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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喜喜过大年—底特律中文学校喜迎蛇年春节
2013年的农历
除夕正好是周六 ，
中文学校为了使学
生了解中国的年文
化，增加学生的学
习热情，特地在2月
9号除夕这天安排了
春节游艺联欢会。
虽然在此前学校已
经举办多次迎春活
动，学校的校委会
和董事会还是精心
筹划，连续举行了
两次联席会议，由潘建荣校长蒋大明副校长牵
头，将任务落实到每位学校工作人员和董事会成
员的头上，并在预算上进行了改革，争取把钱用
在刀刃上，让孩子们高兴的同时，比往年的活动
少花钱，多办事。

个多小时包了800个红包。前董事会董事张兆年
打印了门票，张芾文老师花尽心思为活动采购了
奖品，宗林副校长为活动提前准备了丰盛的食
品。
2月9号这天，中文学校张灯结彩，很多人穿
上了有民族特色的服装。联欢游艺活动在10点
正式开始。学校礼堂里准备了各项游艺活动，
舞台上表演着民族歌舞；食堂里播放着2013年

的 春 晚 ， 桌子 上 摆着 孩子 们 爱 吃 的炸 鸡 ，麻
球，五香鸡蛋，还有寿桃。潘建荣校长首先宣
布联欢会开始，他代表学校向同学和老师表示
新春祝贺，祝大家蛇年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学 校 董 事 长齐 月 向校 委会 和 学 校 老师 表 示感
谢，感谢他们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希望他们
在蛇年再接再厉把中文学校办得更好。

红包对每个孩子是必不可少的新年礼物，为
了每个孩子能收到老师代表学校发的红包，王明
非教务长从每个班级统计到了最新的学生人数，
张东辉副校长从银行取来了一元的零钱，顾亚萍
老师，李津和张宁副校长和几位学生家长花了2

由中文学校前副校长蔡文佳指导的底特律华
人舞龙队首先出场，龙腾狮舞，带来了新春的喜
庆。
礼堂里聚满了孩子，参加他们最喜欢的游艺
活动：猜谜语让孩子们绞尽脑汁，筷子夹球挑战
孩子们的耐心，桌球和飞镖游戏挑战孩子们的准
确性。最受欢迎的是写毛笔字，好奇的孩子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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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用的毛笔，蘸上浓黑的墨汁，在白白
的宣纸上写祖先代代相传的汉字。大人小孩齐动
手，铺纸的，蘸墨的，扶笔的好不热闹。感谢校
董事吴刚捐献出自己的笔墨纸砚，并在现场指导
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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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糖果，文具叫孩子们眼花缭乱，心里左思右
想，拿不定主意那个是他们的最爱。
学校的走廊里布置着学生的习作，有优秀的
作文，有工整的作业，有色彩艳丽的绘画。原校
董事商松平还为活动准备了中国文化展板，向同
学和家长介绍中国的文化，地理和历史故事。

所有来参与活动的同学，家长和老师都过了
一个喜庆欢乐的大年。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和校
委会和理事会的通力合作，及家长和高年级学生
的志愿协助分不开的。底特律中文学校的立校之
本是家长办学，希望在今后有更多的家长参与学

当然孩子们的最爱还是领奖品，各式的玩

校的校务管理和董事会的监督工作，以身作则，
把孩子们培养成品学兼优，关心社区，积极参与
志愿者活动的优秀人才。（底特律中文学校稿）

底特律中文学校校刊

第3版

底特律中文学校代表团参加参加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九届年会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暨华文教

