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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典礼.    

 

中文学校 2019 年度毕业典礼 

美洲华语八年级      成可馨 

本月 16 日是父亲节，也是中文

学校 2018-2019 学年的毕业典礼。我和

弟弟一起参加了这个典礼。毕业典礼

十点钟开始。我们到的比较早，因为

我的弟弟先要到他的教室听老师分析

期末考试的试卷。 

十点钟毕业典礼开始了。首先是

Alison Jiang，一位八年级的学生，演

唱国歌。国歌其实很难唱好，不过

Alison 表现的非常好，唱得很棒！ 

 

Alison Jiang 唱完国歌以后，中文

学校的毕业生走上前台接受了他们的

毕业证书。他们都穿着毕业礼服和毕

业帽。这些毕业生站在台上，校长首

先祝贺了他们。然后在校长的演讲

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他说，

在中文学校坚持下来很难。这非常真

实。我记得九年前，当我在还在学前

班（kindergarten）的时候，班上有二

十多名同学，而且我这个年级不止一

个班级。但是，到了我七年级的时

候，就只有一个班了，而且班上只剩

下不到十人。我的很多同学都不再坚

持上中文学校了，因为学中文太难

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不想学中文

了，但是我的父母说服我不要放弃。

现在想来，我非常感激他们支持我坚

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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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拿到他们各自的毕业证书

后，Julia Sun，2019 年度的优秀毕业学

生，代表毕业生讲话，表达对学校，

家长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演讲

结束后，毕业班的同学们表演了合奏 

——“大海啊，故乡！”，有小提

琴，大提琴和其他管乐，还有指挥，

表演很棒，曲子很好听！ 

 

演出结束后，中文学校的老师们

上台接受了学生们献的花。最后，在

毕业典礼快要结束的时候，舞蹈班的

小朋友们为大家表演了一场舞蹈 

“Girls”。她们都穿着蓝色的演出

服，非常可爱，跳得也很好！毕业结

束后，学校准备了蛋糕，为毕业班庆

祝。每个人都很开心！ 

 

 

 

 

 

 秋天.  

导言：写给美洲华语九年级毕业生们 

 ——你们的老师，周悦涵 

 

色彩，四季的色彩，一如冬天的

纯洁、春天的生机、夏天的火热和秋

天的辉煌。 

色彩，四季的色彩，以不同的视

角、以及不同的生活阅历去体验，所

能呈现的是如此的美轮美奂、婀娜多

姿，姹紫嫣红。 

 在美洲华语九年级同学们毕业的

前夕，出于毕业考试的目的，和检验

同学们应用语言的能力，我安排了以

《秋天》为主题的命题作文的写作。

当这些带着秋天的气息，多彩的树叶

悄然地飘进我的信箱，我能够感受到

的是，同学们用他们的眼睛去观察，

用他们的心去感受，用他们还显得青

涩的语言去描绘，属于他们自己的收

获、憧憬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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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九年级      孙莉雅 

秋天到了，天气转凉了，空气很

干净， 天是那么的蓝。叶子慢慢地变

颜色了，黄的，红的，橘红的，我家

周围的院子和路边一下都亮起来了，

那颜色暖暖的。秋风吹过，那些叶子

就飘呀飘呀落在了地上，没几天就是

厚厚的一层。外公外婆紧盯着我们，

不停地催我们要穿外套了。 

秋天是摘苹果和摘南瓜的季节，

秋天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鬼节和一把

又一把的糖果。小松鼠们都养得肥肥

的，连树都快爬不动了，它们准备过

冬了。秋天还有烤火鸡和南瓜馅饼的

香味，那是感恩节的味道。 

秋天一定是劳动的季节，一家人

在院子里扫树叶，拣树枝，累得腰酸

背疼。到深秋的时候，树都光秃秃的，

天灰灰的，冬天已经不远了。 

秋天对孩子们来说是开学的季节。

又长大一岁，又升一级，书包更沉了，

学的东西更多了，睡觉和发呆的时间

更少了。今年的秋天，我就上高中了，

迷迷糊糊中，我完成了从小孩子到大

孩子的转变。秋天有新的学校和新的

开始，有我的希望，害怕，和期待。 

 

 

 

美洲华语九年级      陈文惠 

秋天，树上挂满金黄色的叶子。

小时候，我在院子里玩耍，在树叶堆

里跳哇笑哇，看着金灿灿的落叶，我

也会哭着问妈妈：为什么叶子会死？

我舍不得它们怎么办？我会把捡来不

同形状的叶子粘贴起来做成装饰品。 

秋天，是秋游的季节：秋高气爽

欣赏秋色，妈妈带着我们约上其他朋

友一起爬山，登高远望，脚下是一片

片红色、黄色、还有绿色的树叶交织

在一起，美丽极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会去

附近的果园玩儿上一天：采摘大小不

一的南瓜，苹果。 

对我来说，每到秋天就意味着迎

来了新的学年。再开学我就上高中了，

这是个让我高兴又紧张的时期，我要

好好学会安排我的时间。 

我不喜欢秋天，漂亮的花，多彩

的叶子，都因为秋天的凉爽变得干枯，

失去生机。我喜欢秋天，是因为秋叶

和秋色的离去，让我更期待明年会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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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九年级      方博誉 

