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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市中文学校逸飞班上的作文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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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在SAT英语阅读和写作两方面有100-550分的提高。自
2008年，Carmel高中每年约三分之一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
finalists（基于PSAT成绩）荣誉的学生曾在SEEC受过培训。

•	 SEEC所教内容是美国高中和初中里不系统教授但SAT/PSAT/
ACT要考的。学生在SEEC所学的知识和技巧终身受益。	
SEEC学生来自印州、美国其他州，加拿大和亚洲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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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EC另有两项服务：	(1)	给高中生提供长达四年一对一的名校
升学指导，(2)	给毕业生的大学申请提供关键的个体化指导。

黄博士自2015年2月
开始教新SAT，具有
丰富的经验。欢迎6年
级以上的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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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暑假我做主
 
今年暑假我的好朋友珞珞从台湾来美国

看望我们。珞珞以前是也住在美国，可是二
年级的时候她们全家搬回了台湾。今年的暑
假我们在一起做了好多很好玩的事情。珞
珞也向我介绍了她的新家。她仔细描述了台
湾，我被她说得都想去台湾玩了。所以如果
我的暑假由我做主，我就要到台湾去。

在台湾我们一家可以住在珞珞推荐的福
华酒店。福华酒店是在台北的市中心。它离
珞珞的学校很近。早上我们可以到著名的豫
园吃早餐。然后开两个小时到海边。海是蓝
蓝的，一望无际，波浪在海面上跳舞。在炎
炎的日光下我们在海里游泳，海水清凉而舒
服。天黑以后我们便去海边的餐馆吃海鲜。
回到酒店我们去看精彩的表演，还可以逛夜
市，吃夜宵。再喝上一杯热腾腾，香喷喷的
奶茶。这一天过得和奶茶一样浓郁香甜。

第二天我们可以去日月潭玩。日月潭很
美丽。我们可以去岛上看五颜六色迷人的风
景，也可以在水中游泳，多开心啊! 下午我

们再去珞珞的家玩。她们家有一条很可爱的
狗叫Pointy。它是一条白色的长毛狗。他很
聪明也很有趣。他做错事的时候就会躺在地
上撒娇。它也很爱吃，什么都吃。比方说骨
头和餐巾纸。到了晚上珞珞一家带我们去她
们最喜欢的牛排屋吃晚饭。

虽然台湾有很毒的蚊子，厉害的太阳和
可怕的酸雨，但它仍然是一个值得一去的旅
游胜地。所以我决定我的暑假去玩美丽的日
月潭，吃有特色的台湾小吃，还到珞珞家找
珞珞和她的pointy玩。我的暑假安排是不是
很吸引人呀？

        

         记难忘的三件事

今年暑假我们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最开心的要数我的好朋友珞珞从台湾来看我
们。珞珞的家原来也在印第安纳哥伦布市。
在她二年级的时候和她的家人一起搬回台湾
了。她很喜欢美国，也很想念我们。所以这
几年我们一直有电子邮件联系。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去印第的机场接珞
珞。因为很晚了，安安困得不行了，在车
上就睡着了。我也很困，可是想到马上就
要见到珞珞了，我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睡
觉。到了机场，我们在领行李的地方一眼
就看到了珞珞。她穿着一身红衣服，背着
一个比她还高的小提琴箱子正在那儿等行
李。“Charlotte!”我大喊着向她跑去。珞
珞也看见我们，跑来一把抱住我。珞珞和我
记忆中的她没有太大变化，除了看上去长大
了一些。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可是见了
面却没有陌生的感觉。我们领到珞珞的行李
就坐车回家了。这时安安也醒了，我们三个
一路上不停的说话。我们告诉珞珞我们学校
里好玩的事情，珞珞也告诉我们台湾学校好
玩的事情，还有她同学的外号。听起来台湾
的学校作业很多，考试压力也大。珞珞说考
试之前她都紧张得睡不着觉。

 到家的时候都12点了，妈妈煮了点饺子

给我们吃。然后就让我们睡觉去。可是我们
还有好多话没说完呢。。。那好吧，反正珞
珞会在我们家住很久，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于是我就和珞珞说了声晚安去睡觉了。

 暑假里我们一家以及我们的好朋友珞珞
去科罗拉多杜兰戈去度假。杜兰戈是科罗拉
多南部的一个小镇。它的景色和我们去过的
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我们一路上都在爬山。
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植物。有红
色，橘色，粉色，紫色和蓝色的花,也有绿
油油的草地。就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后来我做了一些调查才弄明白这些植物的名
字。过了六个无聊的小时我们终于来到我们
要住的 地方：Purgatory 旅馆。

