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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食——红油抄手 
作者：官蕊蕊 

今天我想讲一个对我来说很有影响的

中国小吃。这个小吃就是抄手。 

    我的妈妈是四川人，抄手是她童

年最爱吃的东

西。所以抄手经

常出现在我们的

饭桌上。我小的

时候，外公还教

会了我怎么包抄

手。 

我们家的抄手是地道的四川味道，又

辛辣，又美味。四川最著名的吃法是红油

抄手。红油抄手一般没有汤，只有大量的

辣椒油，香油，酱油 和一些醋，糖，芝麻

和蒜。煮好的抄手放到这个酱料里，给白

白滑滑的抄手裹

上一层油亮的红

油，好精彩啊！

从小到大我们家

的抄手都是这样

子做的。 

两年前，我和妈妈去中国旅游时，发

现抄手不仅有另外的吃法，还有另外的名

字：馄饨。在上海的早餐里他们的“抄

手”放在一大碗汤里，加了一点海苔和香

菜，味道很鲜，但一点都不辣。后来我还

得知香港人也有自己的吃法。他们的抄手

叫雲吞。雲吞一

般是用虾肉做

的，吃起来很有

嚼劲。汤里经常

加面，叫“雲吞

面”。香港的早

茶里也能找到蒸

或者油炸的雲吞。 

我和妈妈聊起来为什么馄饨有各种各

样的做法和吃法。这跟中国各个的地方的

气候和风俗习惯有关。四川潮湿阴冷，所

以他们喜欢吃辛辣的食物，帮助他们抵御

湿寒。上海人一向喜欢清淡，偏甜的食

物，所以他们喜欢把馄饨加到高汤里，只

用很少的辅料。香港靠海所以食物里都有

很多海鲜。他们挚爱早茶，会把各种食物

做到他们的早茶里。 

抄手真不愧是一道人见人爱的美食。

抄手，馄饨，和雲吞以他们各自的风采，

捕获了中国人的味蕾，包括我的。我在美

国的超市里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看来他

们已经走出国际了。 

 

我在美国学中国功夫 
               作者：郭轶华 

     Martial arts,就是武术, 涉及搏击

技巧, 体育锻炼和心理训练。它是一种自

我防御的方法，可以训练您拥有坚强的身

心。 

从 5岁开始在中文学校学习中国功

夫。7岁时参加了赵老师的小班学习。9岁

时，我和赵老师的其他学生一起去了西

安，与中国国

家武术二队的

队员们一起训

练，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夏

天。我每年参

加一次武术比赛来检查自己是不是进步。

在最近的一次比赛中，我获得了少年组全

能第二名。最有趣的是很多个中国的春

节，我们作为赵老师的学生会参加庆祝春

节的演出。现在，我已是黑带了，但我还

有很多要学习。 

    我的中国功夫老师是赵长军。他是一

个认真耐心的好老师，所以我愿意跟着他

学武术。你知道吗？赵老师还是一个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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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人。他曾经连续十年拿到中国武术全

能冠军。他还拍过武打电影武当呢。像成

龙，Jet Li 一样他是武打电影明星。慢慢

地我也对中国武术有了一些了解。赵老师

最早教我们的是少林拳。少林武术，起源

于唐朝时的河南少林寺，我们学的虎拳、

蛇拳也属于少林武术。还有在湖北武当山

的武当武术，以太极拳和太极剑出名。另

外一个是四川峨眉山的峨眉武术，看重以

柔克刚。据说中国有三个武术学校在这三

个地方。我真正去过的是西安的赵长军武

术学院。美国新泽西州也有一所赵长军武

术学院，离我家不远，我很高兴在美国也

可以学习中国功夫。      

为什么在美国学中国功夫？因为中国

功夫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像我的姐姐

通过学习中国音乐来了解中国，我学习中

国功夫，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以武入

道，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国。这可能是我爸

爸妈妈让我五岁时来学习中国功夫的原因

吧。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赵老师，我

喜欢中国功夫。 

 

泰安——我心中最美的地方 
作者：冯缨岚 

 中国有很多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

的特点。我最难忘的中国城市是泰安。泰

安位于山东

省境内，泰

安的名字是

“国泰民安”

