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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路边的迎春花开出了许多黄色的小花， 当前期的樱花在枝头渐渐初

绽，当人们开始做着赏樱的计划时， 一场预料之外的暴风雪袭击了大华府地

区。眼看着冻伤的花蕾，让我们不免对今年的樱花节失去了期盼。 

尽管如此，春天还是来了，小草从地下探出绿色的小脑袋，柳树摇着青青

的长辫子，经过暴风雪洗礼了的樱花，在潮溪湖畔绽放出簇簇粉红色的花朵，

美丽极了，形成了一道春意盎然的风景线。田野里桃花红了，杏花白了，吸引

了众人到野外踏青。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让我们一起享受春天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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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博城中文学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文演讲比赛，三十多位小选手踊跃报名参加了比

赛。比赛中，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本次比赛按年级分为小学一组、二组、三组、初中组和高中组。由学校董事张仲明主持，部

分家长和资深老师担任评委，学校校长张亚东和副校长王晔自告奋勇，充当义工。 

 按照比赛要求，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演讲自编自写的稿件。在老师们的悉心辅导和家长

们的大力支持下，小选手们个个大方登台，毫不怯场，字正腔圆，表情生动，精彩的演讲内容和小

选手们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在场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经过评委老师的认真评判，最终评出各个年级组的前三名。小学一组第一名由杨子同学获

得，丘弘圣同学和顾聆溦同学分列二、三名；小学二组第一名由魏同希同学获得，赵家郎同学和腾

睿思同学并列第二名；小学三组第一名由于涛同学获得，牟天晨同学和罗怀远同学并列第二；初中

组第一名由赵天未同学获得，牟天杨同学和翟钰桐同学分列二、三名；高中组第一名由孙翰华同学

获得，张恩得同学位列第二。 

 另据最新消息，在4月1日举行的大华府地区中文学校联谊会演讲比赛中，博城中文学校选送

的杨子和于涛二位同学在比赛中表现突出，荣获大赛的优胜奖。（张南）  

博城新闻 

2017博城中文学校演讲比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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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手机惹的祸 

于涛  
 现在的手机越来越酷，功能多多，无所不能，而我对

手机却是又爱又恨。它虽然给我 带来许多便利，但也无情地

夺走了我宝贵的时间和亲情。  

 表姐有个非常漂亮的手机，她整天要么抱着手机跟朋友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要么就忙着

各种自拍，发的到处都是。看着她每天傻呼呼的样子，我真不明白，一个小小的手机好像就是她生活

的全部，真可怜。  

 爸爸平时工作很忙，连吃饭、看书的时候都会被电话打扰。他每天拿着手机，不停地开会、讨

论工作，留给我的时间却少得可怜。我真想对手机那边的人大声地说，“我需要爸爸，请把爸爸还给

我！”  

 记得小时候，我和小朋友踢足球，虽然每次进球都磕磕绊绊，但爸爸、妈妈一定会跳起来为我

欢呼。他们的鼓励也让我努力进更多的球，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在上一赛季棒球比赛时，每当我 

pitch 了个好球的时候，总是得意地看向观众席，希望看到爸爸妈妈兴 奋和鼓励的目光。但眼前却是

他俩各自捧着手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根本就没看 我！让我好不扫兴。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

吗？我现在最最渴望的就是全家乘游轮去度假，因为手机在远海 里根本就没信号，也只有在这个时

候，爸爸妈妈才真正、全部地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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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小猴的生日，朋友们都来向它祝贺。小松鼠送来了开心果，小乌龟送来了冰淇淋，小白

兔送来了巧克力。小猴请朋友们坐下来，一起吃生日蛋糕。  

   可是，小猴的好朋友小胖猪没有来，大家觉得很奇怪。  

   送走了小松鼠、小乌龟和小白兔，小猴出门去找小胖猪。  

   一只老山羊在高高的山坡上吃草，小猴走过去有礼貌地问：  

   “山羊爷爷，山羊爷爷，您看到我的朋友小胖猪了吗？”  

   “小胖猪呀，”老山羊摇摇白胡子说，“它到那边的树林子里去了。”  

