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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YHIS Community,

I am pleased to present you with the first edition of <<Meng Ya >>.  The name <<Meng Ya>> 
represents how we see our children, as young shoots with full of potential. This anthology 
represents the learning spirit of our students who continue to grow in their u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publication is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many hands that come together to 
support our children. A special mention to the YHIS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for leading this 
initiative, and our parents for providing pictures of our students.
 
I hope you enjoy reading this anthology as we celebrate student learning at YHIS.
 
Thanks,
 
Samuel Goh
Head Principal

亲爱的华圣师生及家长，
 
 我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第一期《萌芽》。《 萌芽》这个名字诠释了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孩子们的，充满潜力的
幼苗。这本期刊展示了学生们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学习精神。这本期刊得以出版，得益于许多人共
同努力、支持我们的孩子。在此特别感谢华圣国际学校中文部带领开启这项写作活动，以及家长们提供学生的
照片。
 
希望您在享受阅读这本期刊的同时，与我们一同庆祝学生在YHIS的学习。
   
衷心感谢，

Samuel Goh 
校长

刘佳美    
孟红欣
陈张楚 
杨苹苹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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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间

郑胜琬的房间

       我的房间里有床和椅子，还有打印机、时钟和桌
子。

       椅子在桌子右面，镜子在柜子上面。

       这是我的房间。有床，书柜在床的上面，沙
发在床的右边，电脑在桌子上面，椅子在桌子旁
边。

G1   KyeongJun P.
朴京俊

G2   SungYeon K.
金宬演

G1   SuengWan J.
郑胜琓

我的房间

       这是我的房间，我的房间里有床，床上面有时钟。

       椅子在桌子的后面。

｜我的房间 (G1-2)1



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有桌子。桌子上有椅子，椅子上有一个
床。床上有电脑和打印机。床下面有书柜。书柜上面
有沙发。

G2   TaeEun K.
金太恩

G2   JunSeo P.
朴峻书

G1   GaOn L.
李加温

李加温的鲨鱼

       这是我的鲨鱼。我的鲨鱼是绿色的，它的名
字叫李鲨鱼。

       鲨鱼喜欢吃鲨鱼。

小仓鼠

       我有一只小仓鼠。它的名字叫小电。小电的耳朵
很漂亮，是金色的。小电很喜欢吃蚯蚓。

我的宠物｜ 2



我的小乌龟

       我有两只乌龟，名字叫芒果和莎莉。一只是黄
色的，一只是黑色的。

G2   Timothy M.
天睦

虫子

我有一只虫子。

名字叫虫子。

虫子的下巴很漂亮。

G2   Jun N.
南俊

｜我的宠物3



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是哥哥，他姓蔡，长得又高又瘦。他
有个好习惯，爱读书，但他也有个坏习惯，这也和
看书有关，就是看书的姿势不好。他特别聪明，所
以他是他们班的学习委员。我们经常去他们家吃饭，
有时候我们会点海底捞吃。我们俩经常一起玩，可
是我们总会吵架。我的妈妈和他的妈妈在我还没出
生时就认识了，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特别好。

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是RJ，他很瘦，喜欢穿黑色的衣服。RJ
姐姐的名字是Ruyi。我妈妈做好吃的，我会送给RJ
家。RJ的家很大，我周末会去他家玩，他也来我家
玩。以前我和RJ经常打架，现在很少了。我很喜欢
RJ，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是张叔叔，他是光头，戴着眼镜，他
有个女儿叫张花。他经常给我们送汤圆和豆角。我
爸爸也会经常去他家喝酒。

G2   MeiXi J.
金美希

G2   Emmanuel G.
吴恩乐

G2   SooA L.
李秀雅

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是一个叔叔。他长得很高也很帅。有
一天他送了一箱苹果和一颗大白菜给我们家。有一
天中午我爸爸出去取快递的时候，看见了叔叔，他
们打招呼，没想到上电梯的时候又遇见了，就一起
坐到了十三层。

G2   YiXuan G.
郭懿轩

我的邻居｜ 4



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是建文，他每次去我家的时候都会捣
乱。他长得瘦瘦的，还有点矮。我们的父母是同
事，我们也从小就认识。

关于我

       你好！我叫吴恩惠。我六岁。我是新加坡人。
我家有四口人，有妈妈、爸爸和哥哥。

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是一个阿姨，她的名字叫林华，她家
有五口人，她的女儿每天早晨练习架子鼓，我喜欢
听她打鼓的声音。

关于我

       你好！我叫金恩喜。我五岁。我是韩国人。我
家有4口人。这是我妈妈，爸爸，弟弟。

G2   XiuRan W.
王秀冉

G1   Naru Z.
赵育

G1   InHe K.
金恩喜

G1   Esther G.
吴恩惠

｜关于我 (G1-2)5



关于我

       你好！我叫Runa。我八岁，我是韩国人，我家有
四口人。这是我爸爸，妈妈和哥哥。

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的头发不长，眼睛很小，嘴巴很大，
鼻子很小，耳朵很小。我的妈妈的头发很长，眼睛
很小，嘴巴很小，鼻子很大，耳朵很小。我的哥哥
的头发不长,眼睛很小，嘴巴很大，鼻子很小，耳朵
很小。

关于我

       你好，我叫Sophie。我八岁。我是韩国人。我家
有四口人。这是我姐姐，这是我，这是我妈妈，这
是我爸爸。

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的头发不长，眼睛很大，嘴巴很大，
鼻子很大，耳朵很大。我的妈妈头发很长，眼睛很
大，嘴巴很大，鼻子不小，耳朵不小。我的妹妹的
头发很长，眼睛很小，嘴巴很小，鼻子很小，耳朵
很小。

G2   RiHa M.
文理河

G2   YuRi K.
金柔利

G1   ChaeWan J.
郑採琓

G1   JaeHyun P.
朴宰賢

我的家人｜ 6



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的头发不长。眼睛很大。鼻子很小。
嘴巴很小。耳朵很大。我的妈妈的头发很长。眼睛
很大。鼻子很大。嘴巴很大。耳朵很小。我的眼睛
很大。鼻子很小。嘴巴很大。耳朵很大。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Elsa。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
双胞胎弟弟和我。我们都是韩国人。我爱我的家
人，他们也爱我。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Evan。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
双胞胎姐姐和我，我们都是韩国人。我爱我的家
人，他们也爱我。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金成源。

       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两个哥哥和我。
我们都是韩国人。

G1   SeHyun R.
林世弦

G4   JiHu Y.
尹志玉

G4   DaRan Y.
尹茶兰

G4   SeongWon K.
金成源

｜我的家人7



我的家人

       大家好，我叫李东民。我家有五口人。爸爸、
妈妈、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我。我们都是韩国
人，我爱我的家人，他们也爱我。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金知胤。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
妈、哥哥和我。我们都是韩国人。我爱我的家人，
他们也爱我。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Daniel。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
妈、妹妹和我。我们都是韩国人。我爱我的家人，
他们也爱我。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Chae，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
一个妹妹和我。我们都是韩国人。我爱我的家人，
他们也爱我。

G4   DongMin L.
李东民

G3   Oliver K.
金知胤

G3   MinJun C.

