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琳珊 —— 

亲爱的姥姥: 

    我真的高兴,您刚从中国回来。我

们知道您和姥爷还是很累。我们在中

国的时候您带我们

去爬长城，游颐和

园和香山，可好玩

了。您做的饭很好

吃。您跟我和弟弟

玩儿贴鼻子，真好玩儿。要是没有

你，我就不会玩儿的这么高兴。 

   亲爱的姥姥，您真聪明。 

                          珊珊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黄俊文 —— 

今年夏天，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

到白山旅游。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我喜欢那里的环境。空气很清新，树

木很绿，水也很清晰。我们在那里过

了四天。 

在这四天期间，我们去了 Story 
land，北极熊的洞穴,看马戏团, 登山

和观看日落。在 Story land 我们坐过

山车，坐船 和坐其它电动机器。 我

们还看到了有趣的事

情。在北极熊的洞穴

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漂

亮的晶体。在马戏团

里，我们看到了技巧熟

练 acrobats。 

在这四天里， 我最喜欢的活动

就是登山和观看日落。 我希望明年跟

家人可以再去那里玩。 

                         黄俊文 

                         2011/8/2 

 

李员峥 —— 

亲爱的姐姐： 

你好！ 

     你的工作还好吧？我在中国过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暑假。我们去了青

岛，千岛湖，和西安。在青岛我们去

了我爸爸的会。在千岛湖我们游了一

圈。在 西安我们在

爷爷和 婆婆家住了

十天。 内蒙古住了

五天还 骑马！我希

望你下个暑假跟我们一快儿去！ 

                     峥峥嵘 

              二 o 一一年十月一日 

 

 

赖伊琳—— 

亲爱的爸爸： 

您好！ 

    自从您从长沙回

美国后，我，妈妈，哥哥和弟弟回郑

州去看我妈妈的亲人。我们在郑州去

照相馆照了很多相片 。我们还去了鸵

鸟园，我们看见了很多大鸵鸟。鸵鸟

园还有很多好玩儿的游戏，真是太好

玩儿了。真希望爸爸下次也来这里玩

儿。 

                   女儿：赖伊琳 

二 0一一年十月二日 

 

梅子健—— 

亲爱的爷爷： 

您好！ 

    今天我参加了一

场足球比赛。我们队

赢了。我们队场上有

八个人。比分是五比三。我很喜欢踢

足球。 

   祝爷爷奶奶身体好！ 

                   孙儿：梅子健         

               二 0 一一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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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柳萱—— 

田老师： 

    我们全家在暑假

去了巴哈马。我和爸

爸，妈妈，弟弟和姑

姑全家一起去的。我们在那儿住了一

个星期。我很喜欢那儿。巴哈马有蓝

天，白云和大海。那里很热，我们每

天去游泳。我们还看见了大鲨鱼。我

最喜欢的是和海豚一起游泳。我被晒

红了。我希望明年还去巴哈马。 

                         张柳萱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赵凯琳—— 

亲爱的外公： 

您好！ 

今天夏天放假，我们全家去了纽

约和华盛顿。我们在纽约看了自由女

神像。在华盛顿我们看了飞机馆。在

飞机馆里有很多飞机。我们

还去了大瀑布。那里的风景

非常美丽。我们还去了海

滩。我们在大海里游泳。 

我的暑假过得很开心。 

   祝外公外婆身体好！ 

            外孙女：凯琳 

      二 0 一一年十月一日 

 

 

杨晓蔓—— 

亲爱的爸爸： 

您好！ 

   我很喜欢你给我买的

那一本书。我已经看过

一次了。我也让弟弟读

了，他也很喜欢这一本书。你今后可

不可以再给我们买别的 Pokemon 的

书？ 

                        杨晓蔓 

二 0一一年十月二日 

王艾康—— 

亲爱的外公： 

您好！ 

   今年夏天放假，我和姐姐干了很多

的事。我们去上了网球课，做了科学

实验，参加了夏令营，去了 Six Flags 
游乐场，还去了马

里兰。我和姐姐还

在家里弹琴，看

书，做中文作业，

还看了电视。这个

夏天我们很高兴。 

现在，学校开学

了。我喜欢我的老师和教师。 

   祝您身体好！ 

                   外孙儿：康康 

二 0一一年十月二日 

 

 

杨诗琦—— 

亲爱的姑丈： 

您好！今年夏天七月，爷爷和奶

奶带我和妹妹跟旅游团去中国。我们

去北京四天，那里有长城，故宫，颐

和园和天安门广场。第五天我们去了

杭州。第六天我们去了苏州。第七天

和第八天我们去了上海。第九天至第

十二天我们去了广州。最后，我们又

去了越南两个星期探望我的太老姥

姥。 

八月，我和

妹妹一起到剑桥中

文学校读暑期班。

我们去游泳，学画

画儿，唱歌，折纸

和体育。 

祝姑丈身体好！ 

       侄女：诗琦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曲嘉晨——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我们在学校画地图了。我们一共