   小猴走进树林子里，看见一只漂亮的小鸟在树梢上唱歌，小猴问：  

   “小鸟，小鸟，你看见我的朋友小胖猪了吗？”  

   “小胖猪呀，”小鸟理理花羽毛说，“它到那边的山谷里去了。”  

   小猴跑进山谷里，山谷里空空荡荡的，没有小胖猪的身影，只有一棵结满了果实的山核桃

树。  

   “小胖猪，你在哪里？”小猴大声喊。  

   “我在这啦。”山核桃树下传来了小胖猪的声音。  

   小猴跑过去一看，小胖猪掉进山核桃树下的深沟里，上不来了。  

   小猴攀着山核桃树，将长尾巴垂到沟里，让小胖猪抓住。小猴一使劲，呼啦一下子，小胖猪上

来了。  

   “对不起，小猴，”小胖猪说，“我想把你最爱吃的山核桃摘下来，送给你做礼物，可是我太

笨了，从树上摔进沟里了，什么礼物也没有了。”  

   小猴紧紧地拥抱着小胖猪，真诚地说：“你已经送了最好的礼物给我啦！”  

   “没有呀，我什么也没送呀！”小胖猪结结巴巴地说。  

   “你这傻胖猪呀！”小猴拍拍小胖猪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脸，调皮地说，“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呀！”  

   小猴爬到山核桃树上，摘下许多的山核桃。它把山核桃带回家，请小胖猪一起吃。  

   它俩都爱吃山核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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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正在树上摘果子，忽然看见

树下的小溪上漂来一只小纸船。 

 “多好玩的小纸船啊，赶快把它

捞上来。” 

 小猴说着从树上往下一跳。哎

哟，一屁股坐到了水里。 

 不好了，不好了，裤子湿啦。不

好了，不好了，褥子也湿啦。 

 “没羞，没羞，小猴尿床啦！”

午 睡起床时，睡在小猴旁边的小狗

喊起来。 

  

 小猴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把纸船捞上来，没想到就坐在水里了。” 

 小猴在河边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条帆船，这回可是一条真正的船。 

 “我要乘船。”小猴说着，就哗啦哗啦向水里走去。这时，一个浪头打过来。哎哟： 不好

了，不好了，裤子湿啦。不好了，不好了，褥子也湿啦，被子也湿啦。 

 “没羞，没羞，小猴又尿床啦。”小狗又嚷起来，小朋友们都围过来看。 

 “可是，可是，我是想去乘帆船的，没想到，裤子就被打湿了。”小猴不好意思地说。 

 袋鼠阿姨走过来说：“大家别笑小猴子，告诉你们吧，阿姨小时候也尿过床呢。” 

 “啊，阿姨也尿过床？”小朋友们都瞪大了眼睛。 

 “是呀，阿姨小的时候也梦见过小河，河里漂着一个大红苹果，阿姨高兴地下河去捞苹果，

 弄得浑身湿淋淋，醒来一看，原来是尿床了。” 

 “我也尿过床。我梦见大灰狼追我，我一着急，就尿床了。”小白兔说。 

 “我也尿过，我梦见拿着水龙头去救火，结果……”小狐狸说。 

 “我梦见想小便，到处找厕所，后来就尿床了。”最后，连嘲笑人的小狗也承认说。 

 袋鼠阿姨微笑着拍拍小猴说：“好啦！下次再遇见要下水的时候，就揪揪耳朵，要是做梦，

一揪耳朵就醒啦。” 

 小猴在海边玩耍，一艘轮船向他开来。啊，轮船！这不是做梦吧。小猴赶紧揪揪耳朵。 好

大的轮船呀，船上挂满彩色的旗帜，甲板上有人在向小猴挥手，响亮的汽笛声仿佛在召唤小猴说：

 “来和我们一起去旅行。” 

 “我要到海上去旅行！”小猴不顾一切地迎着轮船向海里跑去。 

 结果呢？小猴又尿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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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款电脑看过来 
  

 另外一款叫“Razor Blade Pro”。这一款电脑看

上去很薄，速度却很快，而且也很好看，具有外形华

丽，性能强大，键盘舒适等特点，虽然 Blade Pro 是

一个笔记本电脑，但是它配备顶端的桌面组件，可以

保证超高的图形处理能力。最重要的是，VR兼容性。

我也很喜欢这一款电脑。 

 2017年，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笔记本电脑，你们想知道那几款是最

好的吗？请往下读！ 

 