G4   ChaeRyeong K.
郭采怜

我的家人｜ 8



我的家人

       我是韩国人，我叫高谞炫。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我和猫。

       我爱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Julie，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
弟弟、哥哥和我。我们都是韩国人。 我爱我的家
人，他们也爱我。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李准瑀。我家有4口人，有爸爸、妈
妈、妹妹和我。我们都是韩国人。我爱我的妈妈、
爸爸，他们也爱我。

我的家人

       我叫金圣洁，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两
个妹妹和我。我们都是韩国人和加拿大人。我爱我
的家人，我的家人也爱我。

G3   SeoHyeon K.
高谞炫

G3   JunWoo L.
李准瑀

G3   YeonWoo K.

G4   SeongGyeol K.
金圣洁

｜我的家人9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金温柔，我是韩国人。我家有五口
人，有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和我。我们都是韩
国人。我爱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爱我。

我的家人

       你好，我叫Ania。我的家有六口人。我的家有
爸爸、妈妈、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我。我是美国
人，我爱我的家人。

G3   OnYu K.
金温柔

G4   Ania L.

我的家人｜ 10



早上，我把饭吃了。之后，我穿好
衣服。我刷牙，最后，去学校。

中午我玩游戏。之后，我把作业做了。

晚上，我把牙刷了。刷完牙以后，我跟妈妈聊天。
最后，我很幸福地睡觉。

早上，我把饭吃了。我把衣服穿好了。 
我把牙刷了。

中午，我玩Nintedo，我踢足球，我在学校把饭吃了。

我看书和学习教材。我躺在床上睡觉。

我的一天

我的一天

G4   HeeGeum A.

G4   JiHo K.

｜我的一天11



早上，七点二十分我把早饭吃完以后，
我把衣服穿好了。

我把午饭吃完以后，我去游乐园玩儿 。

我把作业写完以后我睡觉。

今天早上，我把米饭吃了。我把牙刷了。

中午，我把书看完了。还玩了球。中饭，我把肉吃
了。

我玩手机。之后，我把作业写完了。晚饭，我把鱼
吃了。

我的一天

我的一天
G4   DoHyun K.

G4   SuA N.

我的一天｜ 12



G4   JiHo P.

G4   JinSeo P.亲爱的老师，   

                                               

       您好！ 

       我今天不可以去学校，因为我今天受伤了，

有一点儿头疼。 

       祝您                                                

天天开心！  

      

学生：Andy.P

亲爱的老师，   

                                               

       您好！

       我今天不能去上课了，因为我的头受伤了，

骨头也受伤了。

       祝您                                                

天天开心！  

      

学生：James

给老师的一封信

给老师的一封信

｜给老师的一封信13



亲爱的老师，   

                                               

       您好！ 

       我不可以去学校，因为我的手受伤了，很

疼。今天的作业我明天再给您！ 

       祝您                                                

身体健康！  

      

学生：Bonsu

G5   BonSu G.

给老师的一封信

给老师的一封信｜ 14



（图片源自百度）

门怎么关不上呢？

       小猴子在门口吃桃子。

       他吃完桃子，看到不可以关门。他不可以关门，
因为有一个桃核。他把桃核放在垃圾桶里，后来门关
上了，所以他很高兴，去踢足球了。

门怎么关不上呢？

       小猴子在门口吃桃子。

       他吃完桃子想关门，但是门不能关。他不能关
门，因为桃核在门口。他把桃核放在垃圾桶。门关上
了。所以他去踢足球了。

G5   JiOn J.

G5  SeungBin S.

｜门怎么关不上呢？15



（图片源自百度）

孙悟空和超人

G4   EunGyeom C.

       孙悟空和超人是好朋友，他们都能在天上飞。 

       他们想比赛，但是他们不比飞。问题是：“五
个半小时是多少分钟？”孙悟
空说：“不到一分钟。”超人
说：“150分钟。”孙悟空想了
想说：“是330分钟。”

孙悟空和超人

G4   SeoHyeon J.

       孙悟空和超人是好朋友，他们都能在天上飞。他
们不比飞，比做题。问题是：“五个半小时是多少分
钟？”孙悟空说：“不到1
分钟。”超人说：“150分
钟。”孙悟空想了想说：“
是330分钟。”

孙悟空和超人

       孙悟空和超人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都可以在天上
飞。今天他们不比飞，比做题。问题是：“五个半小时

是多少分钟？”孙悟空说：“
不到1分钟。”超人说：“150
分钟。”孙悟空想了想说：“
是330分钟。”

G4   GaHye S.

孙悟空和超人｜ 16



学校里的事儿

       我们玩踢足球，我很高兴。我的朋友受伤了，
他很疼，他哭了。

学校里的事儿

       我和朋友一起玩，我们一起踢足球，很有意
思，我喜欢足球，我想每天都踢足球。

学校里的事儿

       为了看电影，我和妈妈一起去了学校。但是我
觉得电影没有意思。所以我跟我朋友一起玩了。还
有，我们吃了爆米花。后来电影结束了，我和妈妈
一起回家。

学校里的事儿

       我喜欢画画的时间。今天我画了鸟，昨天我画
了树。老师让我把鸟贴在树的画上，这次的活动很
有趣。我想每天都有美术课。

G3   Won Kyu K.
   (Andrew)

G4   Jeong Yeon Y.
                        (Bella)

G3   DoJin K.
                              ( Jin)

G3   Yeon Woo K.
                          (Kate)

｜学校里的事儿17



学校里的事儿

       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和朋友玩黑手党游戏。游
戏里有警察，医生，黑手党还有人扮演的角色。当
每个字都写下来的时候，我们锁定并抓住，我们必
须跑得快。浩浩，香香，我们一起玩总是很有趣。

学校里的事儿

       今天我们考试，考试很有意思，我喜欢考试，
因为考试不难。我觉得自己很棒，我的朋友不喜欢
考试，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考试。

学校里的事儿

       今天我和朋友和五年级的同学一起踢足球，我
们赢了一局，是第一次得分的队伍。我的朋友奥利
弗挡不住我的球，我就期待和擅长足球的五年级同
学踢。他们说我也很擅长足球。明天我想和我的朋
友奥利弗一队。

学校里的事儿

       写作使我高兴，因为我喜欢创造。我为有创意
的我感到骄傲。在学校我写了关于怪物的文章，爸
爸妈妈看到以后非常高兴，那时，我也很高兴。

G4   SiEun K.
                              (Mari)

G3   InHwan P.
                           (Ray)

G4   Kang Woo L.
                          (Ricky)

G3   HaaRin L.
                            (Sophia)

学校里的事儿｜ 18



学校里的事儿

       今天，我们开了派对。因为Mrs. Hinnings 回学
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有饼干和苹果汁，
是老师准备的，我觉得应该谢谢老师。吃完以后，
我们一起聊天儿，她说了他的家人，很有意思。我
们也介绍了自己，老师很高兴。