这次旅行和以前很不一样。为什么呢？
第一当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珞珞和我们一
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这里会见到
我的表妹爱咪和乔丹一家。爱咪和我们一样
大，她很爱读书，懂得东西很多，我觉得
她很棒。乔丹才五岁半，长得胖胖的，很搞
笑。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在Purgatory旅馆度过
非常难忘的一周。

这个旅馆很大。我们
住的地方也很高级。每个
房间都有一台大电视，三
个卧室，三个卫生间，一
个客厅，一个厨房，还有
一个又大风景又漂亮的阳
台。我非常喜欢那儿的厨
房，很大，工具很齐全，
安安， 珞珞和我在那儿
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 们 还 到 附 近 去 徒
步。徒步很好玩。我们看
到 了 欢 乐 的 小 河 和 蹦 跳
的瀑布。这里的小溪和瀑
布 是 山 上 雪 化 了 流 下 来
的，所以很凉。瀑布的边
上是茂密的树林，还有鲜
花和绿草。我们走累了就
在那里野餐。我们还采了
许多野花回去装扮我们的
房间。蓝科伦 是科罗拉
多的州花，很美丽。我们
把摘的鲜花放在一个瓶子
里，放在客厅，闻着它们

的香味，我们很开心。
我很喜欢这次旅行。因为有舒服的房

间，美丽的风景，更重要的是和家里人在一
起，还有我的好朋友。

在是科罗拉多的第三天我们去玩了空中
飞人和漂流。

我很小的时候也玩过空中飞人。可是那
条线很小。这次的比以前的大多了，是在山
上面，一共有六个。一起去的阿姨和我的妈
妈一开始还有一点儿害怕。我们站在高高的
平台上有点不太稳，晃晃悠悠的。可是空中
飞人还是很精彩的。我们吊在绳索上，看着
高高的山和美丽的蓝天白云。从一端飞快
地滑向另一端。凉爽的风吹在我的脸上，舒
服极了。我们玩完了空中飞人吃了一个三明
治就去玩漂流。白河漂流很有趣。我们坐在
一个橡皮船里，在河里面漂流。河里的浪很
大，水流很急，我们的船随着浪花上下翻
动，大家都忍不住喊起来。身上也被打湿
了，我们冷得发抖。幸好划船的人把我们停
在了一个白河公园的小岛上，发了一些东西 
给我们吃。有柠檬汁和奶酪，意大利腊肠和
饼干三明治。我想每个人可以吃两到三个三
明治,可是同去的孩子杰登吃了十块。吃完
东西我们没有那么冷了，又接着往前划了。
。。 漂流比我想象的还好玩。

晚上回到旅馆，我们都累坏了，但是大
家都很高兴，今天过得真特别。

              诗一首
  白云挂满天，小鸟飞云间，
  绿草铺满地，鲜花绣上面。

                            
                                  作者: 张立文

        我的暑假我做主
今年我的暑假我做主。我想帮爸爸妈妈

做家务，按时完成作业，还跟我外公和外婆
游玩美国。我希望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暑
假。

首先我想帮爸爸妈妈做家务。我会帮他
们洗衣服，洗碗，煮饭还有扫地。我现在那
么大了应该多点帮帮他们。第二件事我要完
成的是这个暑假每一天都要做完作业。比
如弹钢琴，吹笛子，数学问题，还有中文作
业。这样我就可以晚上出去跟我朋友们玩。
第三件事我希望的是这个暑假可以跟我外公
和外婆游玩美国。

我希望这个暑假会过的很开心。

      难忘的三件事
今年我的2015年暑假非常开心。比如我

的外公和外婆来美国看我们，去世界上最大
的瀑布，还有我第一次学会吹长笛。我觉得
今年是我最开心的暑假了。

今年最难忘的第一件事是我的外公和外
婆过来美国看我们。我们已经去过中国好几

次了，可是我外公和外婆一次都没有来过
看我们。这次我外公和外婆很开心地过来
而且我外婆都还没有坐过飞机呢！这次是
他们第一次来美国。大家都很开心。星期
六早上，我爸爸和妈妈开车去接外公和外
婆。到了晚上时他们就到了我家。我和弟
弟都有收到礼物。我收到了两个小发夹，
饼干，还有一个新书包。在这段时间里我
们带他们游玩美国。比如洛杉机，尼亚加
拉大瀑布，纽约，还有华盛盛特区。到我
们送他们去机场时我们都很 伤心。这两个
月过的真快啊！