画了两张图。第一张是我用铅笔画

的，第二张是我用电脑画的。我觉得

电脑画图很好玩儿，因为很容易，对

我很容易。学校开始发家庭作业了，

我做完了。 

               儿子：曲嘉晨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岳榕天 —— 

亲爱的爷爷： 

您好！ 

   在暑假我去了加州。那里很热，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看电

视。那里很好玩儿。我

有一个 DS。我想爬长

成，我还想看天安门。

我的中文是不是有进步了。我爱去学

校。我爱学习。 

                   孙儿：岳榕天 

二 0一一年十月二日 

 

王博洋—— 

爷爷： 

您好！ 

   自从中国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想给

您写信。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

非常喜 欢。我们

照了很 多照片，

有天安 门广场，

故宫， 还有长

城。我 希望再去

中国，去看看这些地方，我也去看看

爷爷和奶奶。 

    祝您们 身体好！ 

                     孙儿：洋洋 

二 0一一年十月二日 

 

陈凯琳—— 

亲爱的表姐： 

你好！ 

   放假后，我去夏令营玩儿和学习。

我们学习中文，学数学，还去郊游。

夏令营就在我们的家里。我的妈妈有

时间的时候就可以经常帮我们学习。

夏令营九点半开始，一直到六点半下

学。你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希望很快

收到你的回信。 

                          凯琳   

            二 0 一一年十月十六日 

 

陈晓薇—— 

亲爱的外婆： 

您好！ 

    今年夏天 放

假，我们全家 去骑

马。我的马叫迪拉拉，妈妈的马叫发

沸，我哥哥的马叫裘,爸爸的马叫草

莓。骑马的地方很美丽。那里有山，

小河和树林。马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吃

树叶。我们骑了一个小时。我爱我的

马。我们全家玩儿的很高兴。 

                          晓薇 

二 0一一年十月二日 

 

何颖義—— 

亲爱的奶奶： 

您好！ 

   今天夏天放假，我们全家去加拿

大，去看外婆和外公。在温哥华，我

去游泳，还有，我们每天同外公去打

乒乓球。外婆会煮很好吃的东西。有

时外婆会带 我们

去吃好味道 的中

国菜。这就 是我

今年夏天做 的事

情。   

                       何颖義 

二 0一一年十月三日 



赵宏宇—— 

亲爱的奶

奶： 

您好！ 

    本想这个暑假和姐姐回中国去看

您的。可是我爸爸的老朋友的女儿要

过来美国玩儿，所以就没有时间去看

您了。 

   爸爸的朋友的女儿叫乐乐。乐乐比

我大半岁，比美翎姐姐小一岁多一点

儿。她带来了一 Ipad。Ipad 里面有

很多很多好玩儿的游戏。真的很好玩

儿。 

   奶奶这个暑假没有回去。爸爸说让

我们明天回去看您。 

                    孙儿：赵宏宇 

二 0一一年十月二日 

 

杨佩颖—— 

亲爱的外婆： 

您好！ 

   今年放假，我

们全家去广州玩，

我们去了珠江，海

珠广场和动物园。祝您身体好！ 

                    孙儿：杨佩颖 

               二 0 一一年十月二日 

 

徐昊轩 —— 

亲爱的爷爷和奶奶： 

您好！ 

    学校放假以后，我们搬到了新房

子。在这个房子中，我们为爷爷和奶

奶准备了你们自己的

房间。希望你们到美

国来住一段时间。 

    我听妈妈说，最

近爷爷的身体不太

好，希望爷爷保重身体！ 

                      孙儿：昊轩 

               二 0 一一年十月二日 

廖丹琪——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您出门儿已经

十天了，我特别想你。我刚刚开学，

我的老师很好，我很喜欢她。我的几

个好朋友都在我的班上，我很高兴。 

   你知道吗？我的跆拳道进步很大，

我已经从桔色的带子升了三级，到了

蓝色的带子。我想你一定很为我高

兴。 

   你在日本的这几天过得好吗？我真

想让你现在就回来。不过别忘了给我

带回一点小礼物。 

                       儿：丹琪 

二 0一一年十月二日 

 

梁奕成—— 

亲爱的朋友： 

你好！ 

   我开学了，我学习

很忙。每天要练习弹

钢琴. 我没有时间写

信给你。你现在忙不忙？你踢不踢足

球。我现在每周踢两次足球，我要和

你踢足球。我希望很快见到你。。 

      祝你身体好，学习进步！ 

              你的好朋友 ：成成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日 

关皖玉—— 

亲爱的妈妈： 

    昨天我和姐姐去中国城买东西，

我们十点钟坐火车去的，这是我第二

次坐火车。我们在中

国城买了一些点心和

熟肉，就坐火车回家

了，我很喜欢做火

车。 

 

                          关皖玉 

二 0一一年十月二日 

   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