 我这里要介绍的第一款笔记本

电脑叫“Acer Predator 21x”。虽然它看

上去有点厚，但分量并不重，而且速

度非常快，也有很多记忆体，而且外

观时尚，颇有一点概念型汽车的味

道。有评论说，“Acer Predator 21x”让

“便携”有了新的定义……这个笔记

本电脑是用来打游戏的，作为游戏达

人，当然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款。 

 今天我要介绍的最后一款叫“Asus Zenbook 3”。有人评价它是轻 + 薄 + 高效能 + 靓外形的

集中体现。该款的外放机的声音很好听，唯一遗憾是它的速度稍微有一点慢，因此我不是很喜欢。 
 

 这三款笔记本电脑都非常先进，

具有多种功能，兼容性强。但相信每位

顾客选择它们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喜好

和要求，就像我，更喜欢可以用来打游

戏的“Acer Predator 21x”款电脑，而不

是轻 + 薄 + 高效能 + 靓外形的“Asus 

Zenb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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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姓的由来 

1、出自姬姓。周成王封弟弟叔虞于唐，人称唐叔

虞。唐叔虞的儿子燮继位后，因唐地有晋水，就改称晋

侯。周宣王之子尚父，幽王时被封为杨侯，春秋时晋国

灭杨，杨成为晋国羊舌肸的封地。晋武公（燮的第10世

孙）时封次子伯侨于杨，称杨侯，是为杨姓人的受姓始

祖。 

2、出自赐姓。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哀牢夷（湖南、贵州的僚族分支）后，

赐当地少数民族为赵、张、杨、李等姓。 

3、出自他姓改杨姓。如福建林姓迁居广东梅州后改姓杨。《北史》载，杨

义臣本姓尉迟，后改杨氏。 

4、出自他族改姓。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施行汉化，有代北三字姓莫

胡卢氏改为杨氏。 

5、以封地为姓。周武王之子(姓姬)叔虞，字子于。周灭唐（今山西翼城

西）后，把 唐封地给他。并赏给他怀姓九宗。叔虞（又称唐叔）的儿子燮继位

以后，因唐地南临晋 水，就改称晋侯。这样，叔虞就成了周代晋国的始祖。叔

虞的后裔有封于杨者。杨，在今山西洪洞东南。春秋时灭于晋国，成了晋国大夫

羊舌肸的封地。被封于杨地者的后代就用封地名“杨”作为姓氏。 

姓杨的名人有哪些?  

杨延昭 (958-1014) ：本名延

朗。宋麟州人，抗金英雄杨业第六

子。父死，坚守边关，屡败契丹。戍

边二十余年，智勇善战，号令严明，

身先士卒，为将士爱戴，契丹惮服

之，呼为杨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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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杨的名人有哪些?  

杨贵妃（719年－756年）：名太真，

小字玉环，为唐玄宗宠爱的妃子，以容貌

美丽闻名于世，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

之一。 

 

 杨开慧 (1901-1930) ：女，湖南长沙

人。杨昌济之女、毛泽东第一位夫人、革命烈

士。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至1927年，

随毛泽东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

动。大革命失败后，在长沙板仓一带坚持地下工

作。1930年10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长沙壮烈

牺牲，年仅29岁。 

 

杨虎城 (1893-1949) ：陕西蒲城人，原名忠祥，国民党爱国将领。曾参

加辛亥革命。1936年12月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和张学良

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

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

解决后，被蒋迫令离军出国。抗日战

争爆发后回国，为蒋长期监禁，重庆

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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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on Marshall 