系教授，全美东亚语文资源中心主任吴伟克博士，

育研讨会于12月7-9日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千

提出了“体演教学法”理论并当场演示，给在场嘉宾一

禧大酒店胜利召开。以“凝聚力量，拓宽渠道，纵

种全新的角度思考华文教育理念。在大会正式开幕

深发展” 为大会主题的研讨会，吸引了来自美国各

前，与会代表已感受到了浓厚的华文教育学术研讨

地的近二百名校董、校长、教务长及教师前来参

氛围。

加。辛辛那提市特地将大会开幕式的12月8日定为

8日下午，四个分会场的研讨会全面铺开，40位

辛辛那提市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日”，为大会的召

各地会员学校的演讲人在各分会场分别演讲了40多

开营造了浓烈气氛，凸显出“中文热”在美国各地已

篇论文；本次会议对美国华文教育的主流化，中文

经占居显要地位。为了增进和同行间的交流，我校

教学经验的交流总结，现代教育手段的开发利用，

派出了由潘建荣校长带队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盛

各大华文教育组织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

会。

了研讨。代表们针对自己学校所面临的问题与挑

开幕式上，会长廖启红致开幕词后，特邀贵宾
辛辛那提市市长Mark Mallory，俄亥俄州西切斯特
华裔市长Lee Wong, 中国国务院侨办文化司司长雷

战，在分组论文报告会上进行了经验交流，展开了
积极的讨论，各分会场的学术讨论气氛相当热烈。
大会9日上午先是总结了前两天会议讨论的成

振刚，国务院侨办文化司华文教育处处长邱立国，

果，与会代表对协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有益的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周立民等并发表讲话；

建议。协会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更大范围地开

俄亥俄州州长John R. Kasich 特委派代表在大会上发

展大型华文教育活动，促成会员学校负责人之间的

言并授予协会奖状。协会会长廖启红在大会上作了

联系和经验交流，积极推动协会资源共享，共同致

工作报告，总结了两年来协会工作以及展望协会今

力于推动华文教育主流化等目标。9日上午还进行了

后发展新方向。

理事会选举。至此，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九次全国

美国教育部前助理副部长张君曼女士作为大会
演讲嘉宾在开幕式上为大会代表作特邀演讲。张君
曼在美国教育部任职期间，对教育多元化体制的建

代表大会暨华文教育研讨会在友好、愉快的气氛中
圆满结束。
与会归来的代表团，在2013年1月5日与我校的

立以及政府资金补助机制的健全建树良多。她在专

校委会，董事会和全体教师进行了汇报和心得交

题讨论中，从政府运作的角度为与会者解读华文教

流。潘建荣校长介绍了组团经过，并希望更多的学

育所面临的机遇和困难，为中文学校申请美国政府

校老师在今后有机会代表学校参会。尤文老师介绍

资助外语教育的渠道、途径和方法提出了有益的信

了会议概况，和嘉宾讲话的精神。杨致远副校长介

息和宝贵的建议。

绍了兄弟学校在校舍管理方面的经验。 邵红，袁秋

12月7日晚，大会组委会安排了3个专题演讲

萍老师介绍了最新的中文教学教材，和利用中国文

会，由大学教授和华文教育专家作专题演讲，演讲

化辅助中文教学的与会心得。（年会

内容包括“体演文化教学法” 的成功与演示；介绍现

秘书处，底特律中文学校联合供稿）

代华文教育集中识字法的特点和成果；美国华文教
育研究报告与建言。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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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年夜饭
3C班 石晶莹
今年我家的年夜饭跟以往不
同，我们是和很多家庭聚集一起来
庆祝新年。每个家庭都会带自己的
拿手好菜和大家一起分享。
下午6：00的时候，我和爸爸
妈妈就到了组织这次聚会的阿姨
家。一进门，一阵阵的香味就扑鼻
而来，我寻着香味走去，哇! 厨房
的桌子上摆放了十几，二十道色泽
鲜艳，香喷喷的美食，真让人眼花
撩乱，垂涎欲滴呀。有春卷，烤牛
排，椒盐大虾，炒年糕，鱼丸汤，
排骨，素什锦，当然还有过年必不
可少的传统的菜：鱼和鸡，因为大
家都知道“鱼”象征着在新的一年
大家都会“年年有余”，而鸡就象
征着“吉祥如意”。我吃了好多，
把肚皮吃得圆鼓鼓的。最让我高兴
的还是跟我的朋友玩游戏，我们玩
了很多种游戏，不知不
觉就到了午夜十二点，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
觉得累。今年的年夜饭
吃得非常开心。
3A/C班 露雯
新年我们去姥姥和姥爷的家。
大家坐在一起吃晚饭。我们吃了面
条，鸡蛋，鱼，鸭，肉和
虾。我最喜欢吃面条。吃
完饭后，姥姥和我们做游
戏，我们玩得很开心。
3A/C班 陈方坤雨
昨天我家来了很多客人，大家
一起过年。
爸爸和妈妈做了很多好吃的，
有鱼、虾、烤鸭、八宝饭、排骨、
牛肉，还有几个凉菜。
过年一定要吃饺子。我们一起
包了白菜猪肉馅的饺子。我最爱的

