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天
——李员峥
“快走呀”我大声的叫！我和我妈
妈正在准备去我的好朋友的生日晚会。我
们过了几十分钟后就准备好出发了！我很
担心我会晚的。
到 sky zone 后，我就立即把我要
穿的鞋穿上了。我开始跳了！很好玩儿
的！我扔球了，我也跳蹦蹦床跳的很高很
高的！过了一个小时，好玩儿的都玩儿完
后，我们就去吃披萨。吃披萨的时候，我
们就开始玩儿一个游戏，我们想把贴在我
们的身上的贴纸贴在女孩儿的身上。我们
玩儿了二十多分中后就要吃蛋糕了。蛋糕
很软和很大，很好吃的！吃完后我们就拿
着我们的 Goody bags 走了。
我的一天是这么过的！这一天很好
玩儿
我在春假假期渡过的一天
——杨诗琦
二 0 一三年四月十七日,学校放春
假。
早上我十点钟起床。洗脸后, 我收
拾好我的房间。吃完早餐后,爷爷和奶奶
带我和两个妹妹到ＹＭＣＡ游泳。我们游
了三个小时。我洗澡穿衣服后,爸爸带我
们去 Friendly's 吃冰淇淋。我吃了一杯大
朱古力的冰淇淋, 十分甜。
我们五点钟回到家。我收到了一个
邮包。我打开一看,是我的姨婆寄来一合
草菇。要十天内每天浇水和晒太阳就会长
出一磅半的草菇。这是姨婆送给我的生曰
礼物。
我的生日是在星期天二十一号。我非常开
心！十天后我就可以吃我种出来的新鲜草
菇呢！吃完晚饭后, 我帮奶奶做朱古力的
pretzel。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然后, 我
一边看美国新闻一边织围巾。这是我去年
六月开始学的。最后, 我完成我的围巾。
十一点,我才上床睡觉。
这是我的春假假渡过的一天。

春假里，我的一天
——曲嘉晨
今年春假里，作为我十岁生日礼
物，爸爸妈妈带我和哥哥去了欧洲。我们
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了 8 个城市。一共
两个星期的旅行。在两个星期中，我记忆
最深的是在威尼斯的游览。
我们在威尼斯一共住了两天，第二
天的早晨，天上有很多云，地上湿湿的，
空气也是湿湿的，有点儿冷。我们上了一
艘快艇，从我们的酒店的码头直接去了
murano 岛上吃了午饭和去玩了。 我们参
观了玻璃厂。我很喜欢那些玻璃雕塑和吊
灯和所有的玻璃工艺品，五颜六色，很
美。中午过后，我们又坐上了一艘船，去
了 burano 岛。这个岛以前是一个渔村，
岛上的房子都漆上了鲜艳的颜色，蓝，
红，绿，桔黄，等等。岛上的游人不多，
彩色的房子在阳光下静静的站着，倒映在
河道的水面上。我们没想到这个小岛这么
美，照了好多照片。我和哥哥在岛上跑跑
跳跳，吃了巧克力 gelato. 岛上的教堂
高塔，好几百年历史了，竟然有点倾斜，
在夕阳下拉下了长长的影子。
我常常看那天在 burano 岛上的照
片，好像又把我带回到小岛上，想着那里
的高塔，gelato 和彩色房子。

春假

---梁奕成
今天是春假。我和我的朋友去动物
园。我们都喜欢动物。动物园有猴子，老
虎和大象很多动物！
我们最先看到猴子。它们在绳子上
爬来爬去，真有趣！然后，我们和妹妹去
看熊猫。妹妹最喜欢熊猫。妹妹说：＂我
爱熊猫＂。我和我的朋友又去看乌龟。乌
龟很好玩。我看见了十只乌龟。我最喜欢
乌龟。我觉得乌龟很 cool。中途我们去喝
可乐。我的朋友最喜欢喝可乐。五十秒都
没有到，他就喝完了。我花了五分钟才喝
完。最后我们去看海豹。我的朋友爱海