学校里的事儿

       今天早些时候，我上了科学课。我们做了关于
声音的科学实验，这很有趣。我喜欢科学。

学校里的事儿

       我在五年级。我们有派对。我的朋友他的爸爸
去我们的教室。他开始放《星球大战》，我们可以
吃爆米花和巧克力。电影演完的时候，我们去外面
玩，我们玩踢足球。

学校里的事儿

       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拿了几个不同形状的东
西，让我们画。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们听了英
语故事，然后再写听完之后的感受，这对我来说有
点儿难，但是我觉得也很好。还有一件事情，我
今天拿纸的时候，跟朋友撞了一下，我的手被割破
了，虽然很疼，但是我忍了一会儿，手就好多了。

G4   JunSeo Y.
                            (Tony)

G5   Jay V.
                               (RJ)

G5   Enoch L.
                              (Enoch)

G4   SoYul P.
                              (Kelly)

｜学校里的事儿19



我最爱的食物

       我最爱吃锅包肉，因为甜甜的。我在烟台吃
的。我最爱喝阿华田，因为里面有巧克力。

我最爱的食物

       我最爱吃汤圆，因为汤圆甜甜的。我在烟台吃
的汤圆。我最爱喝牛奶，因为牛奶很好喝。

学校里的事儿

       在学校，我们踢足球，我和四年级一起玩。我
玩得很开心，我每天都踢足球。

G5   GyuMin K.
                            (Leo)

G4   Joy M.

G3   John T.

我最爱的食物｜ 20



感恩节和中秋节的区别

感恩节和中秋节的区别

       感恩节是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中秋节是八月十五日。

       中秋节要吃桂花糕、喝桂花酒、看桂花树。感恩节要吃火鸡。感恩节要去感
谢他人，做感恩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说感恩的话。你可以说“谢谢你做的好
吃的。”还可以说“谢谢老师帮助我们学习。”

       感恩节和中秋节都是秋天过的节日。

       中秋节和感恩节都要和家人团聚。团聚的意义就是快乐。团聚的方式也有很
多种。直接见面那一种，还有心与心在一起也是团聚。

       中秋节和感恩节有很多区别。你知道中秋节和感恩节的区别吗？

       中秋节和感恩节有很多相同点。他们都是在秋天过的节日。在这两个节日，
家人都团聚还有一起吃饭。

       感恩节和中秋节也有很多不同点。感恩节是美国人过的节日，但是中秋节是
中国人过的节日。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吃火鸡和红薯泥。中秋节我们吃月饼。感恩
节是十一月第个星期四，但是中秋节是农历八月十五日。

       中秋节和感恩节的不相同点很多，相同点也多。中秋节和感恩节都是特别的
节日！

G4   JiaHan T.   滕加韩

G5   SeHyun P.   朴世玹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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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秋节

“马虎”的故事 

       中秋节是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之一。过中秋节的日子是
农历八月十五日。  
   
                                          （一）中秋节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天上有十个太阳。后羿，一名弓箭手射下
了九个太阳。一天，王母给了后羿一个不死药。后羿把不死
药给了他的妻子。有一天，一个坏蛋想拿走不死药，后羿的
妻子没办法吃了不死药变成了女神。

                                         （二）中秋节的习俗

       在中秋节人们赏月。他们还会祭月。人们会吃月饼。家人一起吃团圆饭。有
的地方会吃螃蟹。他们喝桂花酒。

（三）为什么庆祝中秋节？

       人们庆祝中秋节，以此作为家庭团聚的日子。

       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他很爱画画，也爱喝酒。

       有一天，他喝醉了。他画了一幅虎头马身的画。

       小儿子过来了，他说“这是一只马。” 

       大儿子过来了，他说“这是一只老虎。”

       大儿子看到了一只马，把它当老虎射死了。

       小儿子看到一只老虎，把它当老虎骑了，结果被老虎吃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要认真，不要粗心大意，马马虎虎。

G5   Sion K.   金锡安

G3   Kevin W.   王士皓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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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校有很多课外活动，但是我喜欢图书课。
我喜欢图书课，有很多原因。

       第一，因为我喜欢舒服的椅子，很舒服！我喜欢
坐下看书。安静的时候最好！但是在图书课很大声！
我不喜欢在图书课很吵！我想，要是我是图书馆管理
员就好了。我不喜欢有的人在图书课吃东西！第二，
在图书课有很多书！很好！我想读所有的书！太好
了！

       在家里，我有很多书。但是他们是小孩子的书。我爸爸买了很多书，我很
开心！但是我都读完了！我很喜欢图书课！

       我今年十一岁，我早上六点半起床，六点四十五吃早饭，
我喜欢吃水果。我早上七点半上学。我上国际学校，我们学校
八点十分上课。

       我中午十一点四十五吃午饭，我喜欢吃炒饭和牛排。我还
喜欢喝冰红茶。

       我下午三点放学，我回家以后会做作业。我喜欢一边做作
业，一边吃东西。

       我晚上六点吃晚饭。我最喜欢吃韩国菜，也喜欢吃中国菜。因为我的爸爸
是韩国人，妈妈是中国人。妈妈做的中国菜很好吃。我晚上九点半上床睡觉。

｜生活与梦想

我最喜欢的课外活动

娜贤的一天

G5   Zauzian H.   左一

G4   NaHyun J.   全娜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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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以后会做什么工作还不明确。但是我现在
想以后成为一名钢琴家。那是因为，我觉得弹钢琴很有
意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第一，如果我成为钢
琴家，我可以用钢琴弹很多曲子，我很喜欢听音乐。第
二，有一天，我想我能用钢琴弹我喜欢的音乐。所以
我在努力练习弹钢琴，我想自己长大后能学好钢琴。虽
然，偶尔，有些歌曲很难弹，但是我要好好努力。这都
是我想成为一名钢琴家的原因。也许它以后改变。但，
现在我想成为一名钢琴家。

我想当一名钢琴家

G5   HyeonSeung Y.   刘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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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G6-8)

关于我

       我叫 Yoon Su，我的小名叫 YS。我的生日是十二
月十一日。我今年十四岁，上八年级。我的家里有
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我的弟弟长得很
可爱，他的个子很高。

关于我

       我叫 WonWoo，我的小名叫 Andy。我的个子是
165cm。我想和我的朋友玩，我喜欢去学校。我喜
欢吃披萨和炸鸡。我家有三口人，妈妈的个子是
178cm，爸爸的个子是180cm。我的妈妈喜欢吃饭，
她喜欢吃面条和泡菜。

关于我

       我叫 Ayden，我的小名叫 A.Y.我的生日是四月三
十日，我十三岁，上六年级。我家有五口人，我的
爸爸、妈妈、我、妹妹和弟弟。我的弟弟长得矮矮
的。

关于我

       我叫 Daisy，我的小名叫 pig bar。我今年十三岁，
上六年级。我的生日是五月二十五日。我家有三口
人，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有长长的头发，我爸爸很
高。

G6   JiYu K.
                               (Daisy)