年限: 2 

总价值: $11 million 

保证工资: $5 million 
 

Rhett Ellison 

年限: 4 

总价值: $18 million 

保证工资: $8 million 
 

D.J. Fluker 

年限: 1 

总价值: $3 million 

保证工资: $1.4 million 
 

Geno Smith 

年限: 1 

总价值: $1.2 million 

保证工资: $300K 
 

Antwon Blake 

年限: 1 

总价值: $855K 

重签-Jason Pierre-Paul 

年限: 4 

总价值: $62 million 

保证工资: $40 million 
 

John Jerry 

年限: 3 

总价值: $10 million 

保证工资: $4.25 million 
 

Keenan Robinson  

年限: 1  

总价值: $3 million  

保证工资: $2 million  
 

Zak DeOssie  

年限: 2  

Shaun Draughn  

年限: 1  

总价值: $1 million  

保证工资: $0  
 

Josh Johnson  

年限: 2  

总价值: $1.95 million  

保证工资: $100K  
 

Orleans Darkwa 

年限: 1 

总价值: $1.15 million 

保证工资: $150K 
 

Mark Herzlich 

年限: 1 

在NF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赛）2017-2018年新赛季开始之初，没有一个团队像纽约巨人队（New 

York Gaints）那样在购买自由球员身上花费巨资。截至目前，他们已经续约或重新购买了13名选

手，新赛季巨人队将为此支付116,325,00美元。他们的策略就是得到他们想要的家伙，并宁可支付高

价，因此成为本赛季在NFL中花费最多的球队。此举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为球队带来更多的荣誉。

目前已经完成了新交易得球员如下： 

有了这些新的运动员，New York Giants 是一个强大的力量，预计将从

2016年的11-5个成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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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无数影迷来说，2016年是美国电影重新

伟大的一年，因为我们终于看到了好多新的、难得

作品的出现。新年之前，一部奇特的电影横空出

世，这部名叫《Arrival》（中文名《降临》）的影

片被媒体评为2016年最好的电影之一。故事讲述了

地球的上空突然出现了十二架贝壳状的不明飞行

物，悬浮在十二个不同的国家的上空，外星人向人

类发出了讯号，但人类却并不能够解读。美国军方

找到了语言学家路易斯（艾米·亚当斯 Amy Adams 

饰）和物理学家伊恩（杰瑞米·雷纳 Jeremy Renner 

饰），希望两人能够合作破解外星人的语言之谜。 

经过数次的接触，路易斯发现外星人使用了一种极

为特殊的圆环状的文字，并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

妙。由于一直无法确定外星人来到地球的真正目

的，中国、俄罗斯等四国决定对外星人发起进

攻，美方亦决定放弃研究将全部人员撤离，在这

个节骨眼上，路易斯终于明白了外星人的意图，

利用外星人赋予她的特殊的“武器”，路易斯以

一人之力改变了未来这个电影的故事讲外星人来

到地球，人类试图跟外星人建立良好的沟通, 同

时跟着别的国家保持关系。 

这个电影真的特别好，因此，你应该现在就去

看，看，看！ 

电影评论—— Arrival 编辑： 李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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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里长，身上白，遇敌人，放墨水，从不偷东西，硬说它是贼。 （打一动物） 

2. 身手矫健到处跑，深山老林逞英豪，性情凶猛能上树，金钱绣满大黄袍。 （打一动物） 

3. 小河水，轻轻流，黑衣娃娃排队游，细细尾，大大头，长大捉虫是能手。 （打一动物） 

4. 一只顺风舟，白篷红船头，两把红划桨，拨波随意游。 （打一动物） 

5. 像烟不是烟，布满天地间，太阳一出来，赶快都逃散 （打一自然物） 

6. 头上一撮毛，专往人嘴跑，上下左右爬，冒出白泡泡。 （打一生活物） 

7. 满身都是牙，遇事两头拉，谁也谈不拢，总是闹分家。 （打一物） 

8. 肚大腰圆腹中空，脸皮厚厚爱紧绷，别看胸中无点墨，说起话来咚咚咚。 （打一乐器） 

9. 中间是画，四边长牙，有它飘洋过海，无它难走天

下。 （打一物） 

10. 小胖小，穿花袄，头上戴个疙瘩帽，嘴儿长，叉着

腰，鞠躬欢迎客人到。 （打一生活物） 

 

 

1. 乌贼；2. 金钱豹； 3. 蝌蚪； 4. 鹅； 5. 雾；  

6. 牙刷； 7. 锯；8. 鼓； 9. 邮票； 10. 茶壶 

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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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糕 

