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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 2班习作集 

指导老师： 王开春 
 

长大了，我要做四年级的老师  
 

作者：刘家慧   
 

世界上有很多职业。有医生，牙医， 

律师，科学家，等等！每一个职业在我们

生活中都非常重要，就像老师在孩子们的

成长中的一样重要。在孩子们的校园生活

中，老师对孩子们健康活泼开心阳光成长

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星期一到星期

五，孩子们每一天都花八个小时在学校里

面。也可以说老师就是

学生在学校里的父母。

不仅教学术科目，而且

也教礼貌和生活技能。 

    我长大想做四年级

的老师。我每一次想到

想做老师的时候都会想

起一个人，她是我小时候的老师。 她很善

良和蔼和也很会了解我们孩子们的心里。

第一次看见她，她的脸是带着一个大微

笑， 像一个笑脸面具一样的一直都不离开

她的脸。 那时候我刚刚搬家到一个新的地

方新的学校上学。 那是我是四年级，在新

的学校里我没有朋友。 同学们在一起玩的

时候，我就坐在旁边。 吃饭的时候，也是

一个人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老师发现

了！从此以后休息时间她就陪我聊天，吃

饭的时候就陪坐在我身边一起吃午饭。 这

让我感觉到在她身边很开心也很有安全

感。 慢慢我开始有了朋友也一起吃饭聊

天......可我至今都无法忘记老师那慈祥

的笑脸和在我孤独时带给我的温暖。所

以， 我长大的时候也想要做她这样的老

师。做一个温柔和可以给学生依靠的老

师。让我的学生在我身边能感到我在她身

边的舒服和开心。 

 

我的猫 
 

 作者：陈浩宇    
 

    我的猫它名字叫小黄。他有一双锐利

的棕色眼睛和明亮的橙色条纹。他的毛也

非常蓬松，所以它看起来胖乎乎的。小黄

进入我们家已有三年了，已成为我们家不

可缺少的家庭成员。 

    每当我回到家打开大门时，小黄就在

楼上的楼梯口那里迎接我。它会发出”喵

喵“叫声，然后走下楼梯，像是欢迎我回

家。而我看到我的猫，感到非常高兴，上

学加课外活动的疲劳也消失了。有了小

黄，我的生活变得开心快乐，同时也给我

增添了责任关心和爱心。 

    我的任务是每天我

都要清理我的猫的便便

并更换它的食物。这对

每天繁忙的我来说意味

着增添了不少的额外工

作，因为我必须在深夜疲乏困倦的睡觉前

清理小黄的便便。 

    最近春假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坎昆有

一个星期的度假。度假期间，我们每天都

坐在海滩上喝可乐，享受着人间天堂的美

丽风景。可我内心时时地惦念着小黄。尽

管度假的前一天我我为小黄准备了一个多

星期的食品等，可是还是担心它。希望我

的猫在我们家外出的一周里会平安无事。

我们的坎昆之旅很快就结束回到了，我打

开门，迎接我的是小黄对我”喵喵“‘的

问候。我揉了揉小黄的头发，兴高采烈地

上了楼。 

    两天过去了，我开始了我的日常上学

做作业和参加课外活动。可是，有一件事

让我很困扰，小黄出奇地安静和懒惰。他

只会坐在角落里睡一整天。平时小黄很活

跃，很想和家里人打招呼。当很奇怪的

是，不管谁碰它时，它只会呻吟。 

    第二天，小黄的情况变得更糟了。它

开始呕吐，也没吃任何东西。只喜欢躺在

我的地毯上。我将它的状况告诉了爸爸。 

爸爸立刻带小黄去看了兽医。它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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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在家里焦急地等待，我期盼我的猫

没有任何问题，尽快有问题也只是小问

题，并且很快就会痊愈。当我父亲把我的

猫带回来告诉我们它得了尿路感染。尿路

感染会危及猫的生命，因为它会阻塞膀

胱。唯一的治疗这种疾病需要做手术，而

手术的费用约为 2000 多美元。这可是一大

笔钱呀！不过小黄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我

们对它很有感情，最后我们全家怀着对对

小黄得关心爱护带它去兽医医院做手术。 

    很快小黄出院了，每次我从外面回家

时小黄还是在楼上的楼梯口那里迎接我，

并发出”喵喵“叫声，然后走下楼梯，向

我走来...... 