G8   YoonSu S.
                            (YoonSu)

G6   Eun Su K.
                            (Ayden)

G7   WonWoo K.
                           (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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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G6-8)｜

关于我

       我叫 Kelly，我的小名叫 calcium。我今年十三岁，
上六年级。我的生日是三月十二日。我的头发不长
也不短。我有一个妹妹，我的妹妹像我一样有矮矮
的个子。

关于我

       我是Noah，我十四岁了。我的妈妈四十一岁，
她在韩国。我的妈妈是老师，不过不是英语老师。

关于我

       我叫 SanHee，我的小名叫 dubble bar。我的生日是
一月二十九日。我今年十二岁，上六年级。我家有
爸爸、妈妈、姐姐和我。我有短的头发，我的眼睛
很大。

G6   SanHee H.
                           (SanHee)

G6   HoJun Y.
                             (Noah)

G6   GyuRi K.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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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的一天

我想要的一天

       上午八点，我和Ania画画。中午我和奶奶看电
视。晚上我和家人一起吃饭。

我想要的一天

       早上，我想睡到2点，因为我很累。我想起床以
后玩游戏，直到我饿了。晚上，我想吃家里所有的
拉面。

我想要的一天

       我起床后去机场，我要去韩国。到了韩国，我
要吃方便面和玩游戏，然后我要读会儿书。我再看会
儿电视，吃生鱼片。下午，我要和朋友去野餐，买
点小吃。晚上，我回到酒店，吃完晚饭我就睡觉。

G6   JeU L.
                               ( Jerom)

G8   Jeong Min Y.
                          (Kate)

G6   Ruyi V.
                               (R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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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

       我是一只从深海来的龙虾，我的名字是汤姆。为了
防止捕食者把我给吃了，我把家安置在一个洞里。

       我已经活了二十一年了。每过一个季节，我都会换
一次壳。换壳完了之后，为了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
我会把壳吃掉。

       很值得骄傲的是我有两个蟹钳，这是我的武器。他
们能把人给夹骨折，厉害吧？！我身后面有一条尾巴，
可以帮助我游得飞快。每当我遇到要吃我的“怪物”，这时我的两个就像天线
一样角就会让我感知危险，所以我总是会逃脱“怪物”的魔爪。

       每一个阶段的我都是不一样的。我刚刚出
生的时候，就像弹珠那样大，我的壳就像一个
小水珠一样。我出壳的时候就像果冻一样软。
几个月后，我的壳就变得像薯片一样硬了。成
年以后，它就像石头一样硬。你们知道吗？我
会从我的后尾巴里产卵哦。我们龙虾为了保护
孩子也会牺牲自己。

       还有一件事值得说，那就是我们有不一样
的肤色。我们之间有蓝色，紫色的，黑色的，
还有红色的。你喜欢我吗？                            

一只龙虾的自述

G6   Max Wang E.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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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

       我是一滴雨珠，躲在白云里。随着云朵到处旅游，经过
无数美丽的地方，从未停下。起初，我还只是海面上无数滴
水珠中的一员，是太阳把我接到了天上，跟我的伙伴住进了
云里。接着我告别了，我的旅行开始了。

       我们开始被风吹向东南边，我往下俯视，看到了无数颗
闪亮的珍珠在跳舞。此时，从南边飞来了一只海鸥，我们
向它看去。突然，它快速俯冲叼起了一条鱼，我们都吓了一
跳。接着我们在远处看到了一艘捕鱼船，在他的周围好多飞鱼都跳有跃掉入水
中，溅起了一朵朵雪白的花。我们去往前面的一座小岛。

       突然，天色暗了下来，远处劈起了一道道闪电，白云也渐渐变成了乌云。
我们不能再待了，因为乌云里即将射出来一道道闪电。于是乌云把我们送到了
小岛上。我们开始往下跳，所有的伙伴都跳到了下面，我也往下跳。我们一个

个被拍打在马路上，接着我和其他的伙伴一
起在马路上滑行，大家都飞快地在路上往前
滑。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前，大家都被冲散
了。在不远处，我看到了一个排水的井盖。
我们即将被冲走，大家都很慌张。接着，我
们仿佛被龙卷风吸进去了。经过一道道黑暗
的道路，我们一起被冲到了海里，仿佛回到
了家。这时，太阳从乌云里探出了头。乌云
全部被一路带我们到这里的大风吹散了。太
阳再次吧我们接到天空。于是我们开始了一
场新的冒险。

       水滴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我们也不会觉得无趣。即使每次都经过
同样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是能找到在其中的乐趣。每天都一样。我们就一直重
复着……重复着…… 

一滴水珠的冒险

G6   Mingtao L.   李明涛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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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我现在介绍一下我的父亲。我爸爸在现代工作。他是公
司的财务。因为他是财务，他每天工作很繁忙。他经常出
差，经常加班。虽然他的工作繁忙，但是他非常关心我。

       我觉得他的性格很好。他是一个温暖的人，但是他应该
生气的时候也会生气。他鼓励我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说出我
的想法。

       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既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又是朋友的关系。他对我没
有特别高的要求。不论我遇到开心的事情还是难过的事情，我都愿意跟他讲。
因为我有的时候不听他的话，他会对我发火。如果我们吵架，他会耐心地听我
的话。如果我们互相多理解，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好。

       从小到大，爸爸对我和姐姐的影响最大。
他47岁。他很外向、有耐心。他对人很热情，
对工作很认真。他对我非常热情。他特别热爱
他的生活。

       无论多么忙，我爸爸都会抽时间关心我和
姐姐。他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他每天下班
回家以后问我们学校的生活。如果我们有困难
的事情，我们都会跟爸爸说。

       我爸爸对我们没有高的要求。他时常提醒我们快点睡觉，因为我们每天睡
得晚。他经常说尽管作业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休息好。休息好的时候，我
们的身体也好，所以他每天提醒我们快睡觉。他还鼓励我们多读书，因为书本
上有非常重要的知识。他下班以后喜欢看电视。

       我和我姐姐都向爸爸学习。我不但要多睡觉或者多读书，而且要做一个诚
实、自信、有耐心的人。

       我觉得我的爸爸是天下最好的父亲！

我的爸爸

G8   DaBeen K.   金多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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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到大，外公对我妈妈的影响最大。我妈妈没有工
作，她是一位主妇。她很善良、开朗，既有爱心又有耐
信。她对人热情、大方。她热爱生活，更热爱我们的家。

       无论多么忙，妈妈的爸爸都会抽时间关心她、她姐姐
和她弟弟的生活。他每天下班回家以后问他们在学校的情
况和他们的生活。然后，无论他忙不忙， 他每天都需要帮
助他们，还有他需要让他们讲很多的东西。

       他时常提醒我的妈妈尽管考试成绩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他还鼓励他们把他们的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上，因为时间很可贵。外
公自己也每天把他的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上。他常常说不要凭(píng)别人的外貌
来判断人。

       我妈妈要向她的爸爸学习。她不但要努力学习，而且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最好的爸
爸。他是一个科学老师。他数学非常好，所以他可以帮我
做数学作业。