第二件最难忘的是去尼亚加拉大瀑布。
我 以 前 小 时 候 在 加 拿 大 去 过 尼 亚 加 拉 瀑
布，可是我现在全忘记了。我现在都等不
及了。我们和外公外婆一起去的。第一天
我们看了晚上的瀑布。对面加拿大城市的
灯光照到大瀑布的水里，瀑布的水五颜六
色，真好看。第二天早上，我们坐船进去
看大瀑布。我们一进到大瀑布里瀑布的水
一下子就把我们弄湿了。我们在那里拍了
很多照片。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我还想去。

今年暑假第三件最难忘的事是学会吹
长 笛 。 我 在 五 年 级 时 ， 老 师 们 说 我 可 以
参加乐队。我很想学一个新的乐器所以我
就 选 了 一 个 长 笛 。 我 第 一 次 学 吹 长 笛 是
在 Summer Band。在这里我学会了吹长
笛。我第一次吹我就觉得我一定会喜欢这
个乐器。没多久我就学会吹很多不一样的
曲子。三个星期过去了，老师们把全部的
同学组成一个乐队。大家用不同的乐器演
奏了很多曲子。等结束时我们还要给我们
的爸爸妈妈表演呢。我们都对自己感到骄
傲。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学校的乐队课快点
开始了。

今年是一个难忘的暑假。希望明年的暑
假也过的一样的好。

      春天到了

    大地被冬季尘封,
    雪毯被太阳融溶.
    花草露出尖尖角,
    啊，春天即将启动.

                              作者: 龚燊怡

          
          我的奶奶

“快帮我调电视！” 这就是奶奶每天早
上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奶奶长的小巧玲珑的，圆圆的脸，还有
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她是五月底来美国的。
这不是奶奶第一次来美国。七年前，来美国
照顾过我们。那个时候我的小弟弟阳阳刚出
生，需要人照顾。奶奶每天都喂他吃饭，和
他讲中文，哄他睡觉。奶奶一直把阳阳带到
三岁才回中国。

奶奶今年是来美国旅游的！我们已经带
着她领略了各样的城市风光，如拉斯维加
斯，好莱坞，印第安波利斯和辛辛那提等。
我们也带她去了大峡谷欣赏那里的自然风
景。

我们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奶奶每天在我
们的身上花那么多时间。原来是她帮助我
们，现在就该我们帮助她！我和阳阳都争
先恐后地帮奶奶调电视，倒茶，扶着奶奶走

路，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教奶奶英文!
这就是我的奶奶！

                去旅行
啊，太好了！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了吗？爸爸刚告诉我们他要带我们去拉斯维
加斯旅游！

在拉斯维加斯我们去看了很多自然风
景。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峡谷。站在
伟大的大峡谷上面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从那
么高看下去我感觉很弱小。在最深的地方大
峡谷有一英里深。抬头一看就有很多老鹰飞
来飞去。

对我来说，大峡谷是美国最美丽的自然
景观之一。峡谷颜色随着太阳光线的变化显
得格外的梦幻，就像童话一样。妈妈告诉我
大峡谷是经过数百万年的科罗拉多河冲蚀而
成，是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大峡谷。我第一
次来的时候才5岁，都不怎么记得了。很高
兴又能来欣赏充满魅力的大峡谷，我长大
了，她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老朋友
今天是星期五。外面是蓝天白云。微风

轻轻地吹在我们的脸上。爸爸妈妈带我们去 
Cedarville大学参加基督教的退休会，并看
看老朋友。

我也见到我的老朋友，麦丽娜。日子过
得真快呀，我们有一年半都没见面，都快认
不出来了！她长高了，细细长长的像个铅笔
人，还戴眼镜。以前，我们有说不完的话，
现在见面竟然不知从何说起! 大眼瞪小眼地
待了一会儿，就进去礼堂参加夏令营的活动
了。真是物是人非啊！

除了麦丽娜以外我还看到我其它好朋
友，瑞百咖，里欧，和莱瑞。他们倒是没有
怎么变！瑞百咖还是瘦瘦小小的，也没有怎
么长高，看上去我倒像是她的大姐姐了！里
欧和莱瑞是我的狐朋狗友。我们一起呼啦啦
地跑来跑去，充分释放着我们无限的精力！

我真喜欢见老朋友！希望下一次见到他
们时我们能多玩一玩！
                                        作者: 肖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