 

第一次参加华夏总校辩论赛 
 

作者：迟迪安    
 

    2022 年 4月，我第一次报名參加了华

夏中文总校的辩论比赛。在普兰斯堡分

校，我的中文学校选拔赛时，我选择的辩

题是正方。在写正方辩题时，我花了很多

时间，也很信心满满。最后有资格参加华

夏总校的辩论总决赛。离总校总决赛的时

间可以用手指数了，但有一天，我们辩论

赛队的队长说正方人太多。决定正方或者

反方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万万没有想到

我抽了反方，也就是我重新准备我的反方

辩题稿子。 

    重新写反方辩题的时候，我感觉我满

脑子空白，加上时间非常短和学校作业以

及课外活动等。我那时都有了放弃参加比

赛的想法。 可经过斗争和父母的支持鼓励

后，我决心认真准备反方辩题稿子。完成

后，改了一遍，又一遍。感谢妈妈做正方

同我一起练习。有时候会在车上，有时候

会在吃饭桌。2022年的春假，让我难以忘

记。我们队的队员们一起练习。在不断的

练习中我学习到很多辩论的知识和技巧。

在 4/17，我们队的队员们聚集华夏总校的

比赛场地参加总决赛。在我们队即将参赛

之前，我得知我们的正方对手有一个是从

中国来的，中文说的非常流利。上场前，

我就觉得紧张，因为怕他提出的问题我会

不明白，更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是我们队

的队友们都鼓励我，不要想那么多，把我

们平时准备的辩题时讨论的东西说出来就

好了。比賽的时候，刚开始很紧张，但是

一想到队友们对我给我说的话，我就将准

备的问题提

出来，对方

选手提的问

题回答。尽

管不是那么

完美，但是

我和我们队的队友们都努力了，并荣获总

校辩论比赛第三名。  

我第一次参加辩论比赛，坚持和不放

弃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的运动经历 
 

作者：胡嘉瑄    
 

    我叫胡嘉瑄，是中文 8年级 2班的学

生。我喜欢运动！我参加三不同的运动：

垒球、足球和篮球。这三项运动非常不

同。成为一名运动员不仅对你的身体好，

而且也教你如何适用于运动之外的生活环

境和经验。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垒球。我从很小的

时候就开始打垒球。我小的时候看我哥哥

打垒球，我就想跟他学。多年来，我对这

项运动的热爱与日俱增，尽管它很具有挑

战性。垒球是个很难的运动，教了 我很

多，其中一件很重要的是让我学到了如何

面对失败。这有助于我应对生活中可能失

败的事情 ，比如考试成绩不佳。垒球也教

会了我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能够学会自

己激励自己，是一项让我更成功的技能。

我也学会了不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这些

年来，我和很多球员一起打过球。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善于发挥自己的

长处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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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喜欢踢足球。在我参加的所有运

动中，足球最需要团队合作。我最亲密的

朋友都在我的足球队，我们一起长大。我

从这项运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到的

一件事是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当我运球

时，我可以选择继续运球或传球。我要学

会在适当的时候做正确的决定，所以有的

时候是 传球，有的时候是运球自己得分。

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是不要专注于你无法控

制的事情。 当我踢足球时，我可以传出精

彩的传球，而我的队友没有接到。我知道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不能 生气。你只能努

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不应该过分关注别

人。我也学会了心态好。足球是一项非常

耗体力的运动。如果你每次被撞到都生

气，你的挫败感会让你发疯。我学会了无

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努力保持冷静。  

我最近才开始打篮球，这是我唯一一

个只在学校参加的运动。我开始打篮球是

因为我想和我的朋 友们一起玩。虽然我打

的时间不长，但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

学到的一件事是如何去享受运动的过程。

我不太擅长篮球，所以很难在打球时获得

乐趣。但是， 我了解到，如果我尝试玩得

开心，我最终会玩得更好。而且，如果我

做得不好，至少我玩得很开 心。还有一点

我学到的是尝试新事物。我从没想过我会

在学校打篮球，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篮球。

但是 ，打学校篮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经

历。  

这些是我从参加三

项运动中学到的一些知

识。运动不光教会了我

技巧和能力，在此过程

中 我也获得到的很多有用的经验，培养努

力拼搏的坚强意志，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

人。 
 

自我介绍 
 

作者：奚思成    
 

    你好! 我的名字是奚思成. 我英文名

字是 Maia Hicks. 我今年十三岁, 是七年

级在 Thomas Grover中学上学. 我家住在

Princeton Junction NJ.。我们家庭成员

有我，我的妈妈和我的猫。  我猫的毛发

是黑色和白色. 今年二岁.  我很爱它, 也

非常最喜欢同它一起玩. 我和我的妈妈给

了它很多玩具. 它自己已有了很多 Sushi

的玩具。 

    我有很多兴趣. 我喜欢画画儿. 我最

喜欢画动物尤其是画我的猫. 我家有六个

植物， 植物是很可爱也保护家里环境。因

为我和我的妈妈担心我们的猫会把它们吃

掉所以我们放在高高的台子上!  我喜欢打

毛线. 我给我猫打了两顶帽子. 它戴上后

很可爱!  

