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老师： 

今年暑假我做了三件很有意思

的事。首先，我学了一门计算机语言

课。这是通过网络上课，自学练习的

课程。我完成了好几个编程练习，包

括自动玩具，小人对话，

变换画面。我非常喜欢这

门课的老师和练习。第二

件事是我完成了中文暑假

作业。虽然我不是很喜欢

练习中文，但是我的中文水平还是提

高了一些。最后一件事是我跟爸爸，

妈妈和哥哥去迪士尼乐园和尼亚加拉

大瀑布度假。 

今年暑假我玩得很开心！我盼

望着明年夏天快到来。 

    徐安迪 
2010 年 9 月 27 日 

 

亲爱的 William： 

你好! 

今年夏天我去夏令营。我去

MIT Viking sports 和 Simons 

college 夏令营。我在夏令营玩儿足

球，篮球和冰球。有时候我们去游

泳。我不去夏令营的时候，我跟我的

朋友玩儿，我喜欢跟我的朋友 Jack 玩

儿，我和我的朋友们喜欢玩儿足球。

我们也 Trade Pokeman Cards。我也

喜欢跟我的弟弟去公园儿

玩儿。我和我的弟弟喜欢

玩儿秋千和球。我过了一

个很 Short 的夏天。  

    祝你天天快乐！ 

大哥：贾广瑞 

     2010 年 9 月 26 日 

亲爱的爸爸： 

您好! 

今年暑假，我们一家人去波斯

堡休假。波斯堡不小。妈妈，哥哥和

我去中餐馆吃饭。晚上我们

去看棒球比赛。波斯堡队胜

了圣.路易斯队。我们吃了三

明治。很奇怪，他们把炸薯

条放在三明治的中间。很好

吃，我吃了两个。我和哥哥住在独立

的房间。白天我们在街上行走和玩

儿。我们还买了纪念品。 

祝好！ 

儿：周凯文 

 

亲爱的爸爸： 

您好! 

 您的工作忙不忙？我上三年级

了，学校已经开学了，我的新老师很

好。我也喜欢我的新同

学。所以我就不那么想念

暑假的时光了。暑假里最

开心的事是去水上乐园玩

儿，因为是您带我去的。 

     祝爸爸身体好！ 

                 爱你的儿子：吴双 
                 2010 年 9 月 25 日 

 

亲爱的爷爷： 

您好！ 

 今天妈妈给我洗了一点水果

吃，您有没有经常吃水

果呀？我又学了一样滑

冰。我们全家很爱你，

我还要好好学中文。爷

爷，我们的小鸡下蛋了

没有？航航还住在老家吗？爷爷你有

活儿干吗？我每天有很多作业。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孙女：曹凯若 
           2010 年 9 月 25 日 



亲爱的乐乐： 

你好! 

 一个暑假没有见面,非常想你.

在上海好吗? 上海的天热不热?你和你

的弟弟 Kevin 喜欢不喜欢上海? 下次,

请你给我讲一讲你们在上海的故事好

不好? 

 今年暑假我过得很充实.我很喜

欢 MIT 的夏令营, 在那里我的游泳水

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还认识了好多

新的朋友。开学前, 我们全家还去了

旧金山，我们去看了南湾的大海, 游

览了金门大桥。我最喜欢的是科技博

物馆,那里有很多有趣的动手试验,有

机会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乐乐，现在我们都开学了，我

真想有机会再和你一起玩儿。 

      张璐璐 

   2010 年 9 月 25 日 

 

亲爱的爸爸: 

您好！ 

我今天上中文课了。中文学校

的老师很好，她教了我们很多中文

字，有“信封”，“邮票”，“广

场”等。中文字有的很难写，但是，

我喜欢学中文。 

魏兆赢 
                2010 年 9 月 18 日 

 

妈妈： 

 我是绿带了（Karate），你知

道绿带是很好的吗？我也有一个小黑

带，但是，我的好朋友没有黑带。我

要那红带。我的老师要我说

Hello Sir.和 Bye Sir.。老

师不让我们笑。我还要三个

小带, 我朋友还要四个小

带，因为我有一个了。 

                  王加加 
        2010 年 9 月 23 日   

亲爱的公公： 

您好! 

 昨天，我收到了您的来信。我

很开心 。您的身体好吗？ 

 我在暑假期间去了台湾。姐姐

带我去泡温泉。我很喜欢泡温泉。我

们也去了野柳，野柳很热，我中暑

了。亲爱的公公，有时间多写些信给

我。 

祝公公婆婆身体好！ 

  孙儿：丁楚炎 
                2010 年 9 月 25 日 

 

亲爱的爷爷奶奶: 

您们好! 