的意思。 

    泰安有

很多的名胜

古迹，最著

名的当然是泰山。中国有五座非常有名的

山，叫五岳，分别在东，西，南，北，中，

五个位置。泰山在东面，所以叫东岳，是

五岳之首，意思是五座名山的第一个。泰

安这座城市也因泰山而闻名。 

    孔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诗人

杜甫一句“一览众山小”，把泰山推到了

“天下第一山”的位置。古人望着高耸入

云的泰山，认为它是接近天神的最佳阶梯，

这样，泰山就成了受人崇拜的神山。中国

古代的皇帝们都认为泰山是离天（haven）

最近的地方，祭祀天地。在这个意义上说，

泰山就是是一位

“德高望重”的

老人。 

    泰山山体雄

伟壮观，景色秀

丽。很多人去泰

山旅游，爬泰山

的时候，有很多

玩的地方还有很

多有趣的地方。 

2018 年夏天，我

们去中国旅游，去了泰安游玩，我的奶奶

和爷爷在泰安住。我那一年夏天第一次爬

了泰山。记得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也不热，

我们很早到了泰山脚下。来泰山旅游的人

很多，我们排着队进入了，我们在各处拍

照留念。从石刻上也学习了很多的中文字。

山上还有很多的小溪，水特别的清。跑到

小溪边上洗手特别的凉爽。沿途我们还看

到了一个“泰山福鼎”是用铜制作的。很

大很重。我们往里面扔钱，据说可以带来

好运。路上还看到了一些古树，据说有几

百年历史的古树，十几个人拉起手才能环

抱这棵古树。树

上挂着很多红色

的带子，是为了

得到好运挂上的。

泰山特别高，很

多的台阶，我们

爬到了“中天门”

就很累了。我们

去坐了缆车。当

往下走的时候速

度非常快，我们

尖叫了起来。在缆车中往下看，十分壮观，

远处的山水，绿树，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

人和车看上去都像小蚂蚁一样。从缆车上

下来我们来到了南天门，南天门已经很高

了，往下看就是十八盘，像是直上直下的

很长很长梯子挂在山上。 然后走到了天街

（street of haven）山顶的景色更让人难

忘。正好赶上山上的道士（Taoist priest）

做仪式  （ ceremony）在为天下人祈福 

(pray)，祝愿大家健康平安。 

我们在山顶呆了不久天快黑了，我们

很不舍的下山去。这次泰山之旅很累但是

是值得的。我很高兴我爬上了五岳之首的

泰山。我喜欢泰山，我喜欢中国泰安。 

 

我喜欢的城市——济南 
作者：孔祥越 

我在中国最喜欢的城市是济南，是因

为那里的山、水

很美丽，那里有

很多美食，更是

有我很多亲人和

朋友住在那儿。

济南是我爸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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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故乡。我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我姓

孔，是孔子的后代。我不到一岁的时候被

带回济南跟我的爷爷奶奶生活了一段时

间。奶奶告诉我，那时，我交了很多朋

友，而且每天都玩的很快乐。奶奶家旁边

有一个公园，他们经常带我去那里喂鸽

子。一年后，我回到了美国，奶奶爷爷、

姥姥姥爷经常来美国探望我们。2018年暑

假我们全家回中国旅游。我们去了很多地

方，北京，上海，杭州。但是我还是最喜

欢济南，因为我

跟济南有更深的

感情。我见到了

济南的很多表兄

弟姐妹和堂兄弟

姐妹，我们在一

起玩得很开心。即使我的中文说的比他们

差，我们还是成为了好朋友。我的表哥带

我去了泰山和曲阜。曲阜是孔子的家乡，

我看到了孔子当年住的地方，非常的儒

雅。 

济南的另一个名字叫泉城， 因为那里

有很多地下泉水。我们一起去了黑虎泉，

趵突泉和大明湖，都是很美丽的地方。在

我家旁边，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千佛山。

我们爬到山顶，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风景。

姥姥带我去了他们家附近的很多餐馆。我

非常喜欢济南的各种美食，烤地瓜，烤肉

串，火锅，奶茶，拉面。我姥姥的家离市

场很近。每天

早上，我们去

那里买煎饼果

子油条和豆腐

脑，和一些菜

和水果。现在

回忆起来这些情景，我非常想念他们，也

非常想念那个地方。 

记得在我七年级的暑假，我和最好的

朋友曾回到中国参加夏令营。如果疫情结

束了，我会再回中国看望我的亲人和我的

朋友，再去游览中国的山山水水。 

 

