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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 20 年后自己的一封信 
泰城希望中文学校马立平七年级：李连皓 

指导教师：田楠 

 

Me 你好， 

天啊，20 年好快就过去了！你

怎么样啊？ 你现在有 32岁了吧？哈

哈，好老啊！你还打不打游戏？你现

在打的游戏是不是很好玩？ 现在你用

不用 VR 来玩游戏啊? 我好想知道 20

年以后的游戏什么样子的。我好想玩

你的游戏。你们现在还用 Google 吗？

你们现在的手机是什么样子的，是不

是很酷啊？你们现在有没有 AI （机

器人）？比特币还在吗？你现在有没

有投资股票？ 

你还记得你的初中 Longfellow 

学校吗? 你后来上了哪个大学？希望

你如愿去了 Princeton 。希望你喜欢

你的工作。赚的钱多不多，可不可以

给我一点？多谢啦。你现在交了新朋

友吗？ 你以前的朋友还和你在一起吗？

你怎么跟他们联系？ 你和你的弟弟还

是好朋友吗？你的弟弟懂事一点没有

啊？ 他还是像他五岁时候的样子吗? 

你有时间去看看他 （ 顺便问他要点

钱）。 

还有最后两个问题，一：Google 

的 voice-typing 有没有变得更好？ 

二： 你到底还记不记得中文？我相信

你很会讲也会读中文，没有浪费我今

天学习的时间。 

祝好！ 

二十年前的李连皓 

2018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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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 20 年后自己的一封信 
泰城希望中文学校马立平七年级：李盈盈 

指导教师:：田楠 

 

未来的我： 

你好吗？我希望你每天高高兴兴

的，做你喜欢的工作。你有时间休息

吗？ 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相信你上了你想上的大学。你

努力地学习拿到了博士学位。在这过

程当中，你一定遇上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你没有放弃，成为了现在的你。

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新的障碍，每个发

生的事情都有一个原因，希望你努力

前行，别把事情想太多了。 

你有家了吧？找到自己的幸福了

吗？你从小就想要的狗拿到了吗？你

要有个好脾气呀，别像你妈一样每天

跟你叫唤。我知道你会当一个很好的

妈妈，鼓励你的小孩儿，给他们好的

建议! 

 

你还一直相信世界的美好吗？我

希望你喜欢现在的样子，做些有意义

的事情，为社会做些贡献。 

你爸妈现在老了。你有回报他们

的付出吗？你应该照顾照顾他们，每

星期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有时间去看

看他们。 

祝：身体健康，一生平安！ 

小时候的你 

2018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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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习经历和对我未来的影响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中文学分考班作者：张承俊 

指导老师：王珊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学习的过程

之中。有的人在学习科学，有的人在

学习文学，有的人在学习踢足球，打

乒乓球，或羽毛球，而我在学打篮球。

我在打篮球过程中，不但学到了篮球

技巧，锻炼身体，而且学到了团队合

作精神。  

打篮球要学习很多技巧，比如投

篮，控球，过人，上篮。我开始打篮

球时，投篮命中率非常低，更不要说

什么控球技术。后来我参加学校的篮

球训练，观看篮球比赛, 学习投球的

姿势，放学回到家后也经常练习。通

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学习，我的篮球

技术提高了很多。因为打篮球我还长

高了，身体更强壮了，我非常高兴。 

现在我已经能够轻松自在地打球了。

当篮球比赛的时候，只有我们队员相

互配合，我们才能胜利。当队员不能

很好配合的时候，我们总是失败。因

为打篮球是一种团体运动，所以篮球

比赛需要队员相互配合。 

我觉得打篮球是一项很有意义的

活动。不但要自己付出艰苦的汗水，

而且需要和团队配合。我相信在未来

的学习中我也会和同学相互帮助、相

互配合，才能取得团队的 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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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恐惧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中文学分考班作者：贾子乐  

指导教师：王珊 

 

