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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桂林山水 

周可欣 G7E 
 

    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说法，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和家人一起来欣

赏中国最美的自然景观之一 “桂林山水” 了。我们要游览的漓江风景区据说是世界上规

模最大、风景最美的喀斯特地貌山水区，也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有着“百里漓江，百里画

廊”的美称。当我们站在漓江游船甲板上的时候，漓江两岸如画的美景瞬间映入眼帘，真

的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漓江两岸的山很美，也很奇妙，一座座拔

地而起，每一座都有自己独特的姿态，有的像

驼背的老人，有的像苗条的姑娘，可以称得上

“千姿百态”。一位导游告诉我们，除了这些

奇特的山，桂林还有两千多个溶洞。因为在很

久很久以前桂林曾经是一片浅海，海里生长着

大量的珊瑚虫。经过千百万年，沉积下了厚厚

的石灰岩。在后来的地壳运动中，浅海升起变成了高耸的山峰和深深的河谷。那些高耸的

石灰岩山峰，被雨水中的二氧化碳不断地溶解，天长日久就形成了这些千姿百态的山和美

不胜收的溶洞。 

    漓江的水也很美，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

“清”和“静”。漓江的水很清，水浅的地方河

底的石头都看得清清楚楚。漓江的水又很平静，

常常让人感觉不到水在流动。清代诗人袁枚也曾

经和我们一样在漓江上乘舟而行，也被漓江的美

景所打动，从而写诗纪念：“江到兴安水最轻，

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到青山顶，船在青山顶

上行。” 真是太贴切了！ 

    游览了美丽的桂林山水，让我忍不住想要去中国其他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盼望能

够欣赏更多的中华美景和大好河山！ 



著名的上海都市 
 

范嘉能 G7E 

 

2014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中国度假。我那时候只有六岁。因为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

上海，所以上海是我们的必经之地。 

 

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它坐落在黄浦江边，面对着太平洋。上海原来是一个小

渔村。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变成了一个港口。西方人如果要坐船去长江，他们的第

一个落脚点就是上海。所以上海从一个小渔村，

发展成了一个繁华的城市。上海有很多有趣的景

点，例如城隍庙、外滩和市中心。 

 

    那几天我们先去游览了城隍庙。1403年，当

时的上海知县将金山神祠改建为城隍庙，用来祭

祀城隍神。上海人会来这个庙里祈求吉祥与和

平。城隍庙非常漂亮。盛大的庙堂，美丽的彩灯

映射在平静的池塘里。一座弯弯曲曲的九曲桥上，总是挤满了前来祭祀或观光的人们。 

    晚上我们去了外滩。外滩是一个滨水

区。在1840年，外滩只是一条泥泞的河。

在1846年，外滩成为了一个英国殖民者的

定居点，有着一排一排整齐的房子和一条

宽宽的马路。又过了一百多年，上海开始

了外滩综合大改造，使它成为了亚洲非常

重要的金融区。外滩成为了一个文化、经

济和政治的枢纽。走在外滩上，你可以看到上海的特色以及各种国家的建筑。 

 

上海的市中心非常著名。虽然上海以前只是

一个小渔村，可现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有很多高楼大厦，盘旋成云。银色的上海中心大

厦，在阳光下熠熠发光。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楼顶

居然有一个大洞！看起来像一个非常高大的手提

包。东方明珠是上海的一个电视塔。塔上有三个紫

色的球。人们可在这些球里面，游览观赏美丽的上

海的风景。 

 

上海是值得每个人都去看看的地方。上海是一座拥有历史遗迹又有现代气息的美丽

的城市！ 



 
 

独特的中国园林 

刘静逸 G7E 

 

    妈妈常常告诉我中国园林是体现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园林里到处都有中国文化艺术的

杰作，让人细细体会和品味。所以每次我们回中国我和爸爸妈妈会去一些景点游玩并观赏园林。

游览这些景点的时候我注意到中国园林同我在美国见到的园林很不一样。美国园林往往是追求

几何形状和对称的美。而中国园林追求的是亭台轩榭的布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讲究“天人

合一”，这样的景色往往会给人一种淡雅、平静、祥和、融入自然的感觉。 

中国园林里通常有假山、池塘、亭

子、长廊、小桥、树木和花草。 园林里的池

塘里养着金鱼或各种鲤鱼。夏秋季节池塘里

会有荷花或睡莲开放，沿着弯弯曲曲的长廊

或徘徊的花径，长廊上有墙和漏窗，一边的

景色一览无余，另一边的景色若隐若现，非

常有意思。人们可以慢慢欣赏园林的景色，

坐在亭台内乘凉和休息，水上的微风习习吹

来，带着荷花和睡莲的清香，是非常美好的享受。中国园林里的假山池沼错落有致，每走一个

弯，看到的景色就会变一变，这叫“移步换景”。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眼前总是一副美丽的图

