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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市中文学校逸飞班上的学生们
                    郊 游

                                     张立言  

这个星期六我们去摘苹果。这一个活动
很有趣。那一早上妈妈爸爸开车带我们去
Anderson果园。在那我们和我们朋友飞飞一
家会合。然后一个和蔼的老先生告诉我们什
么苹果可以摘,哪种最好吃, 还给了我们装苹
果的袋子。我们谢了他。然后走进了苹果
园。这里的苹果红红的。有的很大,有的很
小。我尝了一个苹果。真好吃!可是妈妈觉
得还不够甜。所以我们去摘黄香蕉苹果。 
我们觉得黄香蕉苹果更好吃。

这个周未我们一家去芝加哥办理我们回
中国的证件。

芝加哥是一个大城市。这里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真是热闹。我们的住处是一个公寓
式旅馆。有三个房间。我们把我们的行李放
在房间里，然后就去步行。我们来到了一片
树林。那儿树上的叶子五颜六色，有的是红
色，有的是黄色，还有的是绿色。我们在那
儿走了一会儿，阳光透过彩色的叶子，五光
十色，鸟语花香，很美丽。这一次旅游我很
开眼界。

               我爱我的家
                                         马子蒙

我 家 里 有 四 口 人 ： 妈 妈 , 爸 爸 , 姐 姐 和
我。

我妈妈是一个很温柔，慈爱，和很努力
生活的一个人。妈妈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淮
阳县。 她很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吃, 好玩儿
的, 她也没有什么漂亮衣服。 只有每到过新
年时，外公外婆才给妈妈买身新衣服！但
她说她那时还是很快乐。因为她小时候努力
上学, 现在努力工作, 她现在就有一个很幸
福的家。1997她带着姐姐在郑州大学学了
英国文学，还边上学，边在一个私立大学教
书。然后在1999年的时候她来到了美国的
明尼苏达的圣托马斯大学边工作，边读计算
机研究生。我一岁多的时候爸爸去了加州去
工作。妈妈边工作，边带着姐姐和我生活。
这时候她真地很辛苦。她现和爸爸一起都在
Cummins工作。妈妈说她结婚前不会做饭。 
自从我和我姐姐出生她才学会给我们做很好
吃的饭。她想让我们幸福，尽量不让我们受
太多的苦。她总说的一句话是：“你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选择决定的！高兴不高兴都得
做，与其不高兴地做，不如高兴着做！”。
妈妈一辈子都是很积极地生活！我也应该像

妈妈一样积极地生活。
我爸爸是一个努力工作，很爱生活的

人。爸爸出生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 我爸
爸小时候没有很多奢侈的东西。他放学后
要放羊。 爸爸从小就很喜欢学习。 我妈妈
曾经跟我说过他在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叫他大
书呆子。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
学习。有时老师不得不让他放下书。他能不
吃，不喝地学习几个小时。他在北京读研
究生, 然后在西安读博士。他非常努力地工
作。他现在在Cummins 工作， 是F-Engine
的全球总工程师。他每天很早就去上班。
我爸爸会跟中国的工程师们一起讨论有关
F-Engine的问题。下了班儿一有时间，他
会种地，养花儿。信不信由你：我们家里有
不止一百盆花！我们后院有很多果树：苹果
树，梨树，葡萄藤，樱桃树，桃树，还有很
多别的。他还在我们的后院种了各种各样的
蔬菜: 白菜，葱，豆角，黄瓜，还有很多。
我爸这一辈子都会很爱生活。我要像他一样
做一个努力学习，辛勤工作，热爱生活的
人。

我姐姐很漂亮。姐姐出生于中国河。听
妈妈，爸爸说姐姐小时候学习很好，还当了
班长。她七岁那年，跟着妈妈来到美国明尼
苏达找爸爸。刚到美国时，她一句英文都不
会说，所以上了二年级的ESL。到六年级时
她就进了学生会。四年后我出生了，她比我
大十一岁。姐姐很爱我。家里有很多她抱着
我的照片。但她不喜欢带我上街，因为人们
会以为她是我妈妈。我的姐姐没有我这么幸
运，因为刚到美国时爸爸妈妈收入不高。但
她还是拉了七年的小提琴。我们现在还珍
藏着她的一盘CD呢！拉的真好听！2006 年
我们一家搬家到了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哥伦
布市。这时候我姐姐在哥伦布北高中上高
中。2012年她从印第安纳大学凯里商学院毕
业。大学毕业后她去了芝加哥美国银行去上
班。她一年半就已经升职了两回。姐姐真能
干！姐姐加油！

我爱妈妈，我爱爸爸，我也爱我姐姐！
我永远爱我的家！

            我 的 寒 假
                                               宋雨轩

这个寒假，我去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叫…印第阿波里斯！我们参观了Oldfields和
印第阿波里斯艺术博物馆。

