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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市中文学校逸飞班上的作文展(一)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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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博士在过去的7年里，一对一，帮助过众多高中毕业生

进入他／她们的梦校（如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

理工、耶鲁、哥伦比亚、加大）。学生们从他那里得到手

把手的申请作文的帮助。从构思立意到例子应用，文章结

构，和遣词造句，黄博士都会精心指导。

•	 另外，服务还包括简历和CommonApp方面的指导，使得学生

能够从counselor及老师那里得到非常好的推荐，并使整个

申请一体化。黄博士还会推荐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补上一

些必要的活动，以提高申请质量。

•	 你家孩子如需要大学申请方面的帮助，请联系黄博士。

大学申请
服务已开始

SAT/PSA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记难忘的三件事
 
    今年暑假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年暑假。

因为我和琪琪的好朋友陈子珞从台湾来看我
们了。在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陈子珞
都和我们在一个班。后来她们家搬到台湾去
了。这次她来看我们我和妹妹都很开心。
 

陈子珞要来美国的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晚上终于可以见到她了。那一天我等了又
等，想太阳还怎么不下山？我盼着盼着终于
把太阳盼没了。天黑了，月亮也出来了，知
鸟在树上吱吱地叫着，仿佛和我一样着急。
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开车到印第机场接陈子
珞。一路上我在车上唱唱闹闹的，不耐烦地
没几分钟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到呀？”但也
许是太着急了，我把自己的能量都耗尽了，
居然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一到机场我妈妈
和琪琪先接到陈子珞。她们上了车，我一看
到我们的老朋友。心里简直乐开花了。在回
家的路上我们不停地聊天。我们很快就找回
以前那么熟悉亲密的感觉了.
     

到家后我们聊天聊得都停不下来，最后
还是妈妈爸爸命令我们必须上床睡觉。我觉
得那一天我们晚上做梦都在笑。我是那么兴
奋高兴，那个夜晚将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这次暑假里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陈子珞一
起玩了很多好玩的东西。爸爸妈妈都开玩笑
说：“今年你们应该算玩够了吧。”其中我
觉得今年的独立日过得很特别。
  那一天我们一早就起来了。太阳刚刚爬

出地平线。我匆匆忙忙把早饭吃了。今天我
比大家都吃得快。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妈
妈,妹妹，陈子珞和我今天要一起到布朗公
园,我很兴奋。到了公园爸爸带我们钻到树
林里面采蘑菇。五颜六色的蘑菇看着很可
爱。我心里喜欢极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些
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所以我们只是玩了一
会就扔掉了。 

晚上回到家，妈妈准备了好多烟火给我
们放。我们在后院玩了一会儿，又挪到前
院，我们朋友布兰顿来了，后来我们的印度
邻居也加入我们。我们还到隔壁的邻居家看
他们放的巨型焰火。我们一起又叫又笑，一
直玩到很晚。

    今年的独立日真令我难忘。
  
  暑假时我们没有一直呆在印第安纳。我

们去了科罗拉多州。那里我们有一个家庭聚
会。我大伯一家也来了。我又一次看到大伯
大伯母和他们的孩子爱咪和杰登。

我们住在一个叫Purgotary Lodge的度假
山庄，这里的景色特别好。它其实属于圣胡
安国家公园。那个公园很美，有山，有水，
还有森林和瀑布。我们在山间的小路上走，
路的两边都是树，高高直直地把阳光挡住。
在中午，阳光透过绿绿的树叶照下来，叶子
象翠玉一样，美丽极了！山坡上也长满了野
花，我们还看到了科罗拉多的州花，真是个
鸟语花香的好地方。走着走着就来到一条小
溪旁。我们在那儿停了一会儿，溪水非常清
澈清凉。再往前走我们看到了一个瀑布。在
哗啦啦的水边我们吃了中午饭。 
  