就是饺子了，因为馅儿很好吃。
过年真好，又有好
玩的又有好吃的。新年
快乐！
3A/C班 邵理查德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和爸妈去
好朋友家吃年夜饭。
好朋友的家真热闹，叔叔阿姨
都忙着准备年夜饭。小朋友们玩得
真开心。终于到吃团圆饭的时候！
我们高高兴兴地拿起了盘子。哇！
年夜饭真丰盛啊！有饺子，春卷，
馄饨，牛肉，红烧鱼，虾，粉条
汤，西红柿炒鸡蛋，青椒炒香干，
炒莲藕，长豆角，桂花甜酒汤，蛋
糕，更少不了香喷喷的比萨饼……
我们吃得可高兴了！大家一边吃一
边看2013蛇年春节
联欢晚会。倒计时
啦！我们一起大声
数：十，九，
八……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以上作文由田京老师推荐）

过新年
5Ａ班 于希恩
五十九、五十八、五十
七......, 新年快来了。在这2012
年的最后一天，弟弟、堂姐和我一
起观看纽约时代广场传播的新年狂
欢秀。哦! 现在到了十、九、
八……, 我们兴奋地跟着数了起
来, 三、二、一、 当! 新的一年-----2013 年来
了。无数的彩色纸
片从天上飘落，人
们互相拥抱，欢
呼。我被这种欢快
的气氛感染着，默
默地祝福所有我爱
的人和爱我的人们新年快乐。

快乐的圣诞节
5C班 王越洋
圣诞节前，我向妈妈要大富翁
游戏牌，要了很多次，妈妈始终没
给我买。
快过圣诞节了。有一天，我看
见一件包好的礼物在圣诞树下。这
件礼物看着很像大富翁游戏牌。可
是妈妈说她去了很多商店都没有我
想要的游戏牌。我天天在圣诞树旁
边想：“如果妈妈能够给我买到大
富翁游戏牌，那该多好啊！”
圣诞节终于到了。我打开礼物
一看，大吃一惊 ——是
百万大富翁游戏牌！这
副游戏牌比我想要的那
副还要好。我马上教妹
妹怎么玩。我还教会了
爸爸妈妈怎么玩。全家人一起玩真
快乐！
这副游戏牌是我最喜欢的礼
物之一。这个圣诞节我过得非常快
乐。
五年级C班 余心悦
今年圣诞节我过得
很快乐. 早上一起来,
就看到圣诞老人给我的
礼物- 一把红红亮亮的
Guitar. 这是我早就想
要的. 我高兴地跳起
来, 大叫: “妈妈, 快
来看啊!” 妈妈笑嘻嘻
地对我说: “你要好好地学
Guitar, 不要让圣诞老人生气. 明
年就不给你礼物了.” 我说:”我
保证!一定会跟爸爸好好学.”
下午, 我又到表妹家去玩儿,
带了我的Guitar 给她们看, 我的
表妹问:”我可以弹一弹吗?” 我
说:”你可以弹. 明年圣诞老人可
能也会给你一把.” 我表妹听了高
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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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表妹家请我们吃火锅.
火锅是我们两家都最喜欢吃的.
因为, 冬天吃火锅感到暖暖的, 而
且火锅的食品很多, 有羊肉, 牛
肉, 粉丝,豆腐,青菜,大虾……好
多好吃的, 全家都吃得很高兴.
吃完饭,我们一起看电视, 表
妹拿来她们全家给我的礼物, 有手
套, 玩具, 文具.今年的圣诞节我
开心极了!
去滑雪
5C班 李嘉泽
上星期星期六上午11:00 点
钟，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拿着滑
雪板去我家后面的公园里滑雪。
到了那里，我看见已经有二个
小朋友在那里玩了。我们马上加入
一起滑雪，开始我很害怕，但是我
滑了几次就不害怕了，我们玩得越
来越开心。爸爸、妈妈我和弟弟一
起滑雪了，我们欢笑
着玩了很久。
大家都出汗了，
后来我们都感觉到有
点渴了，也有点累
了。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走回家里，
奶奶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我们回家
吃饭。
这一天我和弟弟都感到十分高
兴，我们打算以后再去玩。
我的暑假生活
5C班
樊麦琪
2012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中国
旅游。爸爸，妈妈，姐姐安琪和我
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们去了天安门，长城，故
宫，还有颐和园。可是，我最喜欢
的地方是哈尔滨太阳
岛。在太阳岛上，我看
见了非常漂亮的东西。
姗姗阿姨带了我和姐姐
去虎园。我们看到了老
虎，狮子和一只黑豹。阿姨买了几
条生肉喂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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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姐姐和阿姨去了水族
馆。阿姨买了鱼食喂了鱼。我们
看见了鱼，鲨鱼，海狮，还有更
多更美的海底动物。我最喜欢的
海底动物是海狮。因为我在岛上
喂了它们小小的鱼。我们要走
时，我看见了一只企鹅和一只狮
子的小玩具。阿姨给我买了。它
们真好玩儿！
我们玩儿累了。于是我，姐
姐，姗姗阿姨，妈妈和妈妈的好
朋友范阿姨去了一个又大又好的
自助餐。那儿有巧克力盘，水
果，凉菜，还有各种各样的糖。
这一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我最喜欢的假日 - 圣诞节