用料   

糯米粉----------------- 500g 

普通面粉-------------- 500g 

红豆沙陷 -------------- 若干 

花生油 ----------------- 一小碟 

油炸糕的做法    

1. 将糯米粉、普通面粉按照1：1的比例进行和面，和面用的水是滚烫

的开水。 

2. 将面和好后放冰箱（套上保鲜膜）冷藏一晚上。 

3. 取出面团，手上抹上花生油，不要太多。抹花生油是避免粘手。取

出一小块面团滚成球然后按扁，将红豆沙陷取适量放入。然后像捏小

笼包的当时将它捏紧。捏紧后再慢慢的按扁，注意不要太用力。 

4. 油锅温度8成热、小火，放入国内。颜色金黄便可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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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文 
 

 

作者：中文写作班学生 

指导教师：孙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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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小时候是怎么过新年的 

陈劼民 
 

        当我问起妈妈，她小时候是怎么过中国新年的？她告诉

我：她小时候是非常期盼过中国新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

还比较穷，生活条件完全没有现在这么好。那时的小孩子们只有

在新年期间才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丰富饭菜和点心，可以穿着

漂亮的新衣，还可以收到一点点长辈给的压岁钱。 

       母亲告诉我，新年前，家家都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外婆早早地先向邻居借好磨糯米的石

磨，因为是女孩子，母亲必须帮助外婆把新年要用的糯米磨成粉，带著水，放在一个大罈子里，放

在寒冷的院子里。她们还用政府给的年糕券买回年糕，然后切成一片一片，风干或晒干，春节时可

以做炒年糕或汤年糕吃。 

        母亲小时候也要帮助外婆打扫卫生，准备过春节，里里外外，楼上楼下，擦窗子，扫地，

拖地板，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接下来会准备除夕的年夜饭。外婆准备各种菜肴，孩子们帮忙剥花生等小事。当看到桌子

上十几个香喷喷的菜，一家人都会特别开心。然后，大家围着桌子一起享受年夜大餐。 

       从大年初一开始，外公、外婆就要带着妈妈和舅舅们去拜年。一般先去长辈家拜 

年，然后去平辈的亲戚家。妈妈告诉我，拜年时会带一盒蛋糕和一蓝子水果，有时会留下来在亲戚

家吃饭，这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平时他们不太有机会见面。 

        听了母亲小时候怎么过新年的经历，我很感触，我们在美国过中国新年一点也不像在中国

过新年，在美国中国新年一点也不像个大节日，好像也没有像在中国有那么开心，很想有一天能回

中国过一次中国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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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博城春晚 

孔德人 
 

    2月12日的博城中文学校好热闹，偌大的餐厅和台

阶上挂着红色的装饰，包括灯笼和福字儿。每一个人

都笑得好开心，好快乐。大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那天就是今年的博城鸡年春节晚会。 

    今年的春节晚会由十年级第一次组织，他们做的

特别好，尽管热闹，但井然有序。 

    同学们都认为，虽然准备的时间不长，但有些节

目很好，像舞蹈、乐器合奏、小品等等。而另一些可以更好一些。表演开始时，董事们演出了一个

金鸡舞蹈庆鸡年。然后，还有老师们演戏一个短笑话。孙老师扮演老师，其他的老师扮演调皮的学

生，我觉得这个讽刺的小品挺有意思。 

    十年级同学为晚会准备了很多奖品，我很幸运，居然抽到了一个耳机，让我好开心。 

    学校和部分家长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其中包括面条、米饭、肉、菜、寿司和稀饭。十年

级又发了很多奖，然后他们给大家切了蛋糕。 

    今年的博城春晚特别好，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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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博城春晚 

李玉文 
 

    今年，我和我的八个同学一起合作组织了博城中文学校鸡年联欢会。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举办

这样的活动，但我笃定，我们会做出博城最好的一次春节晚会。 

    几个星期前，当我们开始筹备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并非看起来那么容易。我们需要统计各班

节目，并在此基础上设计节目单，还要排练自己的节目，需要主持晚会，然后购煤抽奖礼品，编辑

各班节目的音乐、催场、组织游戏等等……，而且，只有两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们能行吗？ 

2月12日，联欢会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很兴奋，因为我们的两个星期的努力就要亮相了！餐厅准