       虽然他的性格幽默，但是他生气的时候也让人害怕。
他累的时候，我们做错的话，他会对我们发火。不论我吃
什么，我都觉得我爸爸做的是天下最好的。

       接下来，我说一下我的妈妈。从小到大，我妈妈对我影响很大。我妈妈是
家庭主妇。她对很多人很热情。她很爱我们的家人。她说她的工作很忙，因为
她是家庭主妇。她下班的时候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她那时候喜欢看韩剧。她
常提醒我学习态度要好、叠衣服、收拾书桌等等. 她鼓励我多运动多吃肉。我非
常爱我妈妈，因为她照顾我。

       我非常爱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是天下最好的父母。

对妈妈影响最大的人

我的爸妈

G8   YeJin K.   金艺镇

G6   Peace Tham.   谭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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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母亲。我觉得我的母亲很好，还有
她爱我。我小时候，她是数学老师。我来中国以前，她在
学院里教学生。我来中国以后，她也是数学老师。虽然她
教学生们很忙，但是她很爱我。

       我的妈妈对我很严格，但是她很关心我。她要求我把
一天的作业都做完。妈妈和我的关系好。我的作业难的
话，她也帮助我理解我不知道的问题。我不听她的话，她就会对我发火。还有
我总是玩游戏的话，她也对我发火。

       我们沟通的时候妈妈耐心地听我说。不管我有快乐的事情还是难过的事
情，我都跟妈妈一起讲。我们既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又是朋友的关系。有的
时候我问她不知道的问题，但是妈妈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我希望她不要对我
发火。

       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的母亲很严格、很温暖，还有她喜欢安静的地
方。她数学很好。我的母亲是家庭主妇。她的工作不太忙。她关心我学校的情
况，还给我做饭。母亲对我的要求很高。她要求我多读书、成绩高、还有不要
生病。

       她会抽时间陪我跳绳。还有散步。所以我很健康。我非常感谢她。我和母
亲常聊天儿。我们常聊我学校的情况、我的作业、我的梦想，还有我们经常互
相说：“我爱你。” 

       我的母亲常提醒我，我要有自信，“不管有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哭。”母
亲常鼓励我。我学习难的时候她说：“你能完成！”还有我运动的时候，她也
鼓励我。因为她鼓励我，我能更快地做完很多事情。我母亲做完事情的时候，
她喜欢看书、看电视、还有看手机。

我的母亲

G6   JunHee K.   金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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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我父亲的工作是工程师。
我的父亲工作有点儿忙。我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我的母亲在
家里照顾我和弟弟。

       虽然父母很忙，但是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我的母亲每
天说，只要我和弟弟做完作业，就可以和朋友玩儿或者休
息。他们鼓励我要发表自己的建议，说出自己的想法。父母
听我的建议的时候，会耐心地坐下来，听我的话。他们决定以前，会先跟我商
量，然后做决定。

       我和父母既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又是朋友的关系。我的父母说我们不论
有什么事情都要告诉父母。但是有时候我的父母也会对我发火。我和我弟弟打
架的时候，我的父母会对我们发火。

       从小到大，我的爸爸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叫崔紬楹，是一位研究员。
爸爸对工作很认真。他热爱工作，热爱生活，他更热爱我们的家。他最近很
忙，但是他很关心我和我的弟弟。

       无论我有什么烦恼，我都和我的父母一起讨论。我有问题的时候，他每
次都告诉我们怎么解决问题。他对我有要求。他希望我成为像上帝一样品性的
人，比如说像上帝一样爱别人。他提醒我要做的事情。为我祈祷，并鼓励我做
我想做的事情。

       他最近下班以后喜欢弹钢琴。我和我的爸爸经常
聊天儿。我们聊天儿的时候，聊关于学校的事情，有
时候也聊别的。他会抽时间和我做运动。比如说，
打高尔夫，游泳或者骑自行车。这也是我的家人经常
做的运动。我的爸爸希望我长大以后要做一个诚实的
人。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G6   EunSong C.   崔恩颂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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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我要介绍一下我的妈妈。我妈妈是天下最好的妈妈。我
妈妈有工作，可是有了我的小妹妹，我妈妈就开始休假了。
我妈妈的性格很好， 她非常善良。我很难过的时候，妈妈
来安慰我。妈妈要求我努力学习，努力做事。 妈妈做的饭
很好吃。我妈妈爱我，我也很爱她。

       我还要介绍一下我的爸爸。我爸爸在银行工作。他的工作很忙。尽管他很
忙，但是他关心我和妹妹们的学习和生活。我的爸爸要求我努力学习。我的爸
爸会抽时间陪我一起玩、吃饭。我的爸爸鼓励我好好学习和好好弹钢琴。我爸
爸下班以后，喜欢吃饭还有玩手机游戏。

       我的父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我很爱他们，我热爱我的家人。

       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小时候照顾我的人。我
记不太清她的名字，但是我知道我经常叫她孙老师。我叫
她老师是因为她经常帮我做作业，她有时候也教我。

       我从很小的时候，孙老师就开始照顾我了。我小的时
候妈妈和爸爸经常很忙，所以孙老师经常跟我一起上学和
放学，孙老师陪我玩儿、学习，一直到我妈妈回来。

       我觉得孙老师对我的要求就是要身体健康、学习努力、做事积极。她有时
候会跟我玩卡牌游戏，或者玩儿过家家。我们玩儿过家家的时候，我经常当女
儿，孙老师当妈妈。我也经常画画，然后问孙老师哪个看起来最好。她有时候
抽时间会陪我玩儿，但是有时候让我学习。她有时候也给我读书。我觉得我们
不经常聊天儿，但是聊天儿的时候，我会告诉她我在幼儿园有意思的事情，或

者告诉她我的烦恼。

       孙老师经常提醒我做作业，但是有的时候她让我跟我
的朋友在外面玩儿。孙老师鼓励我努力学习，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我觉得她下班没有事做的时候，她会读书。

       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孙老师是对我的“影响最大”的
人。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G6   EnKi L.

G6   SooHyun H.   许秀现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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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的四季

烟台的四季

烟台的四季

       我在烟台住了七年。下面我想说说烟台的四季。烟台的春
天挺冷的，常常刮风，有时候下雪。气温在零度左右。烟台的
夏天挺热的，气温在三十六度左右。烟台的秋天最好，不冷也
不热。气温在十度到十六度。烟台的冬天最冷。气温在零下十
五度到一度。你秋天去烟台吧，因为秋天是最好的季节。

       我在烟台住了两年。下面我想说说四季。烟台的春天，常常刮风,气温在零
下1度到六度之间。烟台的夏天，不热不冷，经常下雨，气温常常在二十五度以

上。烟台的冬天，有时候还下雪，气温
经常在零度以下，有时候会到零下十七
度。烟台的秋天天气最好，不热不冷，
常常是晴天，但是有时候是阴天。气温
一般在五度到二十度之间。秋天去烟台
最好！

G6   YeongMin C.

G6   SungMin K.