过了一天我们又去河里漂流。很好玩。
我们去的河叫Animas河。大家一起上了一
条小船。每个人都穿着救生衣。一开始，水
冰冰的但很平稳。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激
流，有很多波浪。水打湿了我们，很凉但我
们很兴奋。我们还去了一个空中飞人线。我
们爬到了山顶然后从一棵大树划向另一棵大
树，象猴子一样，好玩极了。

    这次度假我们过得十分轻松愉快，还获
得了很多新的体验 。

诗/词一首

吃饺子，压岁钱，
挂灯笼，贴春联，
冬去春来新年到，

天黑，小孩玩鞭炮。

                                     作者: 张立言

“不惹子女的气”感言

           我的暑假我作主

     每个暑假都很特别很难忘。但是可惜的
是每个暑假的计划都是爸爸妈妈安排的。如
果我的暑假由我作主，我就会让它变得更加
完美。
    
  首先我要在六月安排一场到路易斯安那

州的完美旅行。我想去路易斯安那因为我是
在那儿出生的。我到5岁时才搬到现在住的
地方。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可是很多事情
还记得。我们住在LSU校园里，那是美国最
漂亮的大学校园之一。学校里到处都是又粗
又高的像伞一样张开树枝的橡树，难怪路易
斯安那被称为美国的橡树园。校园里养了一
只老虎，他是LSU橄榄球队的吉祥物，因为
LSU橄榄球队的队名就叫老虎。我们以前住
在那里的时候每天都要去看它。每年3月的
某几天是他们的狂欢节。我们就打扮得漂漂
亮亮，等着街上游行的队伍，他们又唱又
跳，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带着很多礼物，看到
街边的我们谁打扮得特别漂亮，他们就会将

礼物扔给他。我和妹妹总能得到很多玩具，
听妈妈说我们要拿一个很大的箱子才能装得
下。我们暑假去路易斯安那当然赶不上好玩
的狂欢节了，但是我们可以去海边钓螃蟹。
那里的螃蟹有多又贪吃，我们半天就可以钓
很多。我们还要去拜访我们小时候的好朋友
嘉嘉。我们小的时候是邻居，天天都在一起
玩。我非常地想念她。前几年她还跟着爸爸
妈妈一起到印地安那州来看我们。我们在一
起有说不完的话。当然我们还会到著名的新
奥尔良去玩。那里是爵士乐的发源地之一。
在街道广场上到处都是表演者们现场表演。
那里曾是法国殖民地，所以那里的建筑具有
很强的欧洲风格。还有他们的美食，受法国
文化的影响很深，叫Cajun food。我小的时
候最喜欢吃那里的Gumbo。Gumbo是用海
鲜蔬菜和辣辣的调料煮出的汤混和着米饭，
鲜美极了。到路易斯安那我想我们会有很多
很多好玩的事情去做。

    当然我也想到中国，去北京爬长城，还
要去台湾日月潭。。。太多了，我把这些愿
望留到下次吧。

           大雾山之行
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大雾山是这么叫的

吗?那是因为它总是被烟雾笼罩着才取得了
这个名字。

七月四号的周末,我们和朋友一起去了
大雾山。第一天, 我们先去了旅游信息中心
拿了大雾山的地图。然后我们就直奔克灵曼
穹隆, 大雾山的最高的峰! 刚到还没下车,天
就下了倾盆大雨。被淋湿的游客们纷纷逃回
车里。我们也只好回旅馆。回到旅馆我们又
吃又喝。叔叔阿姨们还教我打几种纸牌:斗
地主, 四六二十四, 和钓鱼。 第二天, 天还是
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的。我们就先去了
Abrams Falls 徒步。它总长是2.5英里, 但走
到两个英里就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我
们无处可躲, 被淋透了。我们赶快往回跑。
刚到车那儿就不下了，像是在给我们开玩
笑! 我们从这儿就去了一个印第安小镇：切
诺基镇。在这儿，街上哪儿都是印第安人精
美的工艺品。还有当地的印第安人表演,让
游客感受他们的文化。从小镇回来的路上， 
我们又去克灵曼穹隆。但这一回我们很幸运
很顺利地爬到了最上面。上面哪儿都是雾！
像是置身于仙境!