Oldfields包括26英亩的土地和一个宏伟
的建筑。这个建筑被称为Lilly House。以
前，这个地方是一位名叫J. K. Lilly的家。
他当过Eli Lilly公司的总经理，所以他很有
钱，买下了Oldfields。我发现Lilly House里
面到处都是油画和漂亮的家具，但是最引起
我的注意的是墙上复杂的图案。有一间屋里
面，墙上画了许多在唱歌的小鸟。另一间
房间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壁画。这个壁画画得
像一幅窗户一样。从这幅窗户，我们可以看
到“外面”的风景很美丽，到处都是树和绿
草，在远处我还看到了几个人在散步。看完
Lilly House 后，我跟爸爸妈妈和弟弟一起去
了Oldfields的花园。因为是冬天，花园里一
朵花也没有，但是温室里面的植物都还在开
花。温室里到处都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而
且还有很多灌木和仙人掌。这里真Oldfields
是一个很美妙的地方。

我们参观完了Oldfields后就走到了印第
阿波里斯艺术博物馆。里面巨大无比，有很
多不同的展览。我们先看了美国艺术。我最
喜欢的艺术品是一座精细的雕像。这座雕像
是一个骑在马上的牛仔。他骑的马像真的一
样，然后而且我都可以看到那牛仔脸上每一
个皱纹。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当代艺术展览。
有一些艺术品很有趣，但是另有一些…我都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比如，有一件艺术品
就是几根拉紧了的弦（我都不知道这样东西
为什么在一个艺术博物馆里）。印第阿波里
斯艺术博物馆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没看
完每个展览。我们下次还要回去！

我以前去过很多次印第阿波里斯，但是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Oldfields和印第阿波里斯
艺术博物馆这两个地方。这个寒假期，我发
现我觉得我熟悉的地方有可能还隐藏了许多
惊喜！

我是圣诞老爷爷的小帮手
                                                 肖燕飞   

     过 节了！过节了！圣诞节终于来了！
   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圣诞老爷爷和他

的驯鹿都会给听话的小孩子带礼物。世界上
面有那么多小孩，圣诞老爷爷是不是需要一
点儿帮助呀？今年，我就是圣诞老爷爷的小
帮手。
    我有一个小弟弟，他叫阳阳。嘴巴一笑

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调皮的小孩。他会不会
收到圣诞老爷爷的礼物？我还不知道。阳阳
相信圣诞老爷爷会给他送一个礼物，但他还
不知道圣诞老爷爷告诉我来帮个忙，帮他给
阳阳送礼物。        
 圣诞节前三天妈妈已经给阳阳买了一个

乐高积木，算做是爸爸和妈妈给阳阳的圣
诞礼物。23日下午，妈妈特意只带着我去
Walgreen s买“圣诞老爷爷”的礼物。在 
Walg reen ,我看见了一个阳阳最想要的玩
具，叫 Hover ball 。妈妈挑了一个自动牙
刷。上周，牙医说阳阳有六个蛀牙。圣诞
老爷爷一定会让阳阳多刷牙哦。我们还在 
Walgreens 给阳阳买了一个泡泡澡沐浴液。
    圣诞前夜，我偷偷地把每个礼物都分别

装着一个盒子里。我再用漂漂亮亮的包装纸
把礼物仔仔细细地包起来放在圣诞树下。再
把一个棒棒糖和几个巧克力放在圣诞袜子里
面。等着明天早上阳阳找到礼物。最后，把
圣诞老爷爷的“信”放在阳阳的礼物上。当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都快累坏了，但是我
知道阳阳明天早上一定会很高兴的。
    看！我是不是真的当了圣诞老爷爷的小

帮手？

 哥仑布市的Commons
                                                   张立文 

    在Columbus，Indiana有一个地方叫The 
Commons。The Commons坐落在哥仑布市
中心。那里白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是哥
仑布市最繁华的地方。从Taku Steak House
向东走一点 就到了The Commons。
   The Commons很好玩。在一楼里面有很

多给小孩玩的东西。一走进The Commons向
左拐就可以看到一个室内游乐园。游乐园很
大，大概有五千平方英尺 。游乐园里面有一
个建筑叫The Lucky Climber。它 是Thomas 
Luckey设计的。那个建筑是给小孩子们爬上
爬下的。 它有35英尺高。它很结实，有5 个
铁柱子支撑着。爬到顶上时很安全，不用担
心建筑垮断。除了The Lucky Climber之外还
有另外更好玩的东西。楼上有一个大厅，大
厅里面还有一个舞台。经常周末的时候这里
有很多表演。我在那个台子上表演过。也在
里面听过演奏会。
    我只去了The Commons几次。可是每次

我玩得很高兴。The Commons  很值得去。

我的爸爸，王任
童 , 出 生 在 河 北 省 元
氏县。爸爸很喜欢打
球 ， 天 气 暖 和 的 时
候，在外面打高尔夫
球，天气冷的时候在
室内打羽毛球。他来
到哥伦布市的时候就
开始打高尔夫球了。

