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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市中文学校逸飞班上的作文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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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我最难忘的三件事
今年的暑假，我有很多难忘的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全家一起回中国旅行。

这个月我要是不说中文，就没有人能了解我
在说什么，所以我有很多机会练习中文。我
去了北京，江西南昌，和进贤县。进贤是一
座小城市，像哥伦布。南昌是跟印第阿波利
斯一样大的省会城市。南昌人的口音有点奇
怪。北京是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经过这
三个地方，我了说无数的中文，吃了无数的
馒头，还看到了两个人山人海的城市。我还
见到了几个堂兄弟和表姐妹。跟他们一起玩
儿真有意思！

第二件最难忘得事情是去夏令营。从中
国回来以后，我参加了一个星期的“春山”
夏令营。每天的安排是这样的。早上。先跟
小朋友玩儿几个游戏，然后去唱歌。唱完歌
就是圣经学习时间。我们学了诺亚方舟，大
卫和歌利亚，和参孙的故事。下课了，我们
就去玩儿水。玩儿完水就吃饭了。吃完饭，
就是夏令营最好玩儿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做
两样特别好玩儿的东西，比如说攀岩，玩嘎
嘎球，蹦极，和空中飞人（zip lining）。每
天下午四点夏令营放学，我就回家了。

第三件事是去印第阿波利斯参加世界魔
方协会组织的魔方比赛。在比赛的场地，一
开始就有好多人正在比。我比了二乘二，
三乘三，四乘四，五乘五，和单手。有一次
五乘五的比赛，我坐在一个著名魔方玩家旁
边！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既会弹琴，
又玩魔方，还有独特的个性。很多人都很...
奇怪（像我），虽然有的人成绩一般，可是
他们有好多好多魔方。我还跟他们交换了魔
方。这次比赛，我不但学了很多新技巧，而
且玩儿的很开心。

这个暑假，我回中国旅游，去了夏令
营，还参加了魔方比赛。这真是一个很难忘
的夏天！中文学校快要开学了！我很高兴。

   

    我的夏天我作主
我今年夏天想干这些事情：参加魔方比

赛，跟朋友游泳，去 Holiday World，和去
朋友家过夜。我觉得这几件事儿都很好玩
儿。这些愿望，只有两个实现了。明年夏
天，我希望每一个愿望都实现。还有一些愿
望，是要努力才能得到的。付出努力去实现
愿望，才算真的做主。

夏天开始两个星期，我和我的朋友稼
轩参加了一个附近的魔方比赛。在那里，
我们一起比赛了二乘二，三乘三，和四乘
四 。 我 也 比 了 单 手 和 五 乘 五 。 稼 轩 比 了
skewb（SKB）。在比赛的时候，我和稼轩
都进步了很多。我们学了很多新技巧，见到
了很多参与者。我还交换了几个魔方。我很
想再参加一个魔方比赛。

开学之前的周末,我和其他朋友们去了
Versailles 州际公园 露营。我们顺便也去游
泳了。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坐了无数次水上滑
梯，玩儿无数次水战争，也吃了不少冰淇
凌。

第三件事是去朋友家过夜。我觉得过夜
很好玩儿，因为你和你的朋友能有一个晚上
一起玩儿棋牌游戏，电脑游戏，和别的游
戏。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半夜的时候，悄
悄地潜行到楼下，拿几片面包到卧室吃。我
也喜欢熬夜，那次大概三点钟才睡觉，九
点钟被冰水弄醒，糊里糊涂地蹒跚下楼吃熏
肉，烤面包，和煎鸡蛋。吃完早饭就继续玩
儿，一直玩儿到要去中文学校的时候。

我的夏天被暑假作业（这个作文也是中
文暑假作业)搞得很乱。这也是去中国，倒
时差，棒球比赛和棒球练习把我的完美的夏
天打乱了。虽然我的愿望只有两个实现了，
可是我还很享受我的夏天！明年夏天，我至
少想把五个愿望实现！

            浣溪沙·长城

石墙枫树大雾，
望台大炮长路。
缆车索道远处，

大风骤舞，
外国人在仰慕。

                                     
                                  作者: 陈子丹

金秋十月，姹紫嫣红。在这一年中最美
丽的时刻，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迎来了一
年一度的民族博览会（Ethnic Expo）。和
往年一样，哥伦布市华人协会（Columbus 
Chinese Association）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
前装饰好了代表中华文化以及海峡情谊的“
大陆”，“台湾”两个摊位。次日一早便紧
锣密鼓地为到访游客准备好了中华美食以及
传统中国小吃 – 包子。