你经历过害怕和恐惧吗？哦，我

想你一定有过。在这个地球上，每个

人都要学会克服害怕，不要让它阻挡

你。我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经历就是

讲我如何面对害怕和恐惧。 

这个经历发生在今年暑假。我们

一家人去巴哈马群岛旅游，有一天，

我们来到一个水上公园玩。我的家人

想去一个很惊险的水上滑梯玩，我不

想去。他们把我拉过去，劝我玩。最

终说服了我，我和家人一起排队等着

玩。我一直在内心问自己，到底有多

难呢？队伍很长，我排队等的时候一

点也不怕，我觉得一切都会正常。当

该轮到我和姐姐时，我清楚地看到了

滑梯要经过一个很黑的隧道，我一下

子吓傻了。我开始往回跑，姐姐追过

来对我说：“你可以和妈妈一起坐，

这样你会感到安全些。”我喜欢这个

想法，就又回去换了位子，同妈妈一

起坐。然后，工作人员把我和妈妈坐

的浮圈推进滑梯里。滑到隧道里时，

一片乌黑，我太害怕了。我紧紧抓住

扶手，直叫“妈妈”。几分钟后，终

于滑出隧道了，紧接着就滑到终点了。

结束时，我突然感到很有趣，还想再

接着玩一次。 

通过这次经历，我知道了如何面

对害怕。如果你能正视它，你有可能

发现你喜欢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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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夏天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班：胡嘉佳 

指导：陆强 

暑假前曾幻想过 2018 年的夏天

拥有着的无数可能性。我掰着指头认

认真真点着，可能会热情似火的夏威

夷，观椰林婆娑；亦或者在西海岸畅

游，从洛杉矶到西雅图，毫不停歇；

又有可能梦回华夏，在家乡的土地上

放声高歌。可这都只是幻想，一系列

的暑假班让我不得不滞留在弗吉尼亚,

最后空闲的八月也无法脱身。虽然听

着无聊，但这一次，我却是真的喜欢

上了弗吉尼亚的夏天。 

对比了一下曾经过过的夏天，今

年这个暑假真是丝毫没有让我感到夏

日炎炎的不适。拿前年去过的奥兰多

来说，那虽然是个笑声之地，也的确

让我享受了一把迪士尼乐园的乐趣，

但七月中旬真是热得睁眼便是炽热光

线。也就是因为这个，最后想坐恐怖

过山车的时候因为热得身体实在不适

所以不得不放弃，结果就是到现在也

没有机会再去试一试。弗吉尼亚坐落

于美国的东海岸，从大西洋吹来的暖

风舒舒服服。外边不算特别热，偶尔

一阵小雨更是惬意，室内的常年恒温

更是不用说的美好。想要让自己晒成

健康的小麦色，或者是想让自己做一

个美白之人，弗吉尼亚这个地方真是

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再回到佛罗里达奥兰多乐园，那

地方因为太过于炎热所以让我不得不

放弃乘坐过山车，回到酒店还赠送了

一阵眩晕呕吐。弗吉尼亚看上去安安

静静，一个历史之州何时何地都散发

着人文气息，但你若是想挑战刺激，

这里的游乐园也不见得比洛杉矶和奥

兰多差很多。这不，今年八月份我便

去了附近的 Kings Dominion，路程不

远离我家这块也只要一个半小时。惊

险程度，刺激程度？足以让你们都尖

叫。所以与其冒着中暑的风险去找著

名的游乐场一探究竟，还不如来弗吉

尼亚在暖风中惊险一把。 

北弗吉尼亚上边是美利坚之都华

盛顿特区，下边是幽静美丽的卡罗莱

纳二州。若是游客想要找个地方歇歇

脚顺便到一些景点来看看，这地方也

是不错的选择。空闲时光，我乐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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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各种景点去逛逛，比如大名

鼎鼎的白宫，包括周围各种各样的政

府大楼。华盛顿特区的博物馆多得数

不胜数，我逛了不少博物馆，也学了

不少东西。卡罗莱纳二州是个能让人

心静的地方，国家公园对我来说也是

暑假的优先选择取出，就比如说大烟

山国家公园。玩累了，随时回到弗吉

尼亚，和邻居谈天说地，心里仿佛一

下子充实了许多。 

总以为暑假不坐着飞机去旅游就

少了点什么东西，但其实这次在弗吉

尼亚的一个夏天对我来说十分美丽。

“暖风熏得游人醉”，大概就是这里

的夏日吧。呆久了，嘴角时不时都会

带着笑容，可能因为”Virginia is 

for lovers”吧！ 

2018年 8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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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 

暨南五年级：马欣怡 

指导教师：许涵 

 