（图片源自百度）

35



烟台的四季｜

烟台的四季

烟台的四季

       我在烟台住了一年半。下面我想
说说烟台的四季。烟台的春天挺冷
的。常常刮风，有时候也下雪。气温
零下一度到六之间。秋天有点儿冷。
气温在十度左右。冬天天气很冷。气
温在零下七度到六度之间。冬天是最
好的季节。冬天来烟台最好，因为烟台的雪很漂亮！

       我在烟台住了四年。现在我想
说说烟台的四季。烟台的春天常常
刮风。气温在零下一度到六度之
间。烟台的夏天很热，常常下雨。
气温在三十度左右。烟台的秋天不
冷也不热。气温在十度到十五度之
间。烟台的冬天很冷。气温在零度到六度之间。秋天
去烟台最好。

G7   JiHoon K.

G7   Ji Min S.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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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间 (G6-8)

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里有一个书架，床，和衣柜。书架在床的右边，
衣柜在床的前面。衣柜里面有很多的衬衫，和一双运动鞋。书
架上有书，小说，和课本。我每天在我的房间里做作业，上
网，看手机，看书。

       我的房间有一个书柜，一个书桌，一个床。我的书柜在书
桌的左边。书柜上有二十本小说，十本课本。 我的书桌在床的
左边。书桌上有十三本课本，七本笔记本，两个电脑，三支铅
笔。我的床在书桌的右边。床上有两个枕头，一个被子。

G7   GiSeo P.

G7   DaIn L.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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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sejong。他是韩国历史上的王。
我喜欢他因为他发展韩国和创造了韩文。
他很简朴和聪明。他读很多书，有很多知
识。至今还有许多人尊敬他。

他是谁?｜

（图片源自百度）

他是谁？

       他是 Faker。他是韩国人。他是一名游戏玩家，他得了不少冠
军。我喜欢他因为他游戏玩得很好！

G9   SeongBin K.   (Andrew)

她是谁？

       我喜欢 Helen Keller 。Helen Keller 是美国人。她既是作家，教
育家，又是社会主义运动家。我因她的毅力和热情值得尊敬而
喜欢。我借阅了有关她的书，还看了海伦凯勒的演讲视频。

G9   HyeonYeong C.   (Celina)

他是谁？

G10   HyeonWoo C.   (Chris)

他是谁？

       他叫刘在锡。他是韩国人。他是一个
艺人。 我喜欢他的个性。我从小就一直在
看他的节目。

G9   JeongHu C.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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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

（图片源自百度）

他是谁？

       他是孙兴民，韩国人，他二十八岁，是一名足球选手。我
喜欢他，因为他是世界级的足球选手，并且他有好性格。我买
了他的足球服。

G11   HyunSeo N.   (Daniel)

       我叫帝，我是女孩，十七岁。我上十一年级。我是美国人。我家有五口人。
爸爸， 妈妈，两个妹妹， 和我。刘老师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我的中文课同学是
马肉 。她有时候会不高兴。

我是谁？

G11   Holden Dihciulik   (Dee)

她是谁？

       她的名字叫 J·K·罗琳，作家，她来自英国。我喜欢她的
书，我买了“Harry Potter”这本书。

G10   Gayoung K.   (Gayoung)

他是谁？

       他的名字叫梅西，国籍是阿根廷，专业是
足球运动员。我喜欢他，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好
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我买了他宣传的品牌的足
球鞋。

G11   JunHyeok P.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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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

（图片源自百度）

他是谁？

       他就是朴智星。 他是有名的足球运动员，擅长足球。 他是
韩国国家足球队队长。 他在英国足球联赛中打过球。我喜欢他, 

因为他足球踢得好。朴智星是首位在
英国联赛效力过的亚洲球员，因此他
擅长足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外，
他和我出生在同一个地区。 和朴智星
一样，我出生在韩国水原。 我们地区有很多纪念朴智
星的东西。 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喜欢朴智星。 他是我
们国家的足球英雄。

G10   Dohun L.   (Dohun)

       他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是德国人。他的职业是
物理学家。没有任何理由，我就是喜欢他。我想，他的
科学很好，比我的科学更好。

他是谁？

G10   SeongYoon K.   ( Jack)

       他的名字是 Bill Gates。他是从美国来的。他的工作是程序
师和成功事业家。我喜欢他因为他有很多的钱。我读他的书，
书的名字是“The Road Ahead”。

他是谁？

G10   ChanSeo N.   (L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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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

（图片源自百度）

他是谁？

       他是 Kishimoto Masashi。他是日本人, 他是漫画家。我喜欢
他, 因为他很会画画。他做了 Naruto。虽然他不富有, 但是他非
常好。

G10   Maruguangliu G.   (Maru)

他是谁？

       他叫成龙，中国人。 他作为演员在中国活动。 我喜欢
成龙是因为他演技好，长得帅。 我喜欢他，所以他出演的
电影我几乎都看过了。

G10  Sumin S.   (Su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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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印象｜

（图片源自百度）

烟台印象

烟台印象

       其实，烟台有很多的人口，烟台几乎有713.8万的人口。除
了这个特点以外， 烟台还有很多的区。比如，芝罘区、开发
区、福山区、莱山区、牟平区等。而且，烟台有苹果、海阳黄
瓜、莱阳梨、福山大樱桃等特产。我已经来烟台两年了。

       我去过烟台大学。这个大学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地
方是很好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烟台没有很有名的大学，但是我去过烟台大学以
后，我知道了烟台也有很有名的大学。

       我觉的烟台是挺好的地方，我没有什
么期待。但是如果我可以给烟台提建议的
话，那我希望烟台有很多的商店，因为我
喜欢百货商店。

       烟台是一个漂亮的海边城市。在烟台，有很深的海和高山。
烟台几乎有7百万个人。烟台划分成芝罘区、开发区、福山区、
莱山区、牟平区等。

       我在烟台住了2年。烟台的
特产是苹果、莱阳梨，还有葡萄酒。除了葡萄酒
以外，我都可以吃。只有在烟台才能看烟台的海
边。

       烟台给我的印象很好。烟台有很多玩的地
方，比如说KTV、万达、佳世客。

G9   GiO K.   金祉旿

G9   Hwan K.   金奂

42



｜烟台印象

（图片源自百度）

烟台印象

烟台印象

       烟台人口是713万。烟台有很多景点，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海
边，很宏伟的山，很多好吃的东西。烟台
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我喜欢烟台。
六个区构成了烟台。我在烟台大约生活了4
年。2015年 9月前后来这儿了。莱山不同地
方的海边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我和家人们本来都喜欢海边，所以我在韩国生活的时
候，每月一次一定会去看海。来烟台的时候我和家人们每天
去看海了。除了厕所很脏以外，我喜欢烟台。所以对烟台的
期待是干净的厕所。

       烟台是我现在生活的城市。烟台城市有7百多人口。烟台
还有很多区。比如说，开发区、芝罘区、福山区、牟平区等。
烟台苹果、阳黄瓜、莱阳梨和福山大樱桃都是烟台的特产。

       我在烟台住了3年了。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在威海的昆嵛
山。因为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粉色的花。所以我很感动
了，而且那个花太漂亮。