备好了，美食准备好了，音响准备好了，礼物准备好了，游戏准备好了，主持人准备好了，一切都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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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博城春晚 

张志达 
 

刚刚结束的博城春晚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一个春晚，我们十年级把今年的春晚做得非常好。 

晚会上，我看到了好多很好看的节目，我最喜欢的节目是十一年级的节目，因为他们跟家长一起

唱歌和弹奏乐器。我觉得他们演奏很出色，令人感动。家长们的唱歌也很卖力气。 

我还很喜欢今年的抽奖活动，因为很多家长和小朋友都可以得到奖品，就像过年长辈给的压岁

钱。另外，今年学生会和学校选的奖品都不错，其中既有玩具，也有家庭日用品，非常实用。 

春晚之后的会餐非常棒，有好多选择，还有很多甜点，像蛋糕，还有米饭和饼，以及鲜美的牛肉

汤。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素食，像豆腐和面条等等，很对我的胃口。 

有好节目，好吃的和好奖品，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博城春晚是最好的。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从联欢会开始到结束，几乎任何问题也没有发生！每一个节目的演出都很

顺利，中间的连接很流畅。我觉得每个节目都挺好的，但有三个节目我觉得更加有趣。首先是孙老

师和所有老师表演的小品《程门立雪》，我觉得节目很有创意，也很搞有意义，就像在教室里上课

一样。第二，我喜欢那个霹雳舞节目。我觉得，听完了好多唐诗和歌曲, 这个节目很新鲜，还很有

料。第三，是那个芭蕾舞的表演。这个节目需要特别的技能，但是这位女孩儿的演出非常成功，充

分展示了她的才华。 

今年，我要特别谢谢观众。我发现，在今年的演出过程中，无论是高年级学生，还是低年级学

生比哪年都守纪律。他们聚精会神地表演，聚精会神地看演出，兴高采烈地拿奖品。因为这个，我

想给他们鼓掌。 

    联欢会圆满结束了，所有观众走出整洁的餐厅，排队等候晚饭。我还挺惊讶，只用了差不多五

分钟，餐厅就准备好了。今年的春节晚餐非常丰盛，有好多菜和肉。我最喜欢那几个牛肉菜，我觉

得肉做的特好吃。吃完了饭以后，我就赶紧去和同学们为大家切蛋糕。在再发蛋糕时，我跟同学们

不停地开着玩笑。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游戏环节。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围绕在我们身边，

玩得非常开心。但是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很多家长不断把他们的孩子拉走，所以我们只玩儿了到

七点，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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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美国 
陈劼民 

 

我在美国马里兰州出生，在当地的小学和初中受教育。除了每两年回中国探一次亲，大多数时间

都是在美国生活，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美国，我会大声地说：“我喜欢美国！” 

    在我人生的十四年里面，我看到了美国许多好的地方。美国人绝大多数都很善良，如果你有困难

需要帮助，我相信很多的美国人会来帮你。 

美国人很注重保护环境，不让自然环境受到污染，所以，我们可以在美国看到蓝天白云，没有雾

霾，到处都看到自然景色。 

我也喜欢美国的教育方式，他们教会学生充满想像力和创造力，不是死记硬背，成绩也不是衡量

学生的唯一标准。 

不过，我最喜欢美国的地方，是美国社会很民主，你可以自由地选举自己喜欢的总统，你可以自

由发表言论而不会被关进监狱。 

    当然，美国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比如，大人们可以随便购买枪支放在家里，让人很害怕。我还

听说过，因为大人们随便把枪放在家里，而伤了自己或别的小孩子。美国也有种族矛盾等问题，美国

政府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在美国受教育，将来也一定会在美国工作，这是我的国

家，我应该爱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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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喜欢美国 

张恩得 
 

    15年前，我在加州的洛杉矶出生。一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了马里兰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

都喜欢美国。 

我喜欢美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的环境很好。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功夫保护她的环境。比

如，我们在街上看不到有人在随便丢垃圾。美国的法律很严格，如果我们乱丢垃圾就会被罚款。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也很重视环保和回收。例如，在我所住的蒙哥马利郡会教导我们如何做回