5C班 朱字飞
今年的圣诞节我过得很快
乐。在圣诞节当天,我家里有个圣
诞晚餐。
妈妈早上到商店买了很多菜,
有肉,有海鲜,还有各种青菜。晚
上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火锅餐。
我们都吃得很饱。
到了晚上我们
开始打开圣诞礼
物, 爸爸给我买了
一 个 电 子 游 戏
机, 这是我一直很
想要 的。 姐姐 和弟
弟也 得到 他们 喜欢
的礼物。我们玩到很晚。
我们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圣诞
夜。
圣诞旅游
5A班 郝欣心
今年圣诞节前, 我们和好朋
友一块儿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
那个地方很漂亮,有一排一排
的椰树,五颜六色的鲜花，还看到
鲜艳的小鸟。在充满阳光的沙滩
上,我们追着海边的浪花跑。我们
还潜入水底，看到了各种各样彩

色的鱼和美丽的
珊瑚。我在那儿
最喜欢的活动是
坐帆伞在天空飞,
从天上看下面的
人,看着像蚂蚁。
爸爸,妈妈,姐姐,我和我们的好朋
友都很喜欢这次旅游.。真希望再回到
碧蓝的天空,水天相连的大海边。
（以上作品由5A/C于红蕾老师推荐 ）
我最喜欢的小宠物
5B班 曹梅梅
我最喜欢的小宠物是我的小乌龟.
五年前,我们全家一起去芝加班哥旅
游. 在中国城, 我们买了三只小乌龟.
我高兴极了! 因为我一直想要养一只
乌龟. 这次我买了三只小乌龟, 真是
太好了!
我给它们起了名字, 分别叫: 芝
芝, 加加, 和哥哥. 爸爸
把它们放在地下室的大鱼
缸里, 还放了一个台灯对
它们进行日光浴的照射.
我每天放学回家后都去喂
它们吃的. 看到三只小乌龟在水里游
来游去, 有时还互相打闹, 我开心极
了!
现在它们都已经长大了, 我很喜
欢我的小乌龟.
我最喜欢的书
5B班 陈博文
我是一个特别爱看书的男生。我
读过很多书，有小说，有历史书，还
有漫画书。在这些书里，我最喜欢的
是一本科幻小说，小说的名字是《混
血营英雄》。《混血营英雄》这本书
有三个主人公，他们的名字是：波西
·杰克逊、海柔·李维斯克和法兰克
·张。波西、海柔和法兰克生活在一
个营地里。故事讲的是波西、海柔和
法兰克一起打败坏人
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本
很有意思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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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游戏
5D班 李睿翔
我最喜欢的游戏是Crystal
Saga.这个游戏是在电脑上玩儿的,
它有以下特点:
一. 它有一个很
吸引人的故事情
节.二.我可以上
网和别人同时
玩。三.这个游戏
没有很多暴力的画面。四.我可以在
上面自由买卖, 因为我可以自由买
卖,我就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
五,他可以帮助我提高打字速度, 他
可以帮助我与人交流得更好。还有,
他可以训练我管理财产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玩 Crystal Saga。
我最喜欢的度假
5D班 李慧琳
孔雀的歌声，叫醒了我。我赶
快起床，走到阳台
上，和它们打招呼。
吃完可口的早餐，我
跑去海边和我的朋友
们一起玩。我们在海边游泳。我们
玩得可开心了。蓝蓝的海水很咸，
白白的浪花真好玩。海边的风景美
丽极了。游完泳后，我们在游泳池
里玩了美人鱼游戏。到了吃午饭的
时候，我们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食
物，美美地吃了一顿。吃完了，我
在沙滩椅上晒太阳，火热的太阳照
在我的身上，非常舒服。这里就是
我最喜欢的度假地---多米尼加共和
国！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5B 刘美炎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叫<<恐龙毁灭底
特律>>。它是密西根探险小说系列
之一.书里有两个好朋友,他们的名
字是Nicky和Summer. Nicky的爷爷