我的妈妈很漂亮。她黑黑的头发

又长又厚, 她的眼睛是偏黑的咖啡色。

我的妈妈不高也不矮。妈妈的朋友都

说妈妈的皮肤很好。他们都说我长得

像我的妈妈，但是我觉得我长得更像

我的爸爸。还有很多的人说我长得不

像我的爸爸，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头

发是像他的,因为我没有像妈妈一样又

黑又浓密的头发。 

我的妈妈特别爱我们的家庭。她

总是很快乐和高兴。妈妈性格温和,脾

气特别好，特别爱我。她很有耐心, 

从来都不舍得对我们发脾气。她从来

都不打我或者是骂我。妈妈说她看见

我们一家高兴的话她就也高兴。我们

也都对妈妈好。 

每个星期六，妈妈总是带我们一

家去外面买东西或者是去玩。她照顾

着我们的家庭，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

的。没有妈妈的话，我们都会特别闷。

妈妈每次都帮我们解决问题。无论什

么时候我跟我弟弟打架，妈妈都知道

怎么让我们停止，她不跟我们发脾气。

我们做错事情的话，妈妈不会批评我

们，但是，她会帮我们把事情弄好。 

 
妈妈每天照顾我和弟弟。妈妈把

我送到学校，妈妈把弟弟从幼儿园接

回来。妈妈每天把我们叫醒。没有妈

妈叫醒我们的话，我们都会迟到。每

天。有妈妈的帮助, 我们感到很轻松。

当我生病的时候，妈妈在家里陪着我, 

照顾我，也给我喂药。妈妈喜欢帮助

我, 我也帮助妈妈。我有时候帮助妈

妈看弟弟一下，或者是在商店里挑一

件妈妈特别喜欢的衣服。她就很快乐

和高兴。 

因为我的妈妈为我做很多的事，

所以我也为妈妈做一些事情。有时候

我给妈妈买礼物，取东西，倒一杯茶，

和做美食。我特别爱我的妈妈， 我知

道我的妈妈也很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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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读后感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班：陈泽宇 

指导教师：陆强 

 

 红楼梦这部著作所讲的故事发生

在清代，全书围绕着贾家的贾宝玉、

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展开，讲述了一

个令人惋惜的悲剧。 

贾宝玉是个柔弱的公子，从小就

被贾母宠，与女孩子们一起长大，培

养了许多女孩子的性格，比如爱哭，

柔情，与其他封建社会的男人们格格

不入。林黛玉的性格与贾宝玉相似，

敏感、聪慧、爱哭。薛宝钗却不一样，

跟前二者比起来，更会做人、更会处

事，总是一副大姐姐的模样。因为当

时社会的封建思想，贾府一直反对贾

宝玉和林黛玉的感情。但是贾宝玉和

林黛玉却不肯，为了自己所相信的爱

情而一直继续联系。最后，贾府还是

让贾宝玉和薛宝钗强行待在了一起，

林黛玉伤心欲绝，自杀了。 

曹雪芹在文中细致地描写了人物

们的神态与心灵，通过故事里的细节

地让一个个角色都“活”了起来。当

这一个个细节衔接起来的时候，人物

的性格无比生动地显现了出来，通过

角色们的心理变化，展现出了人物不

同的立场和性格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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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使馆开放日的活动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班：何佳森 

指导教师：陆强 

 

我早晨起来很高兴因为我们今天

要去中国大使馆！今年中国大使馆第 

一次开放，我很高兴我能去的了。 

我们开车开药中国大使馆大概半

个多小时，我们到了排队排了很长时 

间。我们排队的时候吃了一些虾片和

饺子，还看见我弟弟的同学！ 

我们进去大使馆的时候我们经过

了一些检查，我们进去的时候我还得

了两个印章，我还弹了古琴，然后我

们就下楼了。楼梯的旁边有很多很多

的国画，和一个池塘。楼下往前走有

写毛笔字的，画国画的，和做茶的。

我喝了一杯茉莉花茶喝一杯普洱茶, 

茉莉花茶有很浓的味道，很好喝。普

洱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也很好喝。

我又看了画国画的，他们画的是荷花，

很漂亮但是没有水墨都是颜料，我觉

得那幅画没有国画的默契。 

我们再往前走与照相的，我们照

了几张。大部分的时候我在做鬼脸！ 

然后我们要上楼了，我们看了看楼梯

后面。楼梯后面有一负很大的国画。

和几个小房间。我们看完了就上楼回

家了。 

虽然中国大使馆没有那么多的东

西但是这可能是我第一和最后依次参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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