秋天，它代表了夏天的结束。对

于学生来说，秋天又意味着旧学年的

结束和新学年的开始。我是九年级学

生，今年秋天我会从这所中文学校毕

业，圆满完成九年的学习任务。 

此时，我百感交集，离开中文学

校。一方面很高兴，因为以后会有更

多的时间自己支配，但同时我也有点

儿伤心，因为不能经常见到别的学区

的朋友了。 

我一直很喜欢学习中文。中文让

我学到丰富的文化，复杂的语言和充

满活力的历史。我在华夏中文学校学

习了九年，我写过论文，参加过考试，

还进行了演讲和辩论。所有的事情都

会有始有终，就像美丽的绿叶在秋天

变成红色和橙色，慢慢地从树上掉下

来。这所学校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

的记忆，经历了四季的变迁，在这个

秋天走到了毕业季。 

虽然秋天不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但这是一个充满壮丽景色的季节。秋

天，我和我的家人喜欢去公园，去观

赏和享受秋天的色彩 —— 绿草，红叶

和蓝天。我相信秋天是一个美好的季

节，秀美的景色，宜人的天气，还有

新的学年。 

 

 

美洲华语九年级      陈安幸 

几年来，在中文学校，我不仅学

习了中文，也了解了许多有关中国的

历史与文化。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虽然经历了成功与挫折，但同时也收

获了友谊。这一切会给我的人生留下

美好的回忆。今年，经过九年的不懈

努力，苦与乐的陪伴，我即将从中文

学校毕业了，我相信在中文学校这几

年所获得的记忆，经验和知识将在未

来一直伴随着我。 

人们在一件事即将结束时，往往

会联想到秋天这个季节。秋天到了， 

枫叶变成红色，橙色和黄色，最后凋

落。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令人伤感，但

它们给人们带来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却

又那么令人难忘。同样，在我的中文

学校即将毕业之际，虽然觉得有些伤

感，但点点滴滴的美好回忆将象五彩

缤纷的落叶，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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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九年级      李昕惟 

秋天，树叶黄了，变脆，伴随着

气温下降，慢慢地落到了地上。踩到

新落下的叶子时，会发出脆脆的，令

人愉快的声音。堆积的落叶，柔软的

可以充当着床垫。有时候我们跳进那

些落叶堆里踩着玩，这些踩碎的落叶

被堆放在一起，他们被丢弃，慢慢地

被分解，然后被初冬的雪覆盖。 

秋季是从夏季到冬季的过渡时期。

这一季节正在发生着的变化，热量逐

渐消失。在早上，气温很低，冷的足

够让人们穿上夹克衫，但到了中午，

热量又回来了，人们不得不要脱掉夹

克衫。夜晚开始变长，白天变短。太

阳产生的热量，抵挡不住最终温度下

降，天气更冷了，冬天快到了。 

秋天标志着新学年的开始。学生

们回到学校上课，学习。他们做任何

他们喜欢的事情的时间已经结束，他

们感到了在学习上的压力，迎面而来。

在学校学习科学，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懒惰中，这就是

秋天。 

 

美洲华语九年级      黄俊豪 

我在中文学校的经历就像一年中

的四季一样。最初，当我来到中文学

校开始学习中文时，它就像冬天，是

我学习中文旅程的开始，白雪茫茫我

什么都看不见。到了春天，随着我的

努力，我的旅程开始有了收获，我学

到了很多东西，结识了一些朋友。接

着，从春季到夏季，我的进步，就像

我来到中国学习中文一样。接下来，

我的中文学校的最后一年就像秋天一

样，好像还有好多东西要学，有好多

还没有学到的东西，就要离开。树叶

开始落了，有一种悲伤的感觉。然而，

所有目标都刚刚开始，我期待着我接

下来的发展。 

 

 

 

美洲华语九年级      卫杰诚 

我不喜欢秋天。我最喜欢的季节，

是夏天，我喜欢温暖的天气。在夏天，

我可以打很多网球，现在夏天结束了，

秋天到了，学校开学了。 

在秋天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

每天必须很早起床，坐校车，在学校

上六个多小时的课，然后还要回家做

作业。在秋天，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不仅如此，我的秋季过敏也开始了。

我会流鼻涕，打喷嚏，眼睛和喉咙发

痒。这些事情的发生，会让我错过很

多重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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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秋天也不是完全不好，我

可以见到好久没见到的老朋友，还可

以在万圣节去讨糖吃。 

 

美洲华语九年级      纪煜煊 

秋天是我最不喜欢的季节，

“WOH！快看着落下的叶子，妈！”

但它真的不那么有趣。我最喜欢的季

节是夏天，没有学校，这么多空闲时

间，夏令营营地，这太棒了。我的第

二个最爱是春天，一开始它有点冷，

但随后变暖，我开始运动，学年快要

结束了。冬天是我的第三个最爱，冬

天，呃，大量的雪，下雪天和滑雪板！

然后就是秋天，美丽的树叶非常酷，

我想，然后一周之后就再没有叶子。

所有飘落的树叶和树木都奄奄一息，

天气越来越冷，而学校的开始，这很

可悲。非常让人悲伤和沮丧。我根本

没有发现秋天有趣啊。秋天很湿冷，

所以你不能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还会

滑倒或弄湿，这很烦人。老实说我不

知道还有什么要写，因为我已经写了

这么多，但我觉得它必须更长，所以

我写这不是为了填补空间，而是在撰

写本文时告知我当前的想法。我仍然

不喜欢摔倒，但如果你喜欢摔倒这很

酷，只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死的

季节。这真是一个关于死亡和枯萎的

季节。没有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