告诉他, 每五十年,在六月二十八日
下午三点零五分,一个可以穿越时空
的窗户就会打开.于是, 他们去找那
个窗户. 他们找到了.他们进了窗
户.Nicky拿回来一个恐龙蛋.恐龙蛋
孵化了.小恐龙的妈妈和爸爸来找它
们的孩子.它们毁灭了底特律.Nicky
和Summer用肉做诱饵把恐龙带回了它
们的家. 我喜欢这
本书因为这本书惊
险有趣.

(以上作文由赵海燕老师推荐)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
——北京烤鸭
6D班 杨楷琦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是北京烤鸭。
这道菜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是世
界闻名的菜肴。
北京烤鸭出炉后
是枣红色的，外皮酥
脆，肉质细嫩，肥而
不腻，并且具有一股
果木的清香味，真是又好看又好吃。
上次我回北京在“全聚德”大吃了一
顿。
北京烤鸭的原料是北京填鸭，不
给鸭子开膛，只在鸭子身上开个小
洞，把内脏拿出来，然后往鸭肚子里
面灌开水，再把小洞系上后挂在火上
烤，燃料是枣木和梨木等果木，烤的
时候要不停地调换鸭子的位置，让鸭
子受热均匀，全身都能烤到。烤好的
鸭子用刀削成小片，配上葱丝和甜面
酱，卷在小薄饼里吃。
我希望经常能吃到北京烤鸭。

我的冬假
6B班 李锐奇
这个圣诞节我们全家去Puerto
Rico。Puerto Rico是一个热带的小
岛。我没有想到那么小的岛会有那
么多好玩的东西。我们先去了一个
大的旅馆，这个旅馆可真大，还有
它自己的小岛呢。第一天我们就在
这个岛上享受阳光沙滩。第二天，
我们上船去海里的珊瑚礁浮潜。在
这里，我看见很多鱼和珊瑚。那天
晚上我们还自己划皮艇到了一个神
奇发光的海湾去欣赏海景。第三天
我们去了一个热带雨林。接下来的
两天，我们分别去了山里探险和一
些山洞看了很多好看的石头。
Puerto Rico除了自然风光，老城
San Juan还有很多历史文物。我看
到了四百多年的
城墙。
最后，我们
还去了Orlando，
去了我梦寐以求
的Harry Potter游乐场。这就是我
的完美的冬假。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
6D班 梁羽欣
说起中国菜，我喜欢的可多
啦！我喜欢包子、饺子，也喜欢炒
饭和炒面，但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菜
是木耳炒白菜。
这个菜很有营养，白菜还能清
凉解毒。白菜咬起来软软的，木耳
咬起来脆脆的。这两样菜炒在一起
就特别好吃。因
为我喜欢吃这个
菜，所以我妈妈
经常做。每次我
看到饭桌上有这
个菜，我的胃口
就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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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个菜非常简单。先提前一
小时把木耳泡好，然后把水烧开，
再把泡好的木耳在烧开的水里煮几
分钟，最后把木耳捞起来备用。白
菜洗干净后切成片。在锅里放上菜
油，先炒白菜，然后加上木耳一起
炒，最后撒一点盐和葱花就可以吃
了。
如果再加上红萝卜丝，那这个
菜就又好看又好吃。这个菜真的很
不错，你可以试着做做这个我最喜
欢的木耳炒白菜哦！
(以上作文由杨齐欢老师推荐)