    我也喜欢音乐, 我会两种乐器：彈琴

和吹喇叭. 我也喜欢听音乐. 我是学校的

乐队队员；我也是学校 Jazz Band的队员. 

我最喜欢 Jazz Band 因为 Jazz是很有趣，

听起来也非常享受.  

我也喜欢科学课是因为我的老师把科

学课说得非常有趣. 在学校是我有很多好 

朋友，当我会有不高兴的时候，我的

好朋友们都会安慰和关心我。 因为我的兴

趣爱好广泛，所以我每天的生活都很开心

有趣。 
 

第一次参加铁人三项 
 

作者：司馨彤    
 

    你好，我的名字是司馨彤。我在中

国，北京出生，五岁时随父母一起移民到

美国。我今年快十四岁了，正在在

Lawrence Middle School 上八年级。我有

深棕色的短头发，和深棕色的眼睛。我有

很多兴趣：读书，画画儿，学习科学，跑

步，和一些别的运动。 

    我最喜欢画画，也上画画课。我最喜

欢画画的方法是丙烯，然后我画丙烯画也

是最好。我不喜欢画水彩应为我觉得很难

控制和放颜色。别的画画方法我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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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画画，我还在我的学校里参加很多艺

术活动。我也有很多别的喜欢和想要参加

的活动。期待有一天我可以说我把所有想

干的事情都干了！这里我就简单分享一下

我参加“铁人三项”的活动。 

    我 11 岁时加入了一个“铁人三项”活

动。铁人三项是一个运动比赛，包括游

泳，骑车，和跑步的三项。我加入的需要

我们游 100 米，骑车 2英里和跑 1.5英里

的项目。我是加入 10-12岁的组，然后我

们这组比赛是早上 8点 开始，那天我很早

起床，而且非常兴奋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项

比赛活动，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铁人三项。

我到比赛现场时，更开心的是我见到了我

的一些朋友。我们第一个项目是游泳。游

泳有一点儿累，但是好玩。游泳以后是骑

车。拿到我的自行车后我赶快骑，骑的很

累，但是最后骑了 2英里。我下自行车就

开始跑。跑步很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跑

过那么长的距离。

最后，我终于跑完

了，跨过了终点

线！ 

    第一次参加铁

人三项，很难忘！

至今想起来都记忆

犹新伴随着喜悦兴

奋。 

我是一位努力学习的男孩子 
 

作者；李弋帆  
 

    大家好，你们认识我吗? 我的名字叫

李弋帆，今年十三岁，读七年级。 我爸爸

妈妈是二十年前从中国来到美国，我出生

在美国新泽西州，但是现在 我住在宾夕法

尼亚州。我有一头黑色的短发，一双棕色

的眼睛，不高不矮的 鼻子，身高五英尺四

英寸。  

我的兴趣爱好有网球，游泳，音乐，

玩游戏和看书。我去学打网球是因 为我有

很多朋友都在打网球，这样我可以跟他们

一起玩。我渐渐越来越喜欢打网球了 ，所

以经常主动去练习。去年夏天, 我同一位

高中生一起学打网球，他教了我很多打 球

的技术和技巧。 

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去一个网球场

同其他打网球的人比赛。我先后同三个人

比。虽然打得很累了，但是我都赢了，真

的很高兴！ 你们不要以为我只喜欢运动，

我在学校的学习也很努力。我学校课程大 

多都是 A，只得到一个 B。所以我的目标是

更加努力学习，做好每节课的预习和复

习，尽量做到最好，能把 B 变成 A。  

我也很喜欢音乐。我会拉小提琴，吹萨克

斯风，和弹钢琴。我从小就开 始弹钢琴，

学会了很多曲子。我参加了学校的管，弦

乐队和爵士乐队，我在乐 队中拉小提琴和

吹萨克斯风。参加了高中学校的演出了和

很多自己学校的 音乐会。  

    我最近对拍电影

也开始感兴趣了。有

一天我去帮忙拍一个

小电影。早晨我很早

起床后很快就同 3个

人一起坐车去了拍电

影的片场。我们到片场时已经是上午十点

钟。 我的任务是帮他们布置拍电影的地方

和做收音的工作。这个电影很小，只有三

个演员。一个人给我一付耳机，一个麦克

风，和一个话筒。话筒很长和重，但是我

可以拿住。 我帮他们装好灯和拍电影的准

备工作，我在白板上写了 计算机代码。 

三个演员复习了剧本，把剧本都记下来。