热腾腾的包子作为今年主打在秋寒料峭
的早晨格外引人注目，也为华人摊位博得今
年头彩 – 作为今年买出的第一单食物。随
着气温的回升，人流量逐渐大了起来， 热
心的华人志愿者们也开始在两个摊位前忙碌
起来。伴随着熙攘的人群，我们可爱的志愿
者们扮成了功夫熊猫在摊外与客人们开始了
亲切的互动。随之掀起了一阵阵惊呼和一串
串孩子们的追逐与合影。傍晚时分，哥市荣
誉市长Ryan侯为志愿者们带来了龙虾与牛

排，犒劳大家一天的辛劳。很多华人小朋友
也在课后积极参与进来帮助志愿活动。月
色朦胧，华灯初上。一切都变的那么温暖祥
和。在橘黄的灯光中，在嬉笑的人群中里，
在缕缕的青烟后，在火红的灯笼下，一张张
笑脸和一句句亲切的问候交汇而出，在美食
的传递中也向外传递了中华文化的热情好
客，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长大的华裔孩
子里的一种传承。

以上种种片段都是这为期两天的博览会
的一个个剪影。也正是有了这些片段，让本
届博览会成为哥伦布华人协会史上盈利率最
高的一届。这与哥伦布华人协会理事会成员
们的组织以及志愿者们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
的。我们很高兴，也很感恩，能够亲身参与
其中，体验里面的付出与收获。明年的哥伦
布市博览会，大陆+台湾将作为主办国参与
其中。在此，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明年同
一时间，让我们相聚在哥伦布，以主公人的
身份，共同经历这美妙的时刻。。。

    我的暑假我作主
夏天慢慢地推开了春天，带来了新鲜蔬

菜和水果，晴天，和我的暑假。今年暑假，
我可以做什么呢？我知道，如果我的暑假我
做主，我会跟我的家人一起去墨西哥坎昆旅
游！

坎昆是墨西哥最有名的海边城市。我听
说它的海滩非常非常美丽，到处都是银色沙
滩。那儿的海水又蓝又绿，而且太阳一照就
会闪闪发光。在坎昆，我每天都会去那漂亮
的海滩。我想早上一起来就光着脚丫在细细
的沙滩上散步或者骑自行车。这样，我还可
以看到坎昆 壮观的日出。见证红红的太阳
蹦出海面那一刻！啊！那该多美呀！晚上六
七点钟的时候，我不仅会跟爸爸，妈妈，和
弟弟一起去海滩游泳和玩沙，我还可以和弟
弟筑建沙城堡 ，比谁游得更快，或者把爸
爸“埋”在沙里。我们还可以打网球，沙滩
排球，或是篮球，或者吹着海风读书。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坐飞机
回到美国。我知道坎昆美丽的海滩会让我们
依依不舍，赞叹不已！

       

   妈妈和弟弟回家了
没多久以前，有一辆银色的车在黑暗中

开。那辆车里坐了两个人：我的爸爸和我。
我们半夜三更得在外面做什么呢？哦！原来
我们在去机场接妈妈和弟弟的路上！这个暑
假，妈妈和弟弟到中国了。他们在那儿呆了
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他们终于回来了！好想
他们！

在机场，我和爸爸走到了出机口，等妈
妈和弟弟出来。各种各样的人从出机口出
来了，但是他们都不是妈妈或者弟弟。过
了几分钟，我问爸爸，“他们会不会登错飞
机了？”爸爸摇了摇头说，“不会的！”突
然，我看见远处有两个人，一个矮的和一个
高的。是他们！

没过多久，有一辆银色的车在黑暗中

开。那辆车里坐了四个人：妈妈，爸爸，弟
弟，和我。我们半夜三更得在外面做什么
呢？我们全家人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一次有趣的钢琴比赛
我把我的手放到了刚琴键上，然后就开

始弹一首我觉得我弹过一百遍的歌。但是这
次跟平常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台下有三个很
有经验的裁判在专心听我弹的曲子。