做蛋糕
9B班 贾奕贤
我喜欢看 Food Network, 特
别是喜欢看做蛋糕的节目。我最喜
欢的是巧克力蛋糕。我很想试一
下，于是就出去买来了做蛋糕的材
料。到了商店，看到货架上有各种
各样的蛋糕粉，可是就是没有巧克
力的。我想，那就做香草味的吧！
我买了一盒就匆匆地往家赶。
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盒
子，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和鸡蛋，按
照说明开始做面糊。同时把烤箱预
热上。我意识到在电视上看起来做
蛋糕很简单，自己做起来还挺复杂
的呢。
等面糊搅好了我就把面糊倒进
小纸杯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纸杯
放入烤箱里并定好了时间。不知怎
么我感觉时间过得真慢啊。我在烤
箱前走来走去，还不停地往烤箱里
看。不久，我看到蛋糕慢慢在大起
来了，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并散
发出诱人的香
味。我不由得咽
了一下口水。

蛋糕烤好了，我请爸爸妈妈也一
起来品尝。爸爸妈妈不停地夸我
做得好。我第一次吃到自己做的
蛋糕, 心理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学会了做加州卷
9B班 王翼婷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吃
寿司了，我最喜欢的是加州卷。
如果每天买来吃就太贵了，所以
我就决定学做加州卷。
从哪里开始学做加州卷呢？
我先上网查了一下,看有没有一个
容易的加州卷菜谱。一点都不难
找，没花多长时间我就找到了我
满意的。接着, 我写了一 个 购物
单。我和妈妈就去食品店买来了
佐料。我们还买了寿司米，寿司
醋，人造蟹肉，鳄梨，黄瓜，紫
菜，还有一张竹帘用来卷寿司。
第二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就开始
做。我把寿司米和水放进饭锅，
然后开始煮饭。一个小时过后，
米饭煮好了，妈妈也回来了。我
们就准备卷寿司。我们先把竹帘
洗好放在桌子上，我拿出一个碗
把饭和寿司醋拌均匀。我们把一
片紫菜放在竹帘上，然后把拌好
的饭放在紫菜上。我把手先放进
水里才抓饭，这样米饭就不会粘
在手上。然后我们把一条人造蟹
肉放在饭上；接着放上黄瓜，和
鳄梨，然后顺着竹帘卷把米饭卷
起并压紧，卷后形状就象筒状。
妈妈拿出一把刀，把这个寿司卷
切成六块。加州卷就做好了。
真没想到做寿司这么容易。
我现在什么时候想吃, 就什么时
候动手做, 当然
什么时候都可以
吃到加州卷了。

我学会了吃辣椒
9B班 熊念飞
妈妈告诉我，在我
很小的时候，每次妈妈
去菜场买菜，我总是让
她买各式各样的辣椒。
可能是辣椒的五颜六色和大大小小
的形状非常可爱的缘故吧。虽然我
从小对辣椒这么有兴趣，可是真正
的学会吃辣椒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容
易的，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呢！
我小时候就吃辣椒了，因为辣
椒中维生素C的含量在蔬菜中居第一
位，可是开始吃的都是不辣的青椒
和甜椒。妈妈一直想让我吃真正的
辣椒。可是吃辣对我来说太难了。
有时妈妈烧菜放辣，我都会打喷
嚏。怎么才能学会吃辣呢？什么时
候才能跟家人们一起去享受真正美
味的辣菜呢？真正学会吃辣，曾经
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愿望。
妈妈为了想帮助我，她想出了
一个好主意。妈妈知道我非常喜欢
吃鱼，她就她买来了一条大鲤鱼。
当她把鱼烧完，香气四溢。我被吸
引住了，可是一看就吓坏了，鱼旁
边有很多红红的辣椒。一开始我不
敢吃，可是鱼味太香了，我终于控
制不了自己，吃了一口鱼，虽然有
一点辣，但是加了辣的鱼很特别，
吃了还想吃。我就是这样学会吃辣
了。
现在我真正能享受好的辣菜。
每当我流着汗喝着冰水，享受着夫
妻肺片，鱼香肉丝，毛血旺，酸菜
辣鱼，宫保鸡丁等美味时，妈妈总
是欣慰地说“小飞是真正学会吃辣
了！”
(以上作文由张世顺老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