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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思索的回答。
小丁看着眼前这大块肉，简直
王栎 指导老师:董秀敏
就和书中描写的那块一模一样。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
“哥哥，你为什么总是骗我！”
小丁生气的说。说完，他叼起那本
日，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每
《小可》就往外走。
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
“小丁，你去哪？快吃了肉再
瑞阳节。端午节的由来和屈原有关，
走，不然，肉就坏了，再说，外面都黑
这是为纪念伟大诗人屈原所定的节
了，你自己不安全。
“悄狐在后面喊。
日。
“我不想再被你欺骗了！“
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投江
小丁漫无目的的在森林里走了
自尽，周围的人纷纷走到江边划船
好几天。来到了看似一条大河边，可
打捞。人们争先恐后的，要把屈原救
这河床是黑的，也没有水，他低头闻
上岸。打捞了很久以后，人们还不见
了闻，一股刺鼻的气味把小丁呛的
屈原的尸体，为了不让江中的鱼虾
后退了两步。他想索性憋着气跳过
把屈原的尸体吃掉，就回家拿米团
去算了，
“ 你不要命了！“小丁被一
扔往江中 ,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屈原
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他身后的小
就延续了赛龙舟吃粽子的这种习
狗拉住了。
俗。
就在这时，从河的上游传来很
现在每到端午节这一天 , 各地
大的声音。突然间，一只怪兽来到了
都举行龙舟比赛，在宽阔的水面上，
他们面前，竟跳下来一个高大的人
有五六条龙舟，每条舟上都有一人
类。小丁也听不懂这人说什么，只见
坐龙头打鼓，十几个人听着鼓点奋
那人伸手将小丁牢牢的抓起来，另
力划船，岸边围观的人群不停地为
一只手捡起那本《小可》，哈哈大笑
自己喜欢地队加油助威。这一天，
起来。
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南方人多用
小丁被吓坏，他猛然的咬了那
竹叶子来包。粽子主要分为甜粽子
个人的手，卯足了劲往回跑。不知道
和咸粽子两种。包好的粽子放在一
跑了多远，撞到了什么，他抬头发现
个锅里煮好几个小时，糯米中带着
了那双熟悉的绿眼睛。
竹叶子的香气，味道真是棒极了！
“哥哥—”
“快跑，那是个猎人！”
狡猾
他们一直跑到家才松了口气。
“小丁，你厉害呀，竟然从猎人
郑智文 指导老师：张雅婷
手中逃脱了！“
在一个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
“是那本书救了我。”他想起了
两只狐狸兄弟和好多动物。狐狸兄
猎人看到书时的情景。
弟以聪明而闻名于森林。哥哥悄狐
“哥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你
很不讨其它动物们的喜欢，他大话
能不能别再靠欺骗为生呀？能不能
假话连篇，经常欺骗小动物，而且说
做个善良友善的狐狸？”小丁真诚
话从不算数，动物们都对他避而远
的看着悄狐。
之，整日小心提防他，就怕被他骗
“ 好 ，我 努 力 。我 不 再 骗 大 家
了。
了。”悄狐惭愧的低下了头。
但他从不欺骗他的弟弟 -- 小
丁。不是因为他生性的善良，而是小
束缚
丁聪颖过他，讨厌欺骗，虽然只小他
一年，但小丁总能看穿他骗人的把
郑琳纳 指导老师：张雅婷
戏，弟弟还有一个奇特的爱好，就是
我坐在沙发上。窗户和门关着。
喜欢阅读人类的书。
一缕阳光从窗户透进来，刺到我的
由于他们住的森林到处留有人
眼睛。这是一个暖的使人慵懒的午
类的痕迹，所以动物们经常能发现
后。起身，抓起了外套，拉上了厚厚
一些人类遗留的东西。悄狐就到处
的窗帘，关了电脑，顺势仰躺进沙
为他弟弟收集书报。无论是哪个动
发，闭上眼睛，朦胧间睡意袭来。
物找到了他感兴趣的东西，他都会
“吱---”随着响声门开了。
想尽办法骗为己有，不过他根本看
只见眼前站着头发极黑，面皮
不懂，总是带回家给他弟弟小丁。
极白，指甲极红，裹着浓浓的香气的
一天，小丁正在他们住的山洞
女人。
里睡午觉。俏狐兴冲冲的跑回来。嘴
“你好！“我赶忙坐起来。
里还着一本浸着他的口水的书。
“纳纳侦探，快快帮帮我！“她
“小丁，快起来，看我找到了什
声音很大，语速很快，应该是很着
么？”
急。”我的宝贝丢了！
小丁睁开了他的绿眼睛，他和
“怎么回事？“我向她靠近一
哥哥都长着一双深邃的绿眼睛。
步，一边示意她坐下说，一边去拿了
“大哥，干嘛？让我再睡一会儿
饮料给她。
吧。
“
“拜托你去我家看看，太奇怪
“你快看看，我找到了什么，听
了，它怎么这么神奇的不见了？！”
象伯伯说熊太太得到了《小可》，我
说完，她喝了口饮料。
知道这是你一直在找的书，就想办
她完全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正
法弄来给你。
“
好没事，就跟她到了她家。
小丁一骨碌爬起来，看着他盼
这是一栋外表看起来有些陈旧
望已久的《小可》。
的石头房子。院子里植物茂盛，错落
“你从哪弄到的？太好了。
“边
有致，一眼便知主人勤于打理。
说边贪婪的闻着书上的味道。
走进大门，高大的门厅，穹顶上
“我跟熊太太借的，听说她是在
下来一盏大到很少见的吊灯。跟着
河边捡的。
“悄狐说。
脚步的回音我们进入了客厅。这么
“不会是偷的吧？”小丁不相信
大！摆放着整齐豪华的家具，数不
哥哥的话。
清有多少，只是望一眼，如果少台电
“当然不是了，我可不做这种
视，我想外人是很难发现的。
事。
“俏狐笑嘻嘻的说。
“是什么不见了？到现在为止，
小丁已经顾不及听哥哥说什么
你都没说到底是什么如此神奇？”
了，他迫不及待的想看书里到底写
我禁不住问。
些什么。
“跟我来。
“ 我跟在她后面上了
“你每天看书不觉得闷吗？咱
楼。边走边四处张望，楼梯步阶上铺
们出去找些吃的，我肚子饿了。
“悄
了花纹精致的纯毛地毯，铸铜雕花
狐说着就抬起前爪推着小丁往外
的栏杆，柚木扶手，当初的建造者也
走。
是下了功夫，肯定不是一般家庭能
“不，有书，看书，我不饿。”小丁
承受的。虽然时日久远，但一切都维
的眼睛始终盯着那本书。悄狐只好
护的很好。
自己走了。
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一扇白色
他如饥似渴的读着这本他渴望
门前。门上挂着“卡李”的牌子。
已久的书，原来，书里讲的是一只狡
“这里。
“看到了这扇门，女人竟
猾的狐狸如何想尽办法去骗一只乌
忍不住开始流眼泪。
鸦的一块大大的肥肉。而被骗的乌
“谁是卡李？”我小声的问。
鸦又是如何反击，几个回合，最终乌
“她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呀，这是
鸦的肉还是被狐狸成功的骗到手
她的房间。”说着，不停的擦着眼泪，
了。整个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描写的
看着有越哭越烈之势。
丝丝入扣，精彩极了。小丁一口气看
打开门，房间有普通的三倍还
完了整本书，他抬起头，伸个懒腰， 大，只是里面没有任何家具，看着愈
不觉得还打个哈欠。他向洞口望去， 发空荡。靠近窗户吊一只金色的大
外面黑漆漆的，看来天色已晚，哥哥
鸟笼。但是空的。
“这是卡李的房间？”我疑惑的
呢？怎么还没回来？他突然间觉得
问，开始有点怀疑眼前的这个女人
肚子很饿。
的精神是否正常。
这时，只见悄狐叼着一块很大
“是，卡李是我的鸟，呜呜——
的肉，高兴的跑回来。
——”
擦了鼻涕，
“ 我今天上午来喂
“ 小 丁 ，快 看 ！ 我 弄 到 了 什
食，
发现她不见了，
我像平时一样的
么！”
喊她，
也不见回应。
她去哪了呢？
“
“这么大的肉，你从哪弄的？”
看着她急得语无伦次，
鼻涕眼
“我在后面山上捡的。
“ 悄狐不