今天是我参加Carmel Debut国际钢琴比
赛半决赛的日子。我弹完以后，就去看我的
年级组里面的别的选手弹琴。我的年级组里
有九个人。每个人都弹了两首曲子，但是各
我最深刻的印象的选手是一个德国女孩，名
叫蕾奥妮（Leonie）。她弹的的歌非常有感
情，而且他看上去还弹得很熟练。雷奥妮选
的曲子也非常有趣。在曲子中间，他在钢琴
木头上敲出声音，还用嘴发出了一些声音。
我的组里别的选手也弹得特别好，但是我还
是最喜欢雷奥妮的表演。

等每一个组都比完后，裁判就宣布了谁
能进入决赛。我看到蕾奥妮和另外三个女孩
都进去了。我没有进入决赛！尽管如此我还
是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个比赛真是一个非常
好的学习过程！

       去水上公园
什么地方有很多水，但是没有一条鱼？

那就是我们今年去的水上公园，Hol i d ay  
World！
   我们在Holiday World玩了许多不同的东

西，但是我最喜欢开车（玩具的！）和在造
浪池里游泳。我们开玩具车时，爸爸和弟
弟坐在一辆车里，然后我跟妈妈坐在另一辆
里。我开的车是一辆小的红色的车。我的小
车从小路上开到了小车上，然后又回到了
出发点。真好玩啊！我在造浪池里面也玩得
特别开心。池子里的浪把我和弟弟冲出去很
远，然后又把我们拉回来了（浪太大了！）

Holiday World 真是太好玩了！临走的时
候，我都依依不舍地叹了一口气！

          春天的诗
蓝天，白云，鲜花，
碧水，绿草，小鸭，
小河，冰雪，融化，

度过冬天，春天终于来啦。

                              作者: 宋雨轩哥伦布市博览会圆满结束记

         魔方比赛
在 6 月 1 2 日 , 我 们 去 了 印 第 安 纳 的

Noblesville去参加魔方比赛。比赛分两天举
行，我的比赛在第二天。在第一天，Kevin 
Hays打破了六阶魔方的世界纪录。第二天我
见到我的朋友多多。我们一起玩，一直到比
赛开始。

我参加了二阶、三阶、四阶和斜转魔方
的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魔方比赛，我心
里感到很兴奋。每个参加比赛的人要还原魔
方五次，取五次的平均时间。然后，比赛的
人按平均时间排出名次。我得了第73名。

           元氏公园
元氏县城有一座元氏公园，这是一个难

忘的地方。
在公园的大门外，就看见一个巨大的石

头雕像矗立在一个石砌的大台上，中间填了
土种了花，石雕像有七八米高。这是公子元
的雕像。公子元是古代赵国国王的儿子，名
字叫元。元氏县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已

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公园还有一块
大石头，裂开了一条缝。唐朝的时候，有个
大将军郭震，在夜晚看见石头下放光，走近
了一看，是一把剑，他拿起来向石头一砍，
砍了一条缝，这才知道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
剑。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元氏县！

            蟠龙湖
六月二十四日，爸爸带我和弟弟到了爷

爷的家。第二天，爷爷就带我们到蟠龙湖游
玩。我们坐汽车半个小时就到了。蟠龙湖在
山里，爷爷家住在平原上的县城。

汽车沿着湖边的公路又走了五分钟，就
到了一座山下停了下来。我们就下了车开始
爬山。顺着山涧路上到了一个山凹里，山凹
里有一座寺院。我们顺着寺院里的路往上
走，就到了一个山梁顶上。站在山梁顶往北
看就看到了蟠龙湖的湖水，只是这一天雾气
大，看得不很清楚。

从山梁上下来，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
走，走了好长时间，才来到坝下的游乐场。
我和弟弟玩了打汽枪。爷爷又带我们坐游
艇。这种游艇叫水上飞，在水面上开得飞
快。有时，驾驶员开着飞艇左拐右弯，象是
要翻船的样子，惊险极了，但是我和弟弟都
不害怕，只是爷爷有点担心。

爷爷讲，蟠龙湖原来叫八一水库，是五
十五年以前修成的人工湖，后来改了名字叫
蟠龙湖，成了人们旅游的地方。

天净沙-常山广场
    
      长街巨鼎喷泉，
      碰车飞船秋千，
      足球空竹宝剑。
      彩灯灿烂，
      老家真是好玩！
                                 作者: 王稼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