所有人都准备 好了，我们就开始拍电影

了，我们第一幕拍了两个人在争辩， 两个

演员表演的很好，像真的在争辩一样。 完

成那个场景后，我就回

家了。我觉得很好玩，

很有趣。 也希望下次

还可以再来参与拍电

影。 

这就是我，一个喜欢运动音乐拍电

影，并且努力学习的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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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龟 
 

作者：刘童晞 
 

          我永远记得几年前的那个春天。  

    当时，九岁的我和爸爸随着暖暖的春

风，跟着空中飘扬的白桃花，慢悠悠地走

在小河 边。河里的清水一边向远方流去，

一边带着荷叶和小石子在水中玩耍。就在

这时，我突然发 现一只正在河中疯狂坚持

漂浮的小乌龟。 我指着乌龟好奇的说，

“爸爸，你看！这只乌龟不会游泳，” 爸

爸对着我摇了摇头说，“这好像不太对。

它虽然小，但是所有乌龟应该天生就会游

泳的。”  

    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它脚受了伤，所

以才浮不起来。对爸爸说，“受伤的乌龟

很容易就 被别的动物吃掉，我们需要帮帮

他。” 爸爸想了想，就在草地里找到一根

长长的树枝，把它伸到水里，轻轻地把小

乌龟从河 里拿了起来。也就这样，在那个

春色满园的一天，我和爸爸带着一只像银

币一样大的小乌龟 回到了家，决定把它的

伤养好。  

    时间就如小河的水流，奔流不息。一

转眼，小乌龟的伤已恢复了，闷热的夏天

也到了。  

    在一天阳光明媚的夏日，我和爸爸带

着乌龟回到了清水潺潺的小河，准备把它

放回 河里。在盒子里的乌龟已经像我的

手掌一样大了，眼看我们到水边，兴奋地

趴了出来。 它迈出去的每一步，都让我

想几个月以来的美好时光。乌龟也回头看

了一下我，像是 

在默默地保留我

们之间的友爱。

最后，它还慢慢

地游走了，游向

自己的家园，自

由和快乐。  

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天，这天乌龟走进

了我的生活中...... 

 

我和我的朋友 

作者：高博年 
 

   我叫 Gabriel，中文名字叫高博年。我

有几个好朋友，李明就是其中之一。李明

有一头黑发，是美籍华人。我们是在中学

一年级的西班牙语课上认识的。那天，我

们正在参加西班牙语考试。我在家里说葡

萄牙语，所以西班牙语对我来说很容易，

而且他也擅长西班牙语。我们都是第一个

完成考试的人，考试后老师给了我们一个

项目，那个作业是考试的口语部分。我们

需要录制一段视频，用西班牙语互相提问

并回答。我们都互相问了问题，然后我们

开始更多地交谈。我们注意到我们都喜欢

玩电子游戏，而且都对电脑感兴趣，所以

我决定邀请他星期六来我家。那天晚些时

候，我们在午餐时见面并决定一起吃饭。

从那天起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今天我

们还在网上聊天，因为我在佛罗里达，他

在新泽西。 

    去年夏天，我去过李明家。他的房子

很大，还有一个带田地的大后院。我经常

去他家，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玩游戏和面

对面交谈。这一次，我们决定在某个地方

骑自行车。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骑过自

行车，甚至不会骑自行车，所以他不得不

教我。在我学会了如何骑自行车后，我们

骑着他们沿着街道穿过森林中的一条小

路。我们玩得很开心，从那天起，我就知

道怎么骑自行车了。我甚至在佛罗里达买

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骑了。 

    在我和我们全家离开新州搬去佛罗里

达的几天前，我去了朋友家作为最后的告

别。我们在那里玩得很开心，玩电子游

戏，最后，我的朋友给了我一份告别礼

物，他画了我的猫。那是我最后一次亲眼

见到他。尽管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州，可我

们的朋友情还在，因为我们可以在网上聊

了很多，也相信我们很快又会见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