泪的样子，心里暗笑：一只鸟，天大
的事吗？也巧我今天懒得做事，找
找吧。我戴上标志性的有我名字的
礼帽，掏出了手套，边戴边说：
“这里
有几个人住？”
“我和佣人。”
“我可以见一下佣人说几句话
吗？”我问。
“不可以，每天做完工，我就把
她关在她地下室的房间里。”她很明
确的回答。
我初步判断，这个女人精神有
些问题。
“窗户开了吗？是不是有人进
来，忘记关门了？笼子平时是锁着
的？喂食打开忘记关了？
又或者没关好？“我不停的提
问，试图使她回忆起每一点疏忽。环
顾房间四周，没发现有一只鸟可以
安静的躲避的地方。
“卡李，我可怜的宝贝， 你在
哪？你都不能飞，被猫吃了咋办？”
她哭哭啼啼弱弱的说。
“不能飞？”
“我 我怕她丢了，就把她的翅
膀绑起来了。
“她边哭边断断续续的
说。
我无奈的摇摇头，俯身趴在地
上，在拖地的窗帘的皱褶里找到了
那只可怜的鸟。
走在路上，感觉周围一切都是
陌生的，不过很清新。仰头看着大大
的太阳，此时阳光并不觉得刺眼。怕
失去，就绑了鸟儿的翅膀，因为她不
能飞，你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拥有了
吗？
可笑！可怜！
不觉间，加快了脚步，感觉有好
多事情要去做。