雨后的树更绿, 云更白,天更蓝，雨后的
大雾山更清新，更美丽!

  康明斯CTC 家庭聚餐会
今天是七月二十五，是康明斯一年一度

的CTC家庭聚餐会的日子。爸爸决定带我们
一起去那儿玩儿。那儿会有吃的,喝的, 和很
多好玩儿的。CTC是爸爸新的上班的地方。

我和爸爸下午三点多就到了CTC。那
时，隆隆的音乐声已经响起了。我惊讶地看
见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游戏。因为我们来的
早, 我先玩了一点投掷游戏, 得到不少小奖
品: 有球, 有棋, 还得了一个很大的填充玩具
蛇！我还做了一个彩色的蜡烛，进行了攀
岩, 还打了一阵激光枪! 吃的有烤玉米, 各种
风味的冰, 和Funnel  Cake。 过了一会儿，我
的朋友们就先后到了。我们就一起又玩了很
多别的: 有足球, 篮球, 橄榄球和棒球。 玩儿
好得话还可以得奖呢! 我们都得了不少。大
家都玩儿得很开心! 

时间飞快地跑。 不一会儿就已经几个小
时过去了。我也该回家了。我希望明年康明
斯还有CTC 家庭聚餐会！

          芝加哥周末行

7月18号是妈妈生日周末, 我们全家去芝
家哥去看望我姐姐。

我们是早上八点多出发的， 到的时候就

已经快中午了。吃完饭, 大家分组行动: 妈妈
和姐姐逛街, 爸爸和爷爷观光, 我姐姐的男朋
友，麦克，和我一组玩儿游戏! 我和麦克先
取回PS3 遥控器就开始玩Black Ops 2，这是
一个用枪的游戏。我们玩的很激烈。快晚上
五点钟时, 大家先后回到家里。 我们决定晚
饭去一个芝加哥密歇根大道很有名的披萨店
Gino’s East Pizzeria吃。 走到那里时, 已经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还好我们有VIP票, 不
用等。我们要了一个大厚披萨和一个薄披
萨，还要了一个全家福点心。真好吃! 回到
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项工作：设计制作
加油牌！星期天我姐姐和麦克早上六点要
跑了芝加哥Rock n’ Roll半马拉松赛。他俩
要跑13.1英里。我们先给麦克做了一个牌子
说：“Mike，there’s FOOD!”我们把D变
成一个西瓜,把两个O变成牛油果；感叹号变
成了冰淇淋！ 姐姐的牌子是：“ Maddi， 
be there soon!！！”但看起来是说”Maddi 
，Beer soon！！！因为我们把 ”th”和最
后一个e 写的特别特别小！星期天他俩出发
后，我们全家在终点线等他们。近二小时时
他们先后到达终点。我们举着加油牌拼命地
为他们加油!!！为了庆祝，我们先去了密歇
根大道的 Dylan’s Candy Bar买了很多糖果, 
还去了一个很好很好吃的餐厅。

一家人一起过周末太有意义了。真开心
能见到姐姐，为她加油! 

     我的假期我做主
夏天了!放假了！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

这个假期我做主：姐姐, 妈妈, 爸爸 和我要
一起去加拿大看北极光去！

出发了!我们先开车去了机场。在机场
我们拿了我们的飞机票，是一等舱!做上了
飞机发现一等舱每个人还有自己的电视!所
以在飞机上我看了几个电影，还玩了一些游
戏。 

终于到加拿大的最北边了! 这儿离苏必
利尔湖很近。我们走出机场, 租了辆车先去
买些食物，然后就直奔租的木屋。木屋共
有三个房间: 我一个, 姐姐一个 和妈妈爸爸
一个。 每天早上起来, 妈妈给我们做早饭。
吃完以后, 我们就会做几个事情: 去滑雪, 玩
狗拉雪撬, 或者在家玩儿很多各种各样的游
戏。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围坐在火炉旁，望
外边的夜空，耐心地等待神秘的她:会不会
今天有北极光呢？我想看 美丽的北极光，
想看她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她不是每天
会有的。