画，令人心旷神怡。 

中国园林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期待能经常回中国，既可以静静地欣赏自

然，也可以悠悠散步游览中国园林，学习和体会其中的中国文化。 



北京的颐和园  
 

秦子瑞 G7E  

  

    2016 年夏天，我的妈妈带我和姐姐回中国度假。我那时候才六岁。我们在北京住

了几天，其中有一天，妈妈带我们去颐和园玩。 

    颐和园是一座清朝的皇家园林。它是以杭州西湖和江南园林为蓝本而设计建造的，

景色秀丽。颐和园里有万寿山、昆明湖、佛香阁、十七孔桥、苏州街等。我最喜欢的两

个地方是长廊和石舫。  

长廊有半英里长，每根梁上都画着不同

的彩画，一共有一万多幅。这些彩画，有的

画着山水风景，有的画着花鸟鱼虫，有的画

着人物故事。有了这条长廊，即使在雨雪天，

人们依然可以来园里欣赏别有风味的雨景和

雪景。我们去的那天很热，但是长廊里感觉

很凉爽。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梁上的彩画，有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唐僧孙悟空西天取经、包公断案等等。我们走着看着，不一会儿就把

长廊走完了。 

    我们接着去昆明湖里坐船。从船上远

看万寿山和上面的佛香阁，感觉特别雄

伟。下船的时候，我一抬头看见一座漂亮

的石头船泊在湖边，这就是著名的石舫

了！石舫有 36 米长，是大理石雕刻而成，

非常精美。船上建有两层船楼，特别气

派。我走近石舫，发现上面居然有玻璃

窗，还是彩色玻璃，让我大吃一惊。颐和园里还融合了西方建筑特色，真令人赞叹！ 

    我很喜欢颐和园，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开心的一天。希望你们有机会也去北京颐和园游

玩。 



天下第一奇山 - 黄山 
 

陈晴 G7E 

 

    闻名的黄山，位于中国东南的安徽省，又被称为“天下第一奇山”。黄山是一大片山

地，有七十二个有名字的山峰，而且每一座山都特别壮观。来自明朝的徐霞客，也就是中

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曾经说过：“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黄山名字的历史来源并不短。由于黄山的山体是以紫黑色的花岗岩组成的，自古以来

它被称为“黔山”，意思是黑色的山。后来，因为黄帝在山上修炼的传说，黔山被唐朝的

唐明皇玄宗皇帝改名为黄山。“黄山”这个名字意思是“黄帝的山”。 

 

    黄山拥有许多名山的特点，它既雄伟又险峻，还有云雾、瀑布和巧石。黄山的四绝，

每一个都特别奇特。黄山的四绝是奇松、怪石、云海和温泉。 

 

    奇松，是黄山上那些奇特的松树。黄山的松树

有自己专属的名字，叫作“黄山松”。在海拔 800

米以上的高山上，就能看见那些松树。许多松树都

是破石而出，还能往不同的方向生长。有的往上长，

有的往下长，还有的侧着长。黄山的迎客松伸展着

两根长长的侧枝，生机勃勃地欢迎人们的到来。 

 

    怪石，黄山的第二绝，是黄山上奇形怪状的石

头。它们的形状和真的东西极其相似，比如猴子观海和仙人指路。远远望着石猴观海这个

景观，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只小猴子，观望着底下不断流动的云海。仙人指路是一位像仙

人一样的石头。那位仙人站在山峰上并伸出手臂指向远方，好像在为我们指路。黄山上还

能看到许许多多的其他的怪石，包括飞来石、仙人晒靴、松鼠跳天都、金鸡叫天门等等。 

 

    云海，黄山的第三绝，是黄山里有名的云雾，犹如仙境一般。“前海”、“后海”、

“东海”、“西海”、“天海”是一些云雾的名

字。能够流动的云海，在一年四季里，从早到晚，

有很多种令人感叹的变化。 

 

温泉，是黄山的第四绝。虽然它的泉眼非常

小，但既使天长久不下雨，它每天都能涌出四百多

吨的水量，并且水温保持在四十二摄氏度。泉水不

但舒服，还能治病，所以又被称为“灵泉”。 

 

我有机会一定要去游览美丽而雄伟的黄山！ 



智慧的结晶 - 万里长城 
 

刘浥珩 G7E 

 

2017年夏天，妈妈爸爸带了我和弟弟去了中国。我们一起游览了长城。 

 

    现在的长城主要是在明代（1368-1644）建成

的，可是长城早在秦代就开始建造了。 如果你觉

得长城造成的方法是把石头堆在一起的话，那么

你错了。秦代之前的许多分封国家已经建造了一

些高的围墙。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他把那

些围墙连接起来，就建成了万里长城。长城高八

米，长一万三千多公里。 

 