 今年夏天我全家去了

大峡谷国家公园。我还游了

Arizona 和 Utah 的别的地

方。我今年九岁了，这是我第一次去

西南地区，这还是我第二次坐飞机旅

游。今年我还去了大瀑布。我游了

Behind The Falls。我被浇得很湿。

我看了月亮和彩虹。我读了很多旅游

的书。这是我最好的夏天。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孙儿顾承汗 

                 2010 年 9 月 24 日 

 

 

老师： 

你好！ 

我是高子翎。我放

假时去了台湾。去了台湾

的故宫博物院。故宫里我

们看到“翠玉白菜”。在台湾我们看

到很多的荷花和锦鲤。我们坐飞机去

上海，我们去了杭州，我去了西湖，

去爬了“飞来峰”，后来我们回家

了。 

    高子翎 
 



亲爱的爸爸： 

您好! 

 你出差已经十

天了。我觉得家里没有你很安静。我

过得很好。今天乐乐去他的朋友的生

日 Party 了。所以我在家里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乐乐回来后，妈妈带我们

去打 golf。上次我打 Golf 时，我后

面打得好。你今天晚上回来我再告诉

你我今天的成绩吧。 

儿子：曲嘉珩 
                2010 年 9 月 25 日 

 

亲爱的爷爷奶奶： 

您好! 

今天我收到了

您的来信。我很喜欢

信封上的长城邮票。

我知道，长城在北

京。爸爸妈妈说明年夏天我们全家要

去武汉看您。那时，我就可以去爬长

城了！ 

亲爱的奶奶，我的中文水平是

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外孙女：熊爱琳 

            2010 年 9 月 25 日 

 

亲爱的爷爷奶奶： 

您好!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

Acadia 国家公园。那里有

山，海，还有湖。爸爸开车

带我们去了山顶。山顶上风

很大，风景很美。我们也沿

着湖边走路。第二天我们去

了海边。水太冷，我没有游泳。第三

天我们坐船去了海中间，看海豹。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孙儿：许康伟 
   2010 年 9 月 24 日 

 

亲爱的爷爷， 

您好！ 

 今天，我去上学

了。我要使劲地学习。我

今年夏天要去中国。你还

好吗？我和我的好朋友去露营了，很

好玩儿。我下次去中国的时候肯定要

去北京。现在你在哪里？我很爱你。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孙女：陈缘缘 

 

亲爱的爷爷： 

你好! 

 我们上个暑假回到中国。

我，我哥哥和我妈妈都回到中

国。我的中国的家在上海，我们

到了好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到了

长城和天安门广场。我觉得上海

有最好吃的东西。上海很热。我

们都不敢出去。我妈妈的朋友请我们

吃饭。我们在烟台坐船到大连。我最

喜欢吃虾仁儿。我上个暑假好高兴。 

  祝你天天快乐！ 

         钟孝霖 

 

亲爱的姥姥： 

您好! 

今年夏天，我在夏令

营过得很高兴。我认识很多

新朋友。我们玩游戏，踢足

球。有时我们也做手工。周

末，我和爸爸，妈妈，还有

姐姐一起去公园，去沙滩。

我喜欢大海。我希望有机会

去颐和园，故宫看一看。姥姥，你好

吗？我很想念你，你什么时候来玩儿

呀？ 

   祝姥姥身体好！ 

   孙儿：刘开文 

               2010 年 9 月 25 日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我很想你。我想和您说一说我

在多伦多的生活。一半时间我和爸爸

在一起，另一半时间我去夏令营。在

夏令营里我们

有 时 候 去 游

泳，有时活去

打保龄球，有

时 候 去 科 技

馆，有时候玩

游戏。另外，我交了很多朋友。我每

天过的很高兴。 

          祝您身体好！ 

                     女儿：周雪儿 

                 2010 年 9 月 26 日  

 

 

亲爱的外公, 

您好! 

中国现在

好不好?放假时我

们去看了妈妈。

妈妈也回来看我

们。我们看妈妈的时候，顺便去看了

US open。 外公你可以不可以给我的

Cousin 带一个好？秋天来了，有一些

树叶子变黄了。我们去看

MOVIE “the revenge of kitty 
galore”。还有，今年是什么

年？是“狗”年还是“兔

子”？请向外婆问好。 
 

孙儿：戚大为 
                 2010 年 9 月３日 

 

 

 

 

 

 

小哥， 

你好。 

你在学校好吗？你有没有新朋

友？大学的作业难吗？你什么时候回

家？我们很想你！ 

我用中文给你写信！我在中文

学校打 Ping-pong 

球，我现在喜欢去

中文学校。 

再见！ 

弟弟， 王小沁 

 

 

 

 

 

 

亲爱的 Julia 
你好！ 

我在中国北京给你写

这封信。今年我们全家回国

看我的爷爷和奶奶。我去爬

长城，还有骑马。北京天气

很热，可是我不怕热。我的大妈带我

去公园钓鱼。我钓到了

十条小金鱼。有两条花

鱼，一条金色的，四条

红色的，三条桔色的。

我们把鱼养起来了。我

在北京学了很多中文。我很喜欢北

京，明年我要再回北京。 
 

李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