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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 1 班 
指导老师：万莉芳  

 

我喜欢旅游 
作者：李乐乐 

 

我最喜欢做的

事情之一是旅游。

我们可以坐不同的

交通工具去不同的

地方旅游。我们可

以去游乐园坐过山

车摩天轮；去山上

滑雪爬山；去海里

游泳潜水；去河里漂流；去城市里看有名

的建筑，博物馆，水族馆等；去国家公园

看峡谷，森林，冰川，湖泊，喷泉，瀑布

等等。去不同的地方和国家旅游，我们可

以看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自然风景，吃到

不同的美食，讲不同的语言，跟不同的人

聊天交朋友。旅游可以非常放松，一整天

什么也不做，就是看看书，晒晒太阳，听

听音乐；也可以一天去很多地方，走很长

的路，累得不行。 

其实，我最喜欢旅游的原因是一家人

一起计划行程，一起做一件事情，一起度

过开心的时间，一起有美好的回忆。每次

旅游，我们都会照很多照片和视频。虽然，

照相的时候，我经常不愿意合作，但是现

在看起来，觉得那些照片真是太有趣了。 

我非常期待下一次旅游，也许我们会

回中国去看爷爷奶奶。我已经很久没去看

到他们了。 

 

永远的爱好 
作者：周欣阳 

 

“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从小到

大,足球是我雷打不动的答案。足球一直是

我可以依靠的让我开心起来的运动; 无论

什么状态，足球训练之后，我的心情总是

很好。 

    不过今年我要上高中了，原以为足球

对我来说不再会是一个好玩的运动了。因

为进了高中不仅功课更加繁重，而且既要

为在校队还要为俱乐部踢球, 我会像陀螺

一样天天不停地转。还有我不认识任何队

友，我担心踢球会很无趣。但出乎我的意

料之外，这个赛季不但是一次奇妙而好玩

的经历，而且我还从比赛中和从队友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高中足球队队员

和教练是在夏天时候。作为新生队员，我

当时谁也不认识， 我感到好尴尬。但那天

有一个高年级的队友走过来与我打招呼，

她说认识我姐姐，一下子我就觉得我们的

距离缩小了。一会儿，同年级的一个队友

也说在餐厅见过我，我们便聊起来各自选

的课程和老师，不久我就忘了自己是新来

的队员。我第一次训练，踢的很好，教练

还表扬了我，慢慢地我越来越有信心，比

赛也从候补变成主力。眨眼之间，我几乎

每场比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踢，几乎每周都

打 3 场比赛。渐渐地我发现我的队友成了

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们像家人一样互相帮

助。高年级队友主动与我分享关于高中学

习的建议，并在球场上给我指导。那是我

在足球场上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我的高中第一年的足球经历很棒！虽

然学校作业的压力加大，但因为足球带给

我很多的快乐，我也不觉得辛苦，而且我

还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我的时间，所

以如果

你现在

问我的

最爱是

什么，

我的答

案仍然

是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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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之美妙 
作者：孙遥遥 

 

我六岁就开始

滑雪。 刚开始学

滑雪的那天，就被

白白的雪花吸引住

了。我抬头看到专

业滑雪者在陡峭的

斜坡上滑雪，他们的动作显得极为优雅，

令人印象深刻。我心想:“我希望有一天能

够像他们那样滑雪”。 

接着，我的教练对我说：“准备好了

么？” 

我回想起刚刚看到的滑雪者，兴奋地

回答：“我早就准备好了！” 

教练一边拽着我的手，一边往山下滑。

我一睁开眼睛，就感觉到冷风在我脸边旋

转。这种感觉真令人高兴！教练放开我的

手以后，我慢慢的自己接着滑。虽然我当

时真的很不擅长滑雪,但是我忍不住觉得自

己是滑雪班里滑的最好的学生。从那天起，

我对滑雪的热情越来越强。 

在我滑雪的八年中，我去过全国各地

的许多滑雪山。例如，犹他州，科罗拉多

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

亚州，纽约州，还有佛蒙特州的雪山我都

去过。我最喜欢的滑雪胜地应该是加利福

尼亚的 Squaw Valley，因为这山不仅绝对

美丽，而且坡度也极具挑战性，使整个体

验变得更加有趣。此外，从山上还可以看

到太浩湖。太浩湖使那里的滑雪经历更加

令人难忘。水是蓝绿色的，整个湖泊让人

看起来无比神奇的。我还喜欢在加拿大的

班夫滑雪胜地滑雪。在山顶上，您可以看

到类似于太浩湖的路易斯湖。 

当我滑雪时，感觉就像快要飞起来了。

滑雪使我兴奋，每条具有挑战性的滑雪道

都使我感到很成就。通过学习滑雪，我不

仅在滑雪方面变得更好，而且在挑战似乎

不可能的时候学会了坚持不懈。 

 

滑雪 
作者：杨莉恩 

 