    长城两侧的矮墙，叫女墙。女墙的一面是凹字形的，它是让射手用来朝敌人射箭的。

那个射箭缺口的旁边，是高起来的墙可以帮助保护射手，挡住敌人射的箭。女墙的另一面

是比较平的，可以防止士兵从墙上摔下去。 

    烽火台是连接长城的一座一座的高台，又叫烟

墩、墩台，是用来预警敌人进攻的。如果有士兵发现

了有敌人进攻，就点起火来。远方的士兵看见烽火，

就会继续点起火，这样烽火就不断地传递下去。不到

几个小时，烽火就能将有敌人军队进攻的消息传递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白天的时候，因为太亮了，火不

容易被看见。士兵就会在烽火台上点起烟雾。烽火台

上弥散的烟雾就会把消息传递下去。 

 

    我感叹长城的雄伟。我惊讶有 40万人为建造长城而丧生。他们的努力和勇敢，保护了

国家和人们。但长城真是个完美的中华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 



逛北京城故宫 
 

李德玥 G7E 

 

    如果你要去中国，那你得必须去故宫。故宫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旅游胜地。中国最 

后的几个朝代的皇帝和娘娘都在故宫里住过。今天，我就要逛故宫。 

 

    “我们沿着中轴线走。”爸爸说：“看看这个书上说的，北京有

一条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中轴线。六百年前，明朝皇帝北京建

造的时候，定下一条南北方向的建筑轴线。这根轴线非常重要，过去

的皇宫，也就是紫禁城中最主要的建筑，都坐北朝南地建在这条轴线

上。”“喔，没想到一条轴线

会这么重要！”我说。 

 

“我们到了午门，”妈妈说，“你看午门旁边

那两座塔呢，就是射箭的塔。你看，紫禁城被一座

墙包围着，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保护。” 

 

    我们走出了午门和太和门来到了太和殿。

“喔，那是皇帝坐的地方吗？是真的吗？”我指着

大殿正中的龙椅问。“那当然了！”我爸爸回答：

“如果不是，那有什么可以看的呢？”“黄帝的龙

椅和桌子全是金子做的！咦？龙椅后面是什么东

西？”我问。“那是屏风是用来挡风，分割房间用

的。还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爸爸回答。 

 

    我能看见有一段小阶梯通往龙座，龙座两侧各有一座仙鹤雕像。仙鹤象征着皇帝的命

令能像仙鹤一样声闻于天下，号令亿兆臣民。 

 

    我们看完了以后，没走多远就开始下雨了。我们跑到了保和殿后面的一个门，在那里

躲雨。“下雨才好呢!”我妈妈说，“下雨的时候，台阶上的那些龙就开始吐出水来了！

你看那里有一条龙吐出水来了！”“龙不仅可以吐出水来，还可以是别的东西呢！”我爸

爸笑着说。 

 

    我们就在保和殿后面的门休息了一会。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着龙吐水，一边等着雨下

完。过了十几分钟，雨停了。于是我们就继续沿着中轴线走，走到了御花园。看了看，走

了走，走到了故宫的后门出口。“喜不喜欢故宫呀？”我妈妈问我。“特别喜欢！好多神

奇的东西！”我回答，“回家的时候，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我去了皇帝和娘娘住的地方！ 

 

    “没去过故宫，”我爸爸说：“就是没去过中国！” 



秦始皇的兵马俑 
何永欣 G7E 

 

    两千年以前，第一任皇帝秦始皇建造了兵马俑，为他来世服务。这些兵马俑非常逼

真，看上去都像等待命令要出发去打仗。 

 

    秦始皇十三岁时，他已经在计划自己的“来

世”。成为皇帝后不久，他雇用了成千上万的艺

术家作为士兵。在他去世之前，需要制造约

8000 名士兵。他们正计划做更多的事情，但秦

始皇就死了，就没能完成。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

为在雕像中都有许多未完成的战士。 

 

    在图片中，士兵身上的颜色与第

一张图片中的颜色不同。这些士兵最

初身上有不同的颜色，例如红色，蓝

色和绿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颜

色逐渐开始消失。他们的盔甲，面孔，

一切都被染成彩色。看起来像真实的

人，我很惊讶这些艺术家如何制作出

8,000个非常细致的雕像。  

 

    士兵的类型也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士兵等级不同，例如高级军官，中级军官和低级

军官。每个雕像都带着不同的武器。就像真实的人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孔、衣服和

发型。 

 

那么，这些雕像是如何发现的呢？在 1974年 3月 29日，中国西安两名农民在秦始皇

埋葬的地方附近挖了一口井，就发现了这三个巨大的兵马俑坑。 

 