收。小时候，爸爸有一次被邀请到一个老人公寓帮蒙哥马利郡做翻译。蒙哥马利郡回收部门的职员很

仔细的说明了如何把垃圾中的纸箱、塑料和罐头等仔细的分类之后，放在回收箱里面。因为我从小就

很喜欢环境科学，所以我就对於那一次的回收讲座印象非常深刻。 

    总而言之，我喜欢美国，因为美国政府把环境保护的很好。 

我喜欢美国 

张志达 
 

美国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有蓝天、白云、鲜花和绿草。在美国，人们不用为雾霾担心，每天

都可以高高兴兴地看到蓝天和太阳。 

美国有好空气、好环境，还有很多好人。在美国，人口都很善良。人们都爱帮忙，生活在美国

很容易结交新朋友。 

         但美国并不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国家，还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有人说美国的教育制度有缺

陷，我很同意这个意见。美国学生的成绩比中国孩子差很多，尤其在数学、科学和阅读的成绩差挺

多的。但是美国孩子们的体育和运动水平比亚洲人好很多，作为学校橄榄球队的一员，这一点我感

触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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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美国 

孔德人 

 

    我在美国出生和居住快十六年了，如果有人问我，你喜欢美国吗？我会大声地告诉他“我喜欢美国！” 

    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还记的Obama和Trump的选举。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激烈地辩论和竞争，就觉得美国的政治

很有意思。美国法律保护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和选举权利，这是很多其它国家不允许和做不到的。我们的公民可以监督政府

执政，并在每四年选举新的政府。这也是我喜欢美国的重要理由。 

    美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由这些技术而生产的商品却并不很贵，是一般民众能负担得起的。记得妈妈爸爸在我八

年级的时候，曾给我买过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去年又给我买了一个iPhone 6。在美国，有很多高科技的大公司，像

Apple、Microsoft和Intel，无论男女老弱都可以在这些公司里找到合适的工作。 

美国不但有好的高科技，而且医学水平也很高，尤其在生物技术研究、癌症和遗传疫病的研究与治疗方面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由于经费和技术的原因，这些研究在许多国家很难进行，或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美国到处都是医院和药

店，民众有医疗保险，生病很容易得到应有的治疗。 

总之，因为美国政府善待和保护他的民众，所以，我很喜欢美国。 

   我喜欢美国 

张恩娜 

   我喜欢美国 张恩娜 我喜欢美国，因为我出生在美国。  

   美国有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很喜欢。首先，我的父母亲在美国工作的很辛苦。他们努力 工作来养活我们，使我们能

够在美国这么好的环境里生长。没有了父母亲我就不会在美国 了，这是我喜欢美国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发达，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很快速。  

   第三个原因是她的环境和气候。美国的空气很好，环境也很优美，所以很适合运功。 我们全家经常一起在外面走

路运动，使我们健康又快乐。  

   我喜欢美国，我会一直生活在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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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美国！ 
李玉文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五年。4岁那年，随父母搬到了安安静静的马里

兰州。每年夏天，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回中国，去看亲戚。在我十五年的生活里，我觉得我很喜欢美

国。 

首先，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我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安全水平和政治空间。 

美国政府对保护环境，防止污染有严格的法律和管理办法，所以，美国到处都有公共垃圾桶，而

且生活垃圾与特殊垃圾被严格区分开。 

除了清洁，我觉得在美国非常安全，你可以把包随意放在地下，去办个事儿，然后再拿着包走，

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在中国，如果你把包放下，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被偷走。当然，不能说美国没有犯

罪，但与中国相比，你会觉得更安全。 

美国没有那么多的人口。美国的人口有差不多有三亿，而中国的人口差不多超过13亿。为此，住

在美国就不会感觉那么拥挤。 

美国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高速公路，除了个别大城市，开车就不会那么堵塞。 

另外，美国有非常民主的政府，网络也没有任何人为的阻塞。 

    虽然看起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但也存在好多问题。比如，美国的教育体制不那么好，

美国孩子的数学能力明显比中国孩子差。政府把太多资金放在学校上，却要大幅减少环境保护和医学

研究的资金。美国还有很多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说，种族歧视问题。 

    虽然美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还是很喜欢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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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眼里的春天 

博城十年级 李景宜 摄 

博城十年级 张瑞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