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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CHINESE

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上中文领航项
目。这个项目在布城。在布城的时候，
我只可以说中文，所以我压力很大。每
天用中文做任务真的很难。

六月三号，我开车来到布城。我爸
爸帮助我把东西搬到宿舍。他除了帮助
我搬家以外，还请我吃午饭。我们一起
吃饭的饭馆离宿舍很近。

在布城的时候，我住在Willkie宿
舍。我的宿舍比较安静，我可以在那里
好好学习；也很方便，附近有很多餐馆
和商场。我的房间除了有一张床和一张
桌子以外，还有很大的衣柜。宿舍离运
动场不太远所以我每天都去运动场健
身，健身对我的身体有好处。

星期一我们有四节课，两个大班
课，两个小班课。所有的老师我都很喜
欢。大班课的老师是北京人，小班课的
老师是台湾人。因为老师有不一样的老
家，我可以听到不同的口音。上课以后
老师跟我聊天，所以我可以通过聊天来
练习中文。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都要写
作业。写作业时，如果有不懂的问题，
老师都会来帮助我们。

这个领航项目是我最喜欢的语言项
目。我觉得我的中文进步得很快。

I U中文领航中心
我在中文领航的经历

杰亮   二年级

我暑期中文项目的第一个星期
陈嘉欣   二年级

上个星期五，我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为什么我上
个星期五这么累呢？这是因为我一整个晚上都没睡觉。 前
天晚上我跟弟弟和好朋友聊天一直聊到早上。因为我整个
晚上都在跟他们聊天，所以都没准备好行李。上个星期
五，我来到印大参加领航项目。我本来想早上八点出发，
但是下午三点才走。我妈妈开车带我到印大，从老家开车
开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我以为这里的宿舍会跟我原来住的宿舍差不多，我
以为我会有一个同屋，但是却没有。如果我有一个同屋的
话，我们会合用一个卫生间。宿舍非常好，除了有自己的
卫生间以外，还带家具。靠窗户有一张单人床。床的左边
摆着一个柜子，柜子的旁边是一张书桌。我把文具都放在
书桌上。房间里也有一个衣柜，我把衣服挂在里面。住在
这栋宿舍也很方便，因为宿舍离教室很近。附近也有很多
饭馆，但是餐厅的菜不怎样。楼下有几台洗衣机和烘干
机。

虽然住在新宿舍很方便，但是有自己的卫生间不见
得总是很好。一般来说，有自己的卫生间是比较好，可是
我比较喜欢每层楼只有一间卫生间。因为这样要是你去卫
生间，你就会看见你的邻居，跟他们说话。我刚来这栋宿
舍的时候，很少碰见邻居。可是星期天的时候，我交了很
多新朋友。我在厨房跟我的同学聊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
心。我们星期一开学，一天有四节课。我觉得老师们都很
好。

我觉得参加领航项目对提高我的中文水平有好处。虽
然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学中文很有意思，而且学中文也
很重要，再说，学中文也让我很高兴 。

我和朋友度过的一天
费安竺  二年级

这个暑假，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度过了一天，而且
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吃饭、玩电子游戏什么的。我在
五年级开始的时候遇到了我最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Aaron。现在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们在一起有
过很多快乐的时刻。我们无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
觉得很好玩。

我在五年级开始的时候就和Aaron交了朋友。因为
我听到他在说我最喜欢的游戏，于是我去跟他聊天。
我们聊完之后，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性格上，我跟
Aaron一样。我们都很聪明、快乐，也都很时髦。原来
我们都很安静，现在我们都变得十分开朗了。我跟我
的朋友也有一样的爱好，我们都喜欢玩电子游戏，跑
步，看电视和出去吃饭。我们相处得很好，什么时候
都不会吵架。我们常常一起玩电子游戏，但是他玩电
子游戏玩得不如我玩得那么好。

我 生 日 的 时 候 ， A a r o n 请 我 吃 饭 。 我 们 去 了
O’Charley’s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去了电子游戏
店。我在电子游戏店买了一台游戏机，花了四百块
钱。太糟糕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我应不应该买游
戏机。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该怎么办。考虑完以后， 
我决定买那台游戏机。买了游戏机以后，就跟Aaron一
起回家开始玩电子游戏。虽然我的妈妈很生气我买了
这么贵的游戏机，但是Aaron跟我还是高兴地玩了游
戏。我们玩完以后，他就回家了，但是我不停地玩游
戏，直到早上六点才去睡觉。哎！难怪这天以后我累
得很，要是平常，我早上十点就起床了。