豹。他说：＂海豹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看完了，我们就去等妈妈，爸爸和妹妹。
我和我的朋友趁机玩了一会儿游戏机。妈
妈，爸爸和妹妹来了。我对我的朋友
说：＂我们要走了，拜拜＂。
今天我真是很开心！

馆。水族馆里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鱼。
有小鱼，有大鱼，有长鱼和短鱼。我们看
了一会儿，就回理发店接妈妈。因为我们
都累了，就开车直接回公寓了。
我这一天很开心。下次我还想再
去。

春假里，我的一天
——Grace Li
今天是星期六。我和妈妈，爸爸，
和妹妹要去唐人街吃饭和买东西。
我们吃过早饭，然后开车到唐人
街。唐人街很远，我们开车开了四十分钟
才到。我们来到唐人街先吃饭，然后买东
西。我们吃的是火锅。火锅里有羊肉、牛
肉、牛舌、面条、豆腐、小饺子和很多种
青菜。火锅真好吃！爸爸付了钱，我们就
去买点心和别的东西。我们走了一会儿，
妈妈看见一个理发店。她觉得自己的头发
太长了，要去剪头发。这时，我、妹妹和
爸爸去了一个水族馆，看到了很多五颜六
色的鱼和龙虾。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去
理发店接妈妈。接着，我们都去中国超市
买蔬菜。我们买完就开车回家了。
在家我和妹妹在电脑上玩儿游戏。
我玩儿的游戏叫 Elsword。妹妹玩儿的叫
RaiderZ。我们一直玩儿到晚餐时。晚餐
我们喝了粥，然后又玩儿了一会儿就刷牙
睡觉了。

春假的一天
——王艾康
今年春假我们去了首都—华盛顿
D.C。
第一天，我和我的姐姐去了华盛顿
的国家动物园。我们先去坐地铁。我们用
了地铁卡，上了地铁。我们到站以后，我
和我的姐姐走着去了动物园。我们先看了
熊，然后看了豹子，后来我们又去看了中
国熊猫。我们也看到猩猩，它们有的在
玩，有的在睡觉。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各种
各样的鸟。中午我们在动物园餐馆吃了中
饭。我吃了一个牛排三明治。下午，我们
继续看到了很多动物。我最喜欢的动物是
科莫多巨蜥。我们看完了后，回到地铁
站，坐地铁回家了。
这一天玩得很高兴。

春假里，我的一天
——李常虹
2013 年 4 月 13 日上午，我和妈
妈、爸爸和姐姐都去唐人街玩儿。
我们逛了一会儿，就找到一家餐馆
进去了。餐馆的名字是“肥牛火锅城”。
我们点的火锅有很多东西。有羊肉、牛
肉、牛舌、面条、蘑菇、鱼，三种不同的
蔬菜，还有蛤蝲。都很好吃，可是我最喜
欢吃的是羊肉和西洋菜。饭后我们去了很
多面包店和一个超市。妈妈还煎了头发。
妈妈在剪头发的时候，我们去看了水族

春假里，我的一天
——杜心成
今年春假，妈妈给我注册了童子
军的 camp，一共有五天。其中最有意义
的是第四天。
第四天学了机器人游戏。早晨刚到
营地时我们都先找到了自己的团队。我们
一共有三个团队。我的团队有三个团员组
成。除了我以外，还有 Liam 和
Andrew。Liam 和我是一个班的同学，
Andrew 是从别的学校来的。
做机器人开始了。我们先打开老师
给我们的材料。我负责编程，Liam 和
Andrew 负责组建机器人。因为我去过别
的机器人 camp，我会编程。这次做的机
器人要求会打架。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做好
了机器人。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 Bob。