       我对烟台期待的是修建地铁，因为经常坐公共汽车很不方便。

G9   JiWon K.   金知圆 

G11   HaYeon K.   金河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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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印象｜

（图片源自百度）

烟台印象

       你觉得的烟台怎么样？我觉得烟台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烟
台的一个特点是水天一色的海边，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
在烟台已经生活了两年多了，于是在烟台期间我去过烟台里的很
多地方。比如去年我跟家人们一起爬过了烟台山。烟台山给我留
下的印象很深，但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烟台的海边。

       黄黄的沙，清清亮亮的大海，还有此起彼伏的波
涛构成了烟台美丽的海边。当我跟朋友们去海边玩
时，我看到了这样美丽的海边。不仅烟台海边的美让
我吃惊，而且跟朋友玩的记忆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因
此我认为烟台的海边是两年生活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
的地方。

       烟台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现在烟台也有开发区，所以烟台也开始发展
了。但是我还对烟台有着期待。我希望烟台海边附近有便利设施，如果把便利设
施修建好，就能吸引更多人们来这儿。

G10   HyunWoo K.   姜泫宇

烟台印象

       烟台是一个非常美丽，且有很多看点的城市。我在烟台生活
了三年。 烟台有很多特点。烟台大约有七百万人口, 烟台划分成

芝罘区、开发区、福山区、莱山区
和其他区。在烟台我们可以吃烟台
苹果、莱阳梨、福山大樱桃。它们
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它们很好吃。 

       我很高兴，因为听说烟台要有地铁了。烟台海
边很漂亮，因为前面有大海，所以尘土也不多。所
以烟台是非常漂亮、很好的城市。

G11   KyuAn O.   吴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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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印象

（图片源自百度）

烟台印象

烟台印象

       烟台是中国很漂亮的地方。烟台的人口有七百多万。烟台有
很多区，有芝罘区、开发区、莱山区、牟平区等。我觉得开发
区很有意思。烟台有很多街道，比如说，黄河路、嵩山路、北
京路、上海路等。烟台有很多景点，烟台没有胡同，烟台有烟台
山、蓬莱、昆嵛山等。您可以逛，真有趣！

       我2018年8月来的烟台。我在烟台住了大约三年了。我对烟台的印象很好！
我觉得开发区的万达给我印象最深。因为万达有很多
好玩儿的电子游戏。除了山以外，我还喜欢烟台这个
地方。还有烟台的住宅也不错。住在烟台，还可以提
高汉语水平。

       我希望烟台有地铁，那样的话，人们出行更方
便！我喜欢烟台！

       烟台有700万口人，这里的人很温柔、善良。这里有很多独
特的景点、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开发区的路名也是很有趣的，
从东向西的路叫某某河/江路，但是从南到北的路叫某某山路，
这个很有趣。

       我在烟台住了16年。我差不多是半个中国人了。大部分的韩
国人吃不惯中国菜，但是我挺喜欢吃中餐的。比如说烧烤、豆皮、水晶虾等。

       我在烟台最喜欢的地方是蓬莱阁，因为那里有很
多好玩的东西，像海底世界、海边等等。

       我期待烟台会快一点修建地铁，那样会比坐巴士
方便多了。

G11   JeongBin H.   咸晶斌

G11   YeJin N.   卢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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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韩屋｜

（图片源自百度）

韩国的传统房屋

       韩屋是韩国的很有特色的传统房屋。虽然韩屋有很多种类，
但最有名的是草屋和瓦屋。

       第一种类，草屋，是平民（农民，商人…）住的地方。草屋
的屋顶是用干草（麦秸等）做的。那
个屋顶非常厚，热量不能通过屋顶，
所以夏天家里很凉快，冬天很暖和。但是，草屋有一
个很大的缺点。草屋的屋顶是用干草做的，所以屋顶
一下雨就开始腐烂。还有虫子也能住在干草里，屋顶
要一年用新的干草换一次。
 
       第二种的韩屋是瓦

屋。瓦屋是比较有钱的人的住宅。一般的屋顶的瓦是
用土做的，可是更有钱的人们用了蓝色的釉做瓦片。
房屋的构造也跟草屋的不一样。和草屋不同，瓦屋里
的男人生活的空间和女人生活的空间是分开的。瓦屋
也比草屋更大更高档。

G10   JuYoung S.   孙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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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

父母给我的爱

父母的爱

       小时候，爸爸每天对我说“明俊，我爱你。”因为那时候我
很小，觉得父母关心和爱孩子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我长大以
后了解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父母给我们的爱不是简单的爱。 

       父母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让他们的孩子成长为成功的
人，有一个平安和有趣的生活，还有保证孩子的安全和幸福。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他们要给孩子很多关心和爱。例如，有时候不管外面的天气如何，妈妈都让
我穿厚厚的衣服。外面热的时候妈妈也让我穿比较厚的衣服。那个时候我不可以
理解她，因为穿短袖或者穿厚的衣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天气热就穿短袖，冷的
时候就穿厚的衣服。我以前为这个事情跟父母们吵过架。 

       但是我现在了解了，他们爱我们，保护我，想让我们每天感到生活的重要
性。其实，我的妈妈一直让我穿厚衣服是因为她不想我生病，不想让我被传染疾
病。因此，父母给我的爱不是简单的爱。

       对大部分人来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限的。大部分的父母
都非常关心他们的孩子只是因为他们是孩子的父母。在第二课课
文中，主人公的父母对主人公的爱不只是简单的爱，而是复杂的
爱，即使他们不怎么表达出他们的想法。有时候父母的做法让孩
子们不能理解。比如，我的妈妈非常怕冷，一到秋天，她就特别
强调让我和弟弟穿带毛的衣服。虽然我能感觉到妈妈是为我们担心，但我觉得我
更了解我自己。有些人可能认为父母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我也有时候会这
么想，但我也知道给别人无限的爱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虽然表达方式非常重
要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父母对孩子的关心。为了让孩子感到父母在关心他，父
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我觉得多沟通，分享互相的想
法和经常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之间最重要的事情。

G10   MyungJun K.