我认识最好的朋友十年了。我们什么时候在一
起，都玩得很高兴。我很高兴我可以说他永远会是我
最好的朋友。

我与好朋友的
一天

魏思理  二年级

我的好朋友的名字是山姆。我上高
中的时候认识了山姆。我原来觉得山姆
非常奇怪，现在我觉得山姆又好笑又够
朋友！上高中的时候，我和山姆一起有
很多的课，我认识他两个星期以后，我
们成了好朋友。在性格上，他很开朗，
可是他是个丢三落四的人。

我的爱好和他的爱好都一样。他
有三个爱好，第一是他很喜欢喝啤酒，
第二是他喜欢踢足球，第三是他喜欢
活动。因为我们都一样，我们从来不吵
架，难怪我们成为好朋友！

上个月，我和山姆都很闷，不知道
怎么了。所以，我们一起进我的车里，
然后开车去Athens，因为我们听说我们
喜爱的乐团在那儿。我们到Athens的时
候，我们都买了一张门票。那个门票贵
是贵，可是这是我们喜爱的乐团，所以
我们不在乎。那个晚上我们都喝了很多
的啤酒，去看了演唱会，很好玩儿！我
们一会儿跳舞，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又
冲进下边的人群中！演唱会以后，我和
山姆一起去找那个乐团的团员聊天！那
是我最喜爱的一天。

我 最 难 忘 的 经 历
俞上潔   三年级

十四岁的时候， 我跟着学校的声乐六重奏乐队参加
了一个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全国音乐比赛。那段记忆是我
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在准备比赛期间，我们都很兴奋，因为在全州比赛
的胜利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每天午餐和自习期间的
练习让我们都很期待即将要来临的比赛。

经过三个礼拜的练习，比赛的日子总算到了。虽然
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歌曲只有三分多钟 ，但当我们上台演
唱时却感觉像是时间永远都不会停止 。我还记得，比赛
结束走下台后 ，虽然我浑身颤抖，但是我知道，我们那
次的表现比以前任何一次的练习都要好。

在这次经历中，最让我难忘的时刻是这个比赛的评
委邀请我们在全国颁奖典礼上表演。由于评委的邀请，
我们不但赢了个人类别的奖项，而且与整个音乐比赛的
合奏相比，我们是最好的合奏之一。

我们表演以后，就上台接受了我们的荣誉。拿到评
委颁发的奖杯时，我们都感到无比喜悦。据说，能赢得
一个全国比赛的重奏乐队应该是经验丰富、通天彻地的
人才，然而我们却是一个新组成的小组，什么经验都没
有，只热爱唱歌。从这次的经历中，我学到了一个重要
的启示，只要有勤勉的态度与一点运气，无论是什么挑
战，我都能克服。

一 位 名 人 的 创 业 故 事
李枝嬉   三年级

名人不一定是要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的。名人，也可以是很平凡的
人。我的舅舅不是一个有名的人，但却是一个成功的人。他毕业不久之后，
找到了银行职员的工作。这是一份可以赚很多钱，非常稳定的工作：早上九
点，银行开门；下午六点，银行关门。在银行上班，每天的工作几乎都一
样，从来不会有在计划之外的事情发生。直到有一天，舅舅觉得这样平凡枯
燥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和自己宝贵的才能，没有意思。至此，他决定用他以
前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前几年的工作经验进行创业。 

起初，他从别人那里听说，工厂的废料可以被再次利用，用来造新的
砖。比如，工厂的废料可以被切成小石头，然后用机器把无数个小石头压在
一起，变成一块坚硬的砖头。舅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他从银行辞职之
后，选择开办工厂。他专门利用其他工厂的废料进行二次加工，把废料变为
石头再卖出去。因为建造这些砖头用的是工厂废料，所以在建造新的砖头期
间，不会污染环境。舅舅这样做不仅挣到了钱，还保护了环境。因为舅舅做
的砖头是利用再生资源，所以售价比其他竞争伙伴稍微低一点。这一点正是
舅舅所卖的砖头的优势。当经济不景气时，舅舅的砖头会比其他的砖头稍微
多卖出去一些，因为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便宜而质量优良的砖头。久而久之，
他的销售量一天比一天多，收入也越来越多了。终于，舅舅创业成功了。 

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创业初期，一切
都是未知数。对我的舅舅而言，这就是一次冒险旅程。他不知道工厂会不会
让他使用工厂的废料；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再利用的技术；亦或者他做完
的砖头，谁会去买。但是，他没有被这些问题吓住，取而代之的是他勇敢地
往下走。他的创新以及非凡胆量，是他创业的重要核心。在我心中，我的舅
舅是一位名人。