新加坡华人和中国文化 
作者：洪慈嬣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岛国，以华人

为多数，约四个新

加坡人中就有三个

是华人。由于新加

坡实行双语教育政

策，所以新加坡人

都会讲至少两种语

言，分别是英语以

及自己的母语。 

新加坡华人一般都会先认同自己是

“新加坡人”，然后才是“华人”。除了

比例较小的土生华人，新加坡华人专指来

自中国的人，比如福建人、潮州人、广东

人等等。由于

新加坡的华人

大多数源自于

中国南方，尤

其是福建、广

东、海南三

省，其文化跟

这些地区较为接近，无论是各种汉语方

言、华人习俗、传统节日、宗教信仰都跟

这些地区的文化较为接近。 

在这花园城市，新加坡华人都要过春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新加坡的华人

美食主要由早期华人移民根据当地及当时

的情况所发展而来，融合了各种不一样的

元素和本地特色。比如新加坡的海南鸡

饭，原本属于街边摊贩叫卖。久而久之形

成了新加坡自己特色的一道菜，和原本中

国的海南鸡饭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些华人

美食展现了新加坡当地的风味和口味。多

数新加坡的华人美食如肉骨茶、面薄、拌

面、炒粿条、猪肠粉、福建面、海南鸡

饭、云吞面、薄饼等都可以在新加坡的小

贩中心或美食阁吃到。 

 

中国传统建筑 
作者：熊梅雅 

我喜欢中国的建筑。中国传统建筑可

以分为成六个派系：京派，苏派，徽派，

闽派，晋派，和川派建筑。 

-京派建筑, 北方 

典型

的建筑是四

合院，是北

京地区的传

统住宅，并

且具有深刻

的文化内涵。它的建造很讲究风水。风水

相当于是中国古代的环境学。比如，建筑

的择地，定位，和具体尺度，都需要按照

风水来做。另外，四合院里的房屋是围着

一个院子的，它们的一个特点是都坐北朝

南。四合院大门内还有影壁，为了保护隐

私并且还有不让里面的福气离开的寓意。 

-苏派建筑-江苏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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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派建

筑以它的园

林而闻名传

统中文园林

必须有曲径

通幽，不像

欧洲园林那样一看就能看到里面的一切。 

 