Bob 和另外两个团队做的机器人进行了比
赛。Bob 输了。我们有点伤心。
通过一天个学习我认识到我还要
学习更多机器人编程的知识。虽然 Bob 输
了，但是我们学到了知识，交到了朋友。
学习了什么叫团队合作精神，这是有意义
的一天。
春假里的一天
——赵鸿宇
春假的星期天，我爸爸，妈妈邀请
了一些朋友来家里烧烤。我和姐姐决定做
一个蛋糕。我们把做蛋糕的材料拿出来一
看还缺了一些东西。于是爸爸带我们去超
市买回来。
我们先把糖和奶油放在搅拌机里拌
匀。然后，加入面粉和鸡蛋再拌匀。倒入
烤盘里，然后放进烤箱里烤了四十五分
钟。终于烤好了。妈妈帮我们取了出来。
等凉了以后我们把奶油和水果放在蛋糕上
装饰的很好看。晚饭的时候，爸爸的烤肉
剩了很多。只有我们的蛋糕都吃的一干二
净。大家都夸奖我们的蛋糕又好看又好
吃。我听了后真高兴。
我春假的一天就是这样过的。
我的一天 (骑马)
——陈琳珊
“来了! 我们 来了!” 我提高嗓
门地喊。今天是我的第一天跟我的朋友
Ally 去 Hybid Farm 夏令营骑马。每天我
们会在那儿呆三 个小时(9:00-12:00),
共四天( 星期二到星期六五)。今天 Ally
的妈妈来接我去 Hybid Farm.我开心极了,
很快地跟妈妈和弟弟说再见然后快速地出
了门, 跑过前面的草坪。正好是早上的时
间, 鸟在吱吱叫, 花的香味吹到我的鼻子
里.
“Alyssa!” Ally 从车里看见我太开
心了, 所以 她在车里上下蹦跳地动, 可
是她妈妈不让她动。我们拥抱了一下, 然
后我就把我的安全 带 挷好了。车开了
40 分钟才到，我们在找停车位，直到等

两辆车从 停车场开走, 我们的车才进去
了。
Ally 和我兴奋地尖叫起来。我们
从车里跳出来, 走进一个又大又旧的马房,
看见好多象我和 Ally 一样的小孩子在这
里集合。十几个大越十三岁的孩子们正在
扫地, 她们是助教。我们的老师是年轻的
人。老师检查了出勤，然后告诉我们可以
骑哪匹马。我的马叫 Reno, 它是棕色的,
非常可爱。Ally 得到一匹马叫 Checkers,
它是黑白色, 也很可爱。我们两个人轮着
骑一匹马, 我和一个叫 Sara 的小孩子轮
着骑 Reno。我看到 Reno 后, 就知道今
天將是我在世界上的最美好的天!
我观看了一个 floater (马医)把
一个马的牙磨短了的全过程后,我就去找
Reno 了。我骑在 Reno 上面, 高兴地拿
着我的缰绳。老师说我得踢 Reno 的边上
一下，它才知道要走, 所以我就踢了一
下.
Reno 的两只耳朵竖起来, 然后它
就往前走去。时间过得真快啊，45 分钟
已经过去了。我把 Reno 放回到它的马棚
里, 给它吃了一个苹果。然后我又帮助清
扫马棚。30 分钟又过去了, 我们要离开
这里了。我跟 Reno 说再见然后跟 Ally
和她的妈妈开车去 Ally 家吃午饭。因为
妈妈说我可以在她们家玩我就留在她家玩
儿了。晚上回到了我家, 我真太累了！
这就是我的一天,你是怎么过的呢?
我的一天
——何颖羲
今天是星期六。起床后第一件事我
会做的事是看电视。每一个星期六我最喜
欢的电视节目是在九点钟。
三十分钟后妈妈和爸爸会起床了。
爸爸妈妈起床后他们马上就叫我做功课和
弹钢琴。每一年在这时妈妈会要我和我的
姐姐练习弹很多遍钢琴。因为下个月我和
我的姐姐有一个钢琴考试。此外我还需要
做我的数学作业。全部做完了后我们就可
以出去玩儿和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包