选        课
欧汉江  二年级

一开始我的专业是金融，可是现在我的专
业是大脑科学。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我不是
一个对金融有兴趣的学生，而是一个对大脑科
学有兴趣的学生。除了大脑科学以外，我也是
一个学中文的学生。中文课让我很忙，所以我
跟一个想拿双学位的学生差不多忙，也差不多
累。

我选了化学课、生物学科，另外还选了心
理课。对我来说，大脑科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专业。毕业以后，我要么打工，要么去念研究
生。念研究生以后我还可以当医生。

 在印大我觉得很多课都很值得选。除了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化学课以外，我也觉得中
文课又有意思又有用。我对经济课和金融课没
有兴趣，但是我听说这些课的内容也都重要得
很。有的人觉得我应该喜欢世界历史课，可是
我并不喜欢这门课。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一个人喜欢什么课就该选什么课。

 我不知道印大有没有网上的课。如果
想选网上的课，我得跟教授讨论一下。印大有
很多非常友好的教授。网上的课可能有一些坏
处，比如说上网路 课程的时候，你不能想什么
时候跟教授聊天，就什么时候聊。

我  的 老  家
边志明   二年级

我好朋友的名字是山姆。我上高中时
认识了他。我原来觉得山姆非常奇怪，但
现在觉得他好笑且够朋友！高中时，我和
山姆一起有很多课，我认识他两个星期以
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在性格上，他很开
朗，可是他是个丢三落四的人。

我的爱好和他的爱好都一样。他有三
个爱好，喝啤酒、踢足球和喜欢活动。因
为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从来不吵架，难
怪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上个月，我和山姆都很闷，不知道
怎么了。所以，我们一起开着我的车去
Athens，因为我们喜爱的乐团在那儿。
我们到Athens的时候，我们都买了一张门
票。那个门票贵是贵，可是这是我们喜爱
的乐团，所以我们不在乎。那个晚上我们
都喝了很多的啤酒，去看了演唱会，很好
玩儿！我们一会儿跳舞，一会儿唱歌，一
会儿又冲进下边的人群中！演唱会以后，
我和山姆一起去找那个乐团的团员聊天！
那是我最喜爱的一天。

我印象中的新
老夏威夷

苏益东  二年级
夏威夷以前比较安静，但是现在非

常热闹。这些年夏威夷有很多建设，所以
有很多的游客。于是，我熟悉的夏威夷已
经没有了。

在夏威夷，我住在一个比较小的城
市。我觉得这个城市比市中心好，因为比
较安静。另外，我住的地方离一家购物中
心不太远，所以买日用品、衣服什么方便
得很。这家购物中心小是小，但是我觉得
很不错。不远处还有一个新盖的购物中
心，所以我觉得我住的地方很快就会变得
很热闹。我有一点担心，因为这个变化很
大，还会带来很多的游客。

夏威夷的交通不好，所以政府要盖一个
高架列车。这样交通将会变好点。不过，有
人觉得不管夏威夷有没有高架列车，交通还
是一样糟糕，因为游客太多了。

我觉得夏威夷的变化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些变化对夏威夷的文化没有影响。

思
晨
的
博
客

何思晨  
二年级

你好！
很高兴你每天都看我的博客。

我是生物化学系化学学院的学生，
所以，我的专业是生物化学。我对
病毒学有兴趣，所以我决定选生物
化学的专业。对我来说，学化学对
病毒学很重要。在数学上，我觉得
我可以跟数字打交道，只是有一点
儿难，并不很容易。

至于专业的选择，这就要看你
喜欢哪个专业。我选专业的时候认
为，我要么选化学，要么选管理，
因为选这些专业能赚很多钱。你可
以在不同课上学习，然后再决定。
但是如果你对你的专业没有兴趣，
我告诉你，你不会找到一个好的工

作。所以，别让你的父母帮你决定！
要是你选了喜欢的专业，在将来，你
会有一番好的事业。你会成为一个快
乐的“龙”或 者“凤”！

在印大很值得选的课是语言课，
什么语言课都可以。我们有很多的语
言，我觉得像梦一样。我的大学有网
上的课，特别是语言课。一般的网上
课比较容易，不过很有帮助。你的阅
读能力会越来越高，但是一般来说，
你的听力和口说能力水平不会提高那
么多。你得自己在课外找到说这语言
的人。这些是网上课的好处和坏处。

最后，我多加一个建议。你不应
该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你最好跟你
学校的指导教授谈一下。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