G11   YeonSe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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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自百度）

中国文化与历史— 黄河

       中国有两条很有名的河。一条是长江，另外一条是黄河。虽
然长江比黄河长，但是黄河的重要性更大。对中国人来说，黄河
是“母亲”，或者说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是必须要知道的
河，所以我要介绍一下黄河。

       黄河有5464公里长，是中国第二长的河。黄河流经青海，四
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黄河一共
流经九个省。黄河的名字很特别。

在英文中，黄河叫“yellow river。”黄河叫黄河因为
它的水颜色非常黄。黄河不只流经九个省，它也流
经黄土高原地区。在黄土高原地区，水就变得很
黄，因为它夹杂着大量的黄土。

       中国人常常说黄河是“母亲河。”黄河附近地
区的气候温和潮湿，四个季节分明，水的条件很
好，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因为黄河附近地区的气候
很好，很多古代人住在黄河附近。黄河附近地区自
然地成为了经济活动的核心地区。很多科学技术，
发明创造，文学艺术等都产生在黄河，所以黄河是一条母亲河。黄河也是中国最
重要的水源。自1960年以来，人们修建了14个水力发电大坝，所以黄河也生产大
量的电。

       对中国人来说，黄河当然是一条很重要的河。但是黄河也带来了不利。修建
大坝之后，黄河很容易发生洪水，所以很多人去世了。今天工厂的数量很多，工
厂的排放污染黄河，所以有些地区污染严重，不合适农业用。

       虽然黄河有些不利，但是黄河的好处更多。黄河对中国和中国人很重要。黄
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水源。黄河还
可以水力发电。所以黄河肯定是中国最重要而有名的河。

G10   MinWook K.   金旼煜

48



｜我知道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与历史— 造纸术

       中国有本国独特的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分别是：印刷
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纸是汉族智慧的结晶，是人类
文明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发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中国
已经有了纸叫做麻质纤维纸。纤维纸质地粗糙，且数量少，成
本高，不普及。那么现代的纸是从哪儿来的？在东汉时期，有
一位蔡伦的人。蔡伦在总结前人技术的基础上，用树皮、麻头
及敝布、鱼网等原料，经过挫、捣、炒、烘等工艺制造了纸。
他的纸称为“蔡侯纸”，成为了现代纸的渊源。直到东汉和帝时期，经过了蔡
伦的改进，形成了一套较为定型的造纸术工艺流程，其过程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步
骤：

       第一是原料的分离，将原材料切碎使纤维变短在水塘内泡上100天，取出原
材料用力捶洗。

       第二是打浆，将捶洗后的原材料拌入灰浸在木桶中蒸煮8个昼夜。冲洗后反
复整个工程10遍。

       第三是抄造，即把纸浆渗水制成浆液，然后用捞纸器捞浆，使纸浆在捞纸器
上交织成薄片状的湿纸。

       第四是干燥，即把湿纸晒干或晾干，揭下就成为纸张。

       汉代以后，造纸术的这四步几乎都没有变化。现代的造纸术也跟蔡侯纸的制
造方法相似。

G11   SeoYeon B.   方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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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历史— 五岳

       很久以前，中国人开始相信山神的存在。然后他们把五座
山定为神圣的山。北岳恒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东岳泰
山，和南岳衡山。

       北岳恒山在陕西省。恒山是五岳中最高的山。我们能看见
一百五十公里的山脉。恒山的主峰是天峰岺。天峰岺好像站在天空里。这座山很
险峻，所以过去人们把这座山作为军事要冲。

       西岳华山在华阴市。华阴市在西安与郑州的中间。这座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
山之一。过那座山上的桥很危险。但是很多人为了看美丽的风景而来。这里有五
个高峰。最高的峰高二千四百三十七米。这五座山峰汇聚成壮观的景色。

       中岳嵩山在河南省。这里有一共七十二座山峰。所以，这座山很大。嵩山的
面积是四百五十平方公里。黄河流从嵩山的北边流过。这座山是一个世界地质公
园。所以每年很多人来看这里的神奇的地形。

       东岳泰山在山东省。这里有孔子的墓地。这座山高一千五百三十五米。这是
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所以外国人也来欣赏这里的风景。

       南岳衡山在湖南省。人们叫这座山“小洞天”。意思是说这里是神仙居住的
地方。风景那么美。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千七百种树木。每年有许多人来此许
愿。

       这五座山非常美丽雄伟。如果来中国，一定要去看看！

G11   DaHyun K.   金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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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历史— 两大河

中国文化与历史— 《三字经》

       中国有两条有名的大河。 它们就是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河很有名，几乎所
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长江的”江”是河的意思 。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长江不仅是中国最长的河流，也是世界第三长的河
流，有6300公里。 它连接着中国西部的青海省和东南部的上海。长江三峡大坝
是在贯通中国东部和西部的长江流域建设的世界最大水力发电大坝。 虽然通过
昌江洪水调节和旅游地区的开发获得了经济利益，但是水库建设导致的水质污染
增加和西海生态界的不良影响是最大的问题。黄河是中国北部从西向东流的中国
第二大河。 黄河的“黄”是黄色的意思，所以它其实是“黄色的河”。 之所以
得名，是因为它流水如泥。黄河上出现了象征古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
文学艺术等， 因此，黄河因养育了中华儿女而被称为“母亲河”。

       你对两条大河有简单了解了吗？简略地再说明一次，长江是第一条长河，黄
河是第二条长河。 黄河名字的由来来自水的颜色。 黄河的另一个名字是“母亲
河”。 我学到了这个知识是历史性的， 在现代社会里也是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与历史上有很多因素。今天通过这个作文，我想介绍一下《三字
经》。

       《三字经》是中国长期以来被普遍使用的教材。《三字
经》是从儒教立场上把难以理解的而难读的文字改为三字一句
话。《三字经》里面每一句都有韵律。用韵律的时候，在每行
的相同位置有规律地使用，音调相似。《三字经》从人类道理
到历史，学问等日常生活中对必须了解的东西进行了解释。

       《三字经》也是一本对儿童进行文学教育的时候使用的教
材。它也是作为汉文的入门书，具有最完美的体制和内容，即

使现在我们阅读，也能了解中国的常识和历史。

       我在调查《三字经》的过程中，我觉得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G11   MinSeok K.

G11   YeongJoon L.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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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历史— 秦始皇

       今天我要介绍一下秦始皇。秦始皇的姓名是嬴政。他在公
元前二百五十九年出生，公元前二百一十年去世。他在公元前
二百二十一年统一了中国。从那时起，他一直担任皇帝直到公
元前二百一十年去世。他统治的秦朝从他统一中国持续到公元

前二百零七年。十三岁时，秦始皇从父亲
手中继承了王位。作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
帝，秦始皇为维护和平做了几件事。

       那时，中国面临从游牧民族到北方的多次侵略。所以秦
始皇下令修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建设
项目中国万里长城建设。为了修建长
城，秦始皇命令农民离开田地，商人离
开店铺，组成一支由三十万工人组成的

军队。长城在完成之后延伸了一千四百英里。秦始皇让成千
上万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公路和运河系统。新的道路帮
助皇帝把他的军队转移到任何起义的现场。 任何反对他统
治的人都被关进监狱或处死。

       秦始皇将中国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皇帝最信任的官员掌管。
他命令在整个中国使用一种货币。这使各地区更容易与另一地区进行贸易。秦始

皇还试图控制人民的思想。他禁止孔子和其他思想家
的思想。

       他下令，除医学、科技、农业等书籍外，中国所
有书籍一律焚毁。 数百名学者抗议命令。秦始皇将
他们全部杀死了。

       后来秦始皇痴迷于寻找灵丹妙药。中国古代人相信水银是灵丹妙药的配料。 
他喝了水银就死了。通过我的介绍，你对秦始皇有了解了吗？

G10   NaYun P.

（图片源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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