括看电视，玩儿 xbox 还有阅读书等等。
时间过得真快， 然后我们会吃
饭，刷牙，和去睡觉。
我的一天
——吴双
2013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我和
妈妈开始准备去看马拉松，我特别兴奋。
我们到了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我们在几个
英里外是终点。
我们看了一个小时就走了。我们回
到了家，我开始玩儿计算机游戏，我特别
高兴。但是，没过多久，妈妈就叫我过
来。她说，在 Boston 有两个炸弹爆炸
了。我感到特别后怕。妈妈表扬我说多亏
因为是我说的不去 Boston 的。我觉得警
察们应该早一点把这些坏蛋抓到。
我们看了一会儿新闻，下午和晚上
就没事儿了。我们特别高兴没去
Boston。
假期里的一天
——赖伊琳
这个假期，我没有去什么地方。我
只是星期五上午去了附近的一个地方。
我跟妈妈，爸爸，弟弟和我妈妈的
朋友的一家去了去登山。那座山在
Lincoln。我们开车先把妈妈的朋友和她
的孩子从她们家接出来，然后我们就上路
了。
到了山下，大家背上书包开始走
了。我们看见很多河和小水流。走了不一
小会儿，妈妈让我们停下来照一个像。
“妈妈！我不想照象！”弟弟跟妈妈说。
可是妈妈说他必须跟大家照。弟弟慢腾腾
的走了过来站的离大家远远的地方。“站
近一点儿吧！”妈妈的朋友说。我们一起
笑了，妈妈们照了四张照片。走了大约十
分钟，弟弟很大声音喊了起来：“妈妈！
姐姐！你们过来看！这儿有马屎！”我们
走到弟弟那儿，我和妈妈都看见那个又黑
又大马屎。 “臭死了！”弟弟对妈妈
说。我们就又开始走了。到中午的时候，

我们走到一条小河边准备吃饭。妈妈给我
们吃了一点儿东西，然后她跟她的朋友说
话。吃完饭，我们在河里洗了一下手，然
后就继续向前走。走回到我们停车的地
方，我们看见了两匹马，一匹白马和一匹
黑马。我们高高兴兴的坐车回家。
春假里，我的一天
——王博洋
春天到了，草地绿了，花儿开了。
春假終于开始了。
今天是春假第一天， 我早上起來
后，吃了两个华夫饼，喝了一杯牛奶。然
后我开始玩计算机游戏 Minecraft。我的
朋友 Anthony 在线和我一起玩。在
Minecraft 里我和 Anthony 先砍倒一棵
树。然后我们用树的木头做了一个桌子和
一些兵器。我们用兵器杀了一头猪。
玩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Minecraft
后，我觉得有点儿饿了，我就去吃了中午
饭。中午饭后，我开始看电视，看的是-功夫熊猫。后来爸爸回来带我去游泳。我
游了一千五百米。我和爸爸比赛看谁游得
快，我赢了。回家后我就吃晚饭，然后看
电视。看完了电视，我就刷牙睡觉了。
这就是我平凡的一天。
春假的一天
——薛士桐
今天是 2013 年四月十九日，我和
我的好朋友去一个植物园的人工湖。人工
湖很美丽。湖里有很多金鱼，还有两个乌
龟的雕像。
我们坐在人工湖的岸边玩。一个小
孩子叫 Jeremy 撞到我，他抓了我，我们
就一起掉到人工湖里。我全身都湿了。我
挺生气的。还好我多带了一条裤子和衣
服。所以我赶紧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我们还在公园到处走了走。我看到
了大树，看到了美丽的花，也听到了悦耳
的小鸟叫。树，花，和小鸟都告诉我春天
终于来了。

离开公园以后，我就去我朋友家
玩。那天是我春假的最开心一天。
我的一天
——徐昊轩
今天的天气真好，我的好朋友 Sam
约我去他家后院的小湖里去划皮划艇。
那里的风景很美，我看到了很多美
丽的白天鹅在湖里游来游去，还有各种各
样的鱼儿在水里玩耍游戏。我们开始慢慢
地划，然后我们慢慢的加速。 我们划得
像鲨鱼一样快。湖里很安静也没有风，我
们看到湖中心有一座小岛，上面长满了
树。我们又看见了一只水老鼠在水中游。
湖边有几个人在悠闲地钓鱼。
我们绕湖划了几圈。太阳要下山
了，钓鱼的人也要回家了。我们听到 Sam
的妈妈在喊我们吃饭。我们这才依依不舍
地划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