我的妈妈，周凤敏，出生在元氏县。妈
妈很喜欢看电视和电脑。《最强大脑》是她
最爱看的节目之一。她也喜欢给我们做饭，
我们都觉得她做的饭很好吃。

我的弟弟，王稼宁，2006年7月出生在
哥伦布市。稼宁非常喜欢玩魔方。我先学会
了解3x3魔方，然后他就开始玩魔方了。现
在他能解2x2,3x3和金字塔魔方。

              我 的 家
                                               龚燊怡

我的家有爸爸,妈妈,还有弟弟。我爱我
的家。

我爸爸出生于1972年广州。他的名字叫
龚谨谦。我爸爸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一个人。
他爸爸教了他怎么打羽毛球还有骑单车。
我爸爸从小的梦想是做一名工程师。有一
次他家附近都给水淹了，我爸爸自己设计

用木板做了一艘船。他还给船装上马达让船
可以自由行走。那一年他才10岁。长大后
我爸爸从来都没忘记自己的梦想，他在大
学里认真学习最后就成了一名工程师。我

爸爸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后来也
是这样做的。

我妈妈出生于1975年在广州的乡下。她
爸爸妈妈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甘慧华。我妈
妈跟我一样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我妈
妈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里的生活很艰苦。
我妈妈每天都要跟我外婆下地干活，她像我
这么大的时候已经会干很多农活了。她是我
外婆的得力帮手。我妈妈跟我外婆学会了做
饭,她的饭菜做得可香了。我妈妈经常说,努
力生活就会有改变。她12岁那年我外公的工
作调到了广州市。我妈妈开心极了。一年后
她们一家人搬到了广州市。我妈妈长大以后
在大学学了金融专业后就进入银行上班了。
我妈妈的愿望实现了。现在她的生活过得真
开心。

我弟弟是一个可爱的人。我弟弟出生于
2008年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哥伦布市。他
的名字叫安宇。我很喜欢我的弟弟，虽然他
有时候很调皮。安宇从我爸爸妈妈那里学会
了打羽毛球。他可喜欢这个运动了。我弟弟
快到7岁了还没有长大，可是他长大后想要
做一名飞机师。我弟弟从小爱玩。他从四岁
开始收藏玩具车和飞机，到现在他已经有差
不多一百个小玩具车了。现在我弟弟也为他
的梦想而努力。

我的家真是一个快乐的家。

               奥 兰 多     
                                              陈子丹

今年寒假，我们全家四人去了佛罗里达
州的奥兰多旅游。因为总共要开十四个小时
的车才能到奥兰多，所以星期五我放学以
后，我们就马上开车出发了。

我们到达奥兰多以后，住在一个高尔夫
球度假村。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去了冒险岛和
环球影城（Islands of Adventure和Universal 
Studios）这两个主题公园。那里我坐过一个
叫“龙”的过山车。它的滑道有很多圈，
速度也很快，十分惊险。坐完以后，我差一
点吐了，因为实在太剧烈了。可是，我最喜
欢的游戏区是哈利波特之地（Harry Potter 
Land）。那里我最喜欢的过山车是禁忌之旅
（The Forbidden Journey）。禁忌之旅带你
飞进霍格沃茨（Hogwarts），就是哈利的魔
法学校。你会跟着他和他的朋友，飞进阴暗
的地牢，飘过宽阔的大河，来到宽敞的大饭
厅。

我们还去了一个迪斯尼的主题公园，
叫明日世界（Epcot）。明日世界有两个部
分，未来世界和世界展示。未来世界有很多
游戏项目，像地球飞船，测试轨道，和生活
与土地。我最喜欢的是测试轨道。

最后两天我们去了海洋世界。那里有很
多动物表演，像海豚表演和马戏表演。海洋
世界最好玩儿的是鲸鱼表演。鲸鱼表演了很
多节目。它们会在训练员的指挥下做各种各
样的动作，像用尾巴把池子里的水溅到观众
席上，转圈，突然从水下钻出来，和用他们
的鳍向我们招手。他们太好玩儿了！

这次假期去奥兰多很好玩儿，也很幸
福。我希望每一次度假都像这次那么好玩
儿。 

          我爱我的家
                                 王稼轩

黄少华博士

Dr. Edgar Huang
317-804-4060 
SATEnglish@gmail.com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每年秋天，黄博士在帮助高中毕业生报大学时发现他们除了好
的GPA和SAT高分外，少有其他成就。所以他从高中九年级起给
有志向的学生提供手把手的具体的指导，让他们为申请美国名
校做准备。孩子们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让黄博士有众多成功
案例的丰富经验来成就你孩子的梦想。

•	 另外，现在是十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今年十月份要考新PSAT，一
定要现在马上做准备。黄博士的新版SAT的班已开始。欢迎八年级
以上学生加入。11年级学生可参加现有SAT班。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 SAT/PSAT英语提高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