些最基本的姿势和动作。我在电影里
看过不少的中国武功， 他们的动作看上去都十分
轻松，但对我来说，这几个简单的姿势和动作要做
5

<剑桥园地〉第 14 期

2009 年 2 月

我们决定划回岸边. 到了岸边, 我们发现这里也有
许多小鱼在游, 于是就在岸上钓鱼. 我也开始钓鱼.
一开始, 鱼咬了鱼饵就跑掉了. 后来我改变了策略,
等到鱼咬钩了,才开始收鱼线.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钓上了四条鱼, 使我高兴极了. 爸爸钓着一
条最大的鱼. 这条鱼有两尺长和三斤重. 我们想,
这么大的鱼还吃蚯蚓真奇怪. 当妈妈把鱼钩从鱼的
嘴巴里拿出来时, 我们才发现鱼的肚子里有条小鱼.
原来是这样, 小鱼把蚯蚓吃了, 然后大鱼把小鱼吃
了, 爸爸就钓着一条特别大的鱼.

我和弟弟在 Cape Cod 游玩了一个星期, 每一天都
玩了个痛快.
我们星期六中午到达了在 Brewster 租的一幢
小房子里, 简单地吃了一点中饭后, 就去海滩玩.
一开始, 我和弟弟在水里游泳, 打水仗和玩滑板,
后来退潮时, 我们全家都下水了. 退潮时, 水特别
浅,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 水里游着一群群很小的鱼,
只有半寸长. 退潮时我们试着捞一些玩, 这些鱼游
得特别快, 一眨眼睛它就跑了, 所以用手去捞是捞
不到的. 我和弟弟就先做一个 “U” 形的沙堆,
让鱼游进去, 再把口封上, 变成个 “口”字 形.
鱼进去以后, 就逃不走了. 我再把它捞起来, 又放
回海里去. 我们一直玩到太阳快下山时. 我们还捡
了一些漂亮的石头,带回家做纪念.
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开车到 Cape Cod 的尖端,
Province 城, 上船观鲸. 船向大海开了一个多小
时, 我们才看到第一条鲸鱼. 这条鲸鱼全身是深蓝
色, 只有尾巴底下是白的. 虽然解说员说这种鲸鱼
比别的鲸鱼小, 可我觉得它已经够大的了! 几分钟
过去了, 我的确看到了两条比刚才那条大得多的鲸
鱼. 鲸鱼戏水的动作可真优美. 它慢慢地跳入空中,
又慢慢地回到水里,最后尾巴拍打水面的景象更是
引人注目. 有一次, 鲸鱼离我们船非常近, 它拍水

我们一家人都在 Cape Cod 度过了高高兴兴的
一个星期!

我爱我家
张欣怡

时, 把我的衣服都打湿了. 我们总共观看了十几条
鲸 鱼 , 一 共 有 三 类 鲸 鱼 --- Minky, Finback 和
Humpback 鲸鱼. 看真的鲸鱼比看照片里的要好一
千倍!
我们租的房子后面有一个小池塘. 从海滩回来
我们一家就在小池塘里划船. 我以前从来没有划过
船, 但是我学的很快. 划船很有意思! 我们还划船
到池塘中心钓鱼. 爸爸的力气比我大, 不一会儿就
把船划到池塘中心. 我们大家分工合作, 妈妈帮大
家把蚯蚓穿到鱼钩上, 因为我和弟弟都不敢穿. 我
们只带来了三根鱼杆, 所以我就在船尾掌舵, 控制
船的方向. 刚过几分钟, 爸爸就钓着了一条又长又
细的鱼. 接着, 妈妈和弟弟钓了三条宽宽的, 小小
的太阳鱼. 可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一条也没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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