2021年圣诞节

到了，我们一家人

去了弗蒙特滑雪。

我们以前每个寒假

都会去滑雪。但是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已经两年没去了。所以这次我们一家

都非常激动。 

今年我们去的滑雪场叫 Jay Peak 

Resort。这是我第三次来这儿滑雪。这个

滑雪场在弗蒙特的北方，在美国和加拿大

的边境上。这里不仅可以滑雪，还有室内

水上乐园。 

第一天早上吃完早餐，我和我弟弟迫

不及待地想去滑雪，一直催着我爸爸赶快

带我们出门。当我

们来到了滑雪场，

眼前一片白茫茫，

就好像进入了一个

雪白地童话世界。

我不由得激动地跳

了起来。因为好久没滑雪了，刚开始滑的

时候我有点紧张。双脚好像不听我使唤。

但是，当我多练习了一会儿，很快我就记

起来应该怎么滑了。 

那里的雪道分成三个难度。难度由低

到高的是绿道，蓝道，和黑道。我们一开

始先滑了一些绿道来练习一下。接着，我

们就去坐了到山顶的黑道缆车索道。到了

山顶上的时候，我往山下一看，一棵棵松

树上挂满了雪花，像穿上了一身身洁白的

风衣。滑雪的人穿着五颜六色的滑雪服往

下滑，就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从山上往

下滑的时候，爸爸在我们前面带路。我和

弟弟跟着一会往左，一会往右，轻盈地往

下滑。不知不觉我们很快就滑下山了。 

滑雪真的很有趣。我希望疫情快点结

束，以后我们就可以每年冬天都可以去滑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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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时的好朋友 
作者：陆靖源 

 

 我以前有个好朋友，她叫 Audrey 

Wang。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先见到她。因为

我们在不同的班级里，所以我们那时候交

流不多。但我们俩的家都在同一个小区，

我们的家人经常见面。过了一段时间，

Audrey的妈妈跟我的爸爸妈妈变成了好朋

友。 

一年级的时候，Audrey和我被分成到

同样的班，我们就慢慢的成了好朋友。

Audrey很聪明，她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和

黄色。 

两年级时，我

们又在同一个班里。 

我们每天坐在校车

上一起回家，每个

星期串门。Audrey

比我聪明--中文比我好，数学比我好。她

写的字也比我的漂亮。她养两条鱼，她爱

玩乐高。她跟我上一个武术班。两年级的

时候，我是黄腰带。她是白的。有一次，

Audrey告诉我她想比比看谁会先得到一个

黑腰带，像无数老师带的颜色。“那当然

是我啊，”我回答过。可是，Audrey武术

打得也挺不错的。她说不定能够比我先考

到黑带子。 

过了夏天，我妈妈告诉我跟 Audrey又

在同样的班级里。“太好了！说不定我们

明年上四年级也能在一起。“Audrey帮助

我提高中文和数学。我帮助她提高画画水

平。Audrey很会开玩笑，很会跳绳。她爱

吃苹果和各种各样的小点心。三年级的时

候，她武术已经跟上我了，我们俩现在都

是橘色腰带。 Audrey家里有很多卡--Poké

mon卡。我也向我的爸爸妈妈要 Pokémon卡。

我想跟 Audrey一样。Audrey iPad 上装了

一个游戏叫 Minecraft。我又向我爸爸妈妈

要一个，我想跟 Audrey一样。 

有一天，在中文学校的休息时间，

Audrey告诉我她要回中国了。”回多久？

“我问她。”我不知道。最起码五年左右

吧。”三年级以后，她就走了。她离开之

前送过我好几些小礼物。一个是个能放笔

的笔筒。那是 Audrey用自己的乐高做的。

那个杯子是彩虹色的，Audrey 还用了一些

白色的乐高作为云。这个杯子现在还在我

房间里的桌子上呢。 

    现在已经快要超过六年的时间了，可

是 Audrey还没有回到美国。几年前，我们

用过 WeChat讲话，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

不回我发的信了。Audrey现在不知道我过

了那么多年还玩 Minecraft。她不知道我把

我的头发剪短了，也不知道我去年过生日

得了什么东西。她也不知道我好不容易考

到了棕带子。虽然她以前有时候会让我开

心，有时候会让我觉得烦，但她还是我生

活中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我现在偶尔会想

起她，希望她也想过我。 

 

我的姐姐 
作者：常玉玲 

 

我有个姐姐。她比我大六岁，现在二

十岁了。她正在 TCNJ上大学，还有一年她

就要去纽约上学了。像我的哥哥一样，姐

姐要上三年大学和在验光学校学四年。我

的哥哥也是上完大学后去当验光师。毕业

后，她就可以当验光师了。 

从小，我就跟我的姐姐很亲。每天会

找她玩。她学习的时候，我也会去打扰她。

姐姐忙起来之后，爸爸妈妈有时候把我轰

出姐姐学习的屋，但是她都不怎么会叫我

走。当我伤心或者需要建议的时候，我都

会去找她。她每次会耐心地听我述说并安

慰我，给我的建议，我

很崇拜她。姐姐给我的

建议我大部分都接受。

姐姐教了我很多关于社

交的事情。 

姐姐去纽约之后，

我会很想她。我希望我可以去纽约看她或

者她来家里看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