期待中的暑假
李子悦

指导老师：师文

一想到暑假，我就很开心！因
为我们要去看外婆，阿姨，表兄，叔
叔，姑姑，爷爷和奶奶。我妈妈会带
着我和哥哥先去香港看外婆，我们
将住在元姨的家里，然后回中国看
爷爷，奶奶。我们家近 8 年没有回过
亚洲了，所以，这个夏天对我来说是
非常特别的。
从美国乘飞机到香港，大约需
要15 到16个小时。由于在空中的飞
行时间很长，我会娱乐自己：读书、
看点儿电视，电影和睡觉。这次回中
国，我有三个愿望，我很希能够有机
会坐上子弹头列车，登上中国的万
里长城和参观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
兵马俑。近八年了，一想到很快就能
见到爷爷奶奶，我真的很兴奋，希望
他们也同样想念我。
这次亚洲之行我希望能够实现
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漫步于万
里长城，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走完全
程长达 13171 英里的，但我仍然希
望尝试一下。第二个愿望是亲眼看
到秦始皇的兵马俑。这些兵马俑是
工匠用陶瓷烧制而成的，拥有超过
8000名士兵，130辆战车，520匹马和
150 名骑兵。第三个愿望是坐上世界
最快的子弹头列车，它每小时速度
为302英里。这些都是我非常希望亲
身体验的事情。亚洲之行对我来说
将是个很大的变化。我想了解很多
发生在亚洲的事情，我将有机会体
验在中国的传统生活，最令我高兴
的是我将在中国庆祝我12岁生日！
我期待今年的暑假！

小黑和小白
董孟奇

指导老师：师文

有一天清晨 , 我被床下传来的
一阵奔跑的小脚步声惊醒，睁开眼
向床下不远处的荷兰猪的小栅栏
屋望去 , 看到小白安静地躺在栅栏
外面的小“蒙古包”里, 再仔细看,发
现小黑不在栅栏里，”小黑去哪儿
啦？”我心里有点儿着急, 赶快下床
检查一下栅栏，并未发现有任何缺
口 ,”呀 ! 小黑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
呢？”我自言自语地说.
“Blackie，Blackie”
我大声喊着，
随着我的叫喊声，小黑从我的床下
蹬蹬地跑了出来，他很胖，像 一 只
胖胖的黑绒绒的大土豆。他突然停
下来站在栅栏前用黑亮亮的眼睛看
着我，好像说“我在这儿呢！”我终
于舒了一口气。
“ Blackie 你是怎么
跑出来的呢？”他不理我，噌一下就
钻进了小白的“蒙古包”里。小白被
挤了出来，在地毯上连续翻了两个
跟头, 我赶紧抱他起来, 他马上把他
的头藏进我弯起的胳膊里。
小白又小又轻，毛发又白又软，
是一只非常乖巧的漂亮的荷兰猪。
他特别招人喜欢，家里每个人都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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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抱他，只是自从他瞎了一只眼后 ,
就失去了平衡, 手一碰就会摔跤，而
且小黑不懂得让他，还经常抢他的
东西吃。妈妈为了能让小白多吃些
东西，总是下班后把他抱在怀里亲
自喂他，有时早晨妈妈没有时间喂
他，就把他放在栅栏外面的小“蒙古
包”里让他独自吃东西。小黑非常嫉
妒，虽然栅栏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他却总觉得小白有更好的东西吃，
只要小白在栅栏外面，他就不停地
顶撞和啃咬栅栏，今天他终于成功
地钻出了栅栏，现在他正伸展着舒
服地躺在小白的蒙古包里，很得意
的样子，小白也无所谓，只是把他的
头使劲地埋进了我的怀里。