北极光是一种发光现象。它是由来自地
球的磁层或太阳的高能太阳风使高层大气分
子或原子激发而产生的光！功夫不负有心
人，这一天终于到了！她，北极光，是绿色
的，带些红和粉色的边线。看起来就像是绿
色的薄纱窗帘在天空中舞动。很神秘，我被
深深地吸引了。有一种被震到的感觉，太神
奇了！

到了要回家的时间了。很幸运我们看到
了她，尽管只有一次！ 北极光真美丽, 木屋
住的真舒服。北极光，我还会回来看望你
的!

大雾山

密藤绿树红花,小桥流水游家。
山径东风彪马，朝阳朝霞，

开心人遍天涯。

                                  作者: 马子蒙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三日和弟弟，弟妹
一起去星期天的佈道會，聽到陳旭先生的
聽証, 題目是”不惹子女的氣”。我有些納
悶，什麼叫做”不惹子女的氣”？是我不去
惹子女生氣? 還是子女不惹我生氣？等聽完
陳旭的演講，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I was very 
impressed.)。這樣一個小聚會，居然有人能
講出這麼好的道理？陳旭把基都教聖經的道
理與兩本教育子女的書経過分析，歸納出
了一個系統，很仔細的一條一條寫出來。 
若不是有深厚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素養，再
加上耗時的準備功課，做不出來這麼好的
presentation.

仔細想想，同樣的道理，稍微調整，不
也可以運用到”不惹父母的氣”，”不惹老
公的氣”，”不惹老婆的氣”，甚至”不惹
同事的氣”，”不惹上司的氣”，”不惹下
屬的氣”等等。以我從事教育多年，也能運
用到”不惹學生的氣”，或是做學生的”不
惹教授的氣”，做老闆的”不惹員工的氣”
，從事服務業者”不惹顧客/客戶的氣”等
等。其實説穿了，這樣的道理在管理學裏有
個專業名詞，就是EQ-Emotional Quotient,感
情智商的一部份。

每個人的感情智商有髙有低，有些人天
生就有這方面的天分，有些人則需要經過很
多後天的努力，幾經周折，才能㥉養出一些
感情智商。在這裏，説個小故事。讀書時，
我父母開一家西點麵包店維生。有一天在店

裏，我向爸爸要零用錢。”爸，給我一百元
（台幣）.”爸爸說：「生意難做，賺錢不
容易，給妳五十元好了」。像我這樣目標堅
定的人，「不行，要一百元」，爸爸說，不
要拉倒。我就在旁邊生悶氣，一副䓀瓜臉。
隔一下，我弟弟也進了店裏來。「爸，給我
一百塊。」爸爸說，「生意難做，賺錢不容
易，給你伍什塊好了。」我看著弟弟，他開
開心心的收好了伍什元，然後又對著爸爸嘻
皮笑臉的說：「爸，再給我伍什塊啦。」爸
爸看著弟弟的笑臉，就開心的又給了他伍什
塊。我在一旁看得瞠目結舌。那時的我想的
是，不公平，爸爸偏心，只喜歡弟弟，不喜
歡我。其實真正的差別在哪裡？就是感情智
商的髙低罷了。弟弟表現岀正面的情緒，一
副很感激，很受教的樣子，當然成功的機會
就多得多了。我的弟弟就是你們教會裏的葛
良鋆弟兄，Eric Ker.

你可曾有過在家裏，學校或是在公司裏
受到差別待遇，感覺被歧視？再回想一下是
否在哪裹的人際關係沒處理好？能否用高點
水準的EQ來處理那個事件？其實在座人士
能有今日的社會地位,應該都有相當水準的
EQ. 但如果想要更上一層樓的話，就要更加
強閣下的EQ.建議有興趣者要向你們的陳旭
兄弟要他的PowerPoint slide,好好地研究研究
並且練一練功夫，好加強您的EQ功力，讓
您一生受用無窮。   

葛幼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