-川派建筑-四川 

川派建

筑其中有傣

族竹楼和川

西吊脚楼。

由于四川的

环境影响，

那里的建筑

逐渐成为了

不一样的建筑风格。比如傣族竹楼，是全

部用竹子和茅草建造，以粗竹子或木头做

柱椿，把上下分两层。只有上层能住人，

下层用来养动物和储存。另一种建筑是由

远古巢居的发展而成的吊脚楼。它是用木

桩或石为支撑的，上架用楼板，墙用木板

或竹排。 

还有徽派、闽派、晋派建筑各具特

色。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父母的家乡是江西南昌。在南昌赣

江边上的滕王阁是京派建筑，除了滕王

阁，我在南昌没有看到什么传统建筑，但

是江西在安徽边上，所以江西别的地方是

有徽派建筑。这几种建筑之间，我最喜欢

的是苏派建筑因为我很喜欢它美丽的园

林。 

我喜爱的中国动物 
作者：马天骏 

中国不但有好多很有趣的动物，还有

很多中国特有的动物。从黑龙江到广东到

新疆，中国的动物各有各的特点。这是因

为中国有太多森林、湖、河、沙漠、海洋

等。在这几千种动物里面，最有名的是大

熊猫、小熊猫、中国大娃娃鱼、金丝猴和

扬子鳄。 

我们都知

道黑白色的大

熊猫。它是中

国的国宝级动

物，住在四

川、甘肃和陕

西的各种森林里。由于在 1990 年，熊猫即

被猎杀又丢失了一大片森林，野外只有不

到两千只熊猫。它们的日常饮食几乎都是

竹子，每天可以吃 26到 84 磅。它们都是

胖乎乎的，可爱极了！ 

另外，中国的小熊猫虽然也叫熊猫，

但它们一点儿亲戚关系也没有。在中国，

它跟大熊猫是

邻居。它们跟

家猫差不多

大，只长到 2

英尺长。小熊

猫是红、黑和

白色的，生活

在树上。它们用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来

平衡，冬天时候用尾巴把自己盖住来取

暖。它基本上是吃植物，也很爱吃竹子。

现在，野外里只有 1万只小熊猫，因为它

们不仅失去了很多树林，而且也被猎杀。 

中国大娃

娃鱼也很有

名。它们可以

长到 6英尺

（1.8米）长，

活到 60多岁。

它最神秘的地方是娃娃鱼在水下不用鳃呼

吸，而是用皮肤吸进氧气。他们爱吃鱼、

青蛙、蚯蚓等，甚至还吃小娃娃鱼。它们

现在也快灭绝了，不仅是被过度的捕食，

而且它们住的河也被过度的污染和被占

有。 

扬子鳄，因为它们很漂亮。它们属于

短吻鳄，本来住在扬子江中下游的大片湖

泊和湿地，但是现在只生活在中国长江的

下游。 

还有金丝猴住在中国青藏高原寒冷的

高山森林里。它们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 25

种灵长类动物之一。 

所有这些可爱的动物都濒临灭绝，我

呼吁大家：让

我们好好保护

它们，不要再

捕杀它们。同

时也好好保护

地球吧！ 

 

中国的传统节日 
作者：袁艺萌 

中国人生活里有很多传统节日，比如

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儿童节，和中秋

节。每个节日都有它独特的神话故事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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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些节日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重要部

分。是一代

一代传下来

的传统和习

惯。 

关于

中国新年的

故事，我相

信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我每年都会和爸

爸，妈妈，外公，外婆，和妹妹一起过中

国新年，和家人一起吃饭、看春晚。除了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外公，外婆和爸爸

都在中国，而我、妹妹和妈妈在美国。虽

然今年我们没有一起过年，今年我没有像

往年一样帮爸爸抢微信红包，没有和外公

打牌，没有和外婆一起看春晚节目，这时

才发现这些小事情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

要，我在新年的早上就急忙给外公外婆隔

空拜年。中国新年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

一。它应该是全家人在一起过的一个节

日。 

元宵节是春节的最后一天。其实，元

宵节是我在中国节日里最不喜欢之一的。

这是因为我不喜欢吃元宵。家里的所有其

他人都特别

喜欢吃元

宵。每个元

宵节我都必

须硬着头皮

至少吃下一

个元宵，目

的是为了和

家人一起团团圆圆。今年我没有吃到外公

做的元宵，外公的元宵我一直认为比普通

元宵好吃那么一点点。希望明年元宵节能

吃到外公做的元宵。 

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秋节。每年

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全家会吃月饼，看中

秋节晚会和赏月。我们都特别喜欢坐在妈

妈爸爸的房间里，看着电视上的中秋晚

会，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一边吃月饼一边聊

天，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好了，因为那种时

刻我才真正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我特别喜

欢吃外婆做的肉馅月饼，但今年我吃不到

了。无论是中秋节

还是元宵节还是中

国新年，中国故事

里都是讲家庭的团

圆。 

在中国传统

中，家人是你生活

中最重要的人。不

管你做什么家人都

会爱你、照顾你的

人，永远都是希望你好的人。所以无论有

多忙，都一定要和家人多一点时间相聚，

多为家人做点事情。 

在我的生活里，一家人在一起过节是

最开心的。 

 

最难忘的城市——北京 
作者：张洛铭 

 说起我最难忘的中国城市， 那一定

是北京。 

从我两岁开始，每两年要跟爸爸妈妈

回一次中国，每次第一个到的城市一定是

北京。因为那里住着我的伯伯、伯母和爷

爷、奶奶。 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多人

的北京机场和高大的建筑，然后就是北京

的美食。从机场回到伯伯家的第一件事就

是吃饭，一

定是去在纽

约找不到的

正 宗 中 餐

馆。 味道

跟美国的中

餐好像很不

一样。有时

是奶奶在家

做好，也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家的味道。 

爸爸妈妈都在北京读过书。所以妈妈

回北京每次都会去见很多朋友。 有时会带

着我。有一次我跟着妈妈和妈妈的老师去

参观中国大剧院，漂亮的建筑和里面像博

物馆一样的陈设让我很难忘。特别是大剧

院还在繁华的市中心，据妈妈说还是最近

几年新修的。很难想象在北京的市中心能

新修那么漂亮的一个大剧院。 

我还在北京参加过那里的篮球夏令营，

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很友好。他们的中文都

太好了。篮球老师还一直鼓励我好好学篮

球。 

    除了上面提到的地方和美食之外，紫

禁城、长城、圆明园的美丽景色和爸爸妈

妈去茶馆听相声、北

京的大街小巷、伯伯

家附近的公园和商场

里数不清的美食都给

我留下了难忘的回

忆。真希望疫情赶快

过去，我能再回去看

看我的北京和住在北

京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