现在，这个地方非常受欢迎，吸引了许多游客。如果我有机会去中国，我希望能到那

里去参观。 



美食城 - 兰州 
 

李曼辰 G7E 

 

兰州位于中国西北部，是甘肃省的省会。黄河在其境内流过，自西南向东北，全长

152 千米。兰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混居的城市，总共有 36 个不同的民族居住在这里。由于

不同的民族带来了他们各自的食物，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美食汇集的地方。 2017年的夏天，

妈妈带我去了兰州。今天我就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的美食美景。 

 

    兰州拉面是兰州最著名的美食之一 ，始于

清朝嘉庆年间（1799 年），系东乡族马六七从河

南省怀庆府清化陈维精处学成带入兰州的，后

经后人陈和声、马宝仔等人以“一清（汤）二

白（萝卜）三绿（香菜蒜苗）四红（辣子） 五

黄（面条黄亮）”统一了兰州牛肉面的标准。

兰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讲究，一定要是上好黄牛

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细丁，拌上香葱、

干椒和花椒；面条粗细随客，地道的做法要一

碗碗分开煮，然后浇上适量牛肉汤汁，盖上刚刚炒好的主料。满满一大碗，端上来面条清

齐、油光闪闪、浓香扑鼻。尝一口味重不腻，爽滑麻烫。兰州市的每条街巷，无论大小，

至少都有一两家牛肉面馆。在兰州的日子里，我基本上每隔一天就要去吃一次兰州拉面。

有的餐馆会提供更多选择，脸盆大的兰花瓷碗一字排开，里面有各种调料配菜，任君选择。 

 

兰州水车园是百里黄河风情线上最具地方特色的景点之一，建成于 1994 年。水车历

史悠久，起源于明朝，是兰州市古代黄河沿岸最古老的提灌工具。兰州水车立于黄河南岸，

旺水季利用自然水流助推转动，枯水季则以围堰

分流聚水，通过堰间小渠，河水自流助推。当水

流自然冲动车轮叶板时，推动水车转动，水斗便

舀满河水，等转至顶后再倾入木槽，源源不断，

流入园地，以利灌溉。园里的水车轮辐大的在 20

米左右，最小的也在 10 米以上，可提水 15 米—

18米。在 1952年的时候，兰州有水车 252轮，黄

河两岸更是水车林立，总提灌面积达 10 万亩，成

了当时世界上真正的“水车之都”。当我看到这

些高大的水车的时候，我深深地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时候，他们会创

造出工具来利用自然的力量帮助劳作，大大地解放了劳动力。 

 

    兰州有太多好吃好玩的了，我觉得再讲个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希望有机会我还能再去

那里游玩，吃美食，看美景，挖掘这个城市更多的美。 

https://baike.baidu.com/item/甘肃省


 

 

 

横店之行 - 梦幻谷 

唐语嫣 G7E 

 

    你听说过横店吗？你知道横店在哪里吗？你去过横店的的梦幻谷吗？ 

 

横店的全名叫横店影视城，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 是集影视、旅游、度假、

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区。横店也是亚洲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是扬名中外

的"东方好莱坞"。 

 

    而梦幻谷就在横店。在那里拥有多种游乐

设施，从白天一直可以玩到晚上，梦幻谷里有

过山车，还有滑水道。我一直对横店梦幻谷充

满着好奇，终于在 2018 年，我爸爸带着我和

我的朋友来到了梦幻谷。那时候我才八岁。 

 

    从我们的旅馆到梦幻谷有将近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到了梦幻谷，我们玩了各种过山车

和水上滑道，最有趣的是太空棱、疯狂马戏团、海盗船和多哈滑道。海盗船是我害怕的一

种过山车。这海盗船不是真正的船，是从前面到后面摇晃的一种过山车，它会从慢到快摇

晃，越晃越高，高到像是要飞进天上的云里。我不敢乘坐海盗船，但是我的朋友坐了无数

次。他很喜欢摇晃的海盗船。 

    到了晚上, 梦幻谷夜间的景色更是迷人，由于

它是一个大型夜间影视体验主题公园，所以你可以

看到很多漂亮的灯。我和我的朋友吃着甜甜的棉花

糖和又香又热的香肠，坐在旋转的木马上面看着梦

幻谷的摩天轮在旋转。 

 

    那一天梦幻谷的人也很多, 排队要排很长很

长的时间, 我和我的朋友等了将近半小时才坐上摩天轮。在摩天轮上，你可以看到其他的

过山车和很多小餐厅，夜晚的景色很漂亮很梦幻。看到这么完美的景色，我就不想离开梦

幻谷了。可惜，时间已经很晚了，我的朋友、爸爸和我都很困了。所以我们就回家了。 

 

我的梦幻谷之行很开心，我非常喜欢梦幻谷，希望明年暑假可以再去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