忙碌的一天
杜一舟

指导老师：师文

每周的星期六，是我最忙碌的
一天，想晚起一点儿都不行。不到 8
点就被爸爸从被窝里抓起来，匆匆
忙忙吃完早饭，就去上 9 点的钢琴
课。我觉得学钢琴好辛苦，真想不学
了，可是已经学了 5 年了，爸爸妈妈
是不会答应的。再说了爸爸陪我上
课也挺辛苦的，我要是不学好钢琴，
也对不起他呀。
10 点半回到家里，姥爷又抓住
我复习中文，因为下午的中文课老
师要听写上周学的字词，还要朗读
课文。我虽然不太愿意，但姥爷的话
还是要听的。复习完就到了吃午饭
的时间，姥姥做了一桌子好饭好菜，
还有我和弟弟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大米饭加红烧肉，我吃了一大碗，可
香了。
午饭后，姥姥开车带我去中文
学校，姥姥是中文学校的老师，她去
学校上课，顺便把我带上，就不用麻
烦爸爸和妈妈了。在课堂上老师带
我们复习上周学过的课文，让每个
人站起来朗读一遍，然后拿出方格
本，听写字词。我的记忆力还可以，
都能够写出来。老师在本子上给我
的评语是 very good，加油，我很高
兴。老师还会像讲故事一样，把新课
文读给我们听，让我们回家继续朗
读和理解。
下午四点，妈妈开车带我去李
文斯顿上奥数课。我喜欢数学，也想
学到更多的新知识，所以我认真听
老师讲解，按老师的要求做练习题，
还参加了几次考试，并取得了名次，
得到爸爸妈妈的夸奖和鼓励。
6 点多妈妈接我回家，这时天已
经黑了。我终于从学习中解放出来，
晚上的时间就是我的了，我要好好
玩上一会儿。
这就是我的一天，很忙，也很快
乐，因为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呀。

春天来了
陈云鹤

指导老师：王英

春天来了，下雨的时候多了，天
气开始变暖和了！   
春天来了，小草从泥土里钻了
出来，像给大地铺了一层绿毯，树儿
开始长出了绿绿嫩嫩的枝芽，五颜
六色的花儿开始盛开了，嗡嗡的蜜
蜂在花丛中不停地忙碌着，它们要
传更多的花粉，采更多的花蜜。
春天来了，大家出门不用再穿
着厚重的棉衣，所以身体感到轻松、
灵活了许多，人们开始了许多的室
外活动，有的去打球，有的去爬山、
有的去放风筝、还有的在骑自行车、
在跑步，真是热闹极了！
春天来了，我们会放下手中的
游戏机去野营，白天钓鱼，晚上点起
营火，小朋友们围着篝火高兴地唱
歌、跳舞、讲故事、烤棉花糖吃。
春天来了，冬眠的动物醒过来
了，它们开始寻找食物了。成群的鸟
儿一会儿在蓝蓝的天空中自由地飞
翔，一会儿又在枝头上快乐地歌唱。
春天来了，大地就像换上了一
件漂亮的花衣裳，到处充满了生机，
我喜欢春天！

愿望
刘恩熹

指导老师：王英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
有一只属于我的可爱的小狗。曾经
问爸爸妈妈要了多次，他们总是用
很多理由回绝了我。
一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看到
爸爸妈妈花了很长时间在电脑前忙
碌着打印着什么，感到很奇怪，问了
爸妈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后来爸爸
又突然说要出门去取一样东西，我
心里在想，能是什么呢 ? 没多久爸
爸就回来了，我也没有在意爸爸拿
回了什么东西，做完作业就洗洗睡
觉了。

第二天早上，汪汪的叫声把我
惊醒，我睁眼看到一只可爱的小花
狗趴在我床边，我猛地坐了起来，惊
喜地看着它，圆圆亮亮的眼睛、尖尖
的耳朵，它也在伸着粉红色的舌头
看着我，我一把把它抱了起来揉了
揉自己的眼睛，啊，这不是做梦吧！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宠物狗了，我的
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的爷爷
张小虎

指导老师：金文萱

我的爷爷八十多岁了。他满头
白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我的爷爷很聪明，他曾经是一
个科学家。他有一个衣柜放满了各
种各样的书。当他自己在房时间里
的时候，他都在看书或者报纸。有时
候，他开玩笑说，他应该教我学习，
因为他知道很多东西。爷爷是我知
道最聪明的人。
爷爷也很有趣。他过阴历生日，
但是他懒得算阳历的日子，所以每
年他都会随便选一个日子来过生
日。有时我认为他明明知道他的生
日是哪一天，但他说他就是愿意随
便挑个日子很有意思啊。
他非常爱我。当我回国的时候，
他牵着我的手，带我去市场买牛奶
和早餐，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他还
细心地查好电视动画片的时间，到
时间了就叫我一起看。我们俩搂成
一团挤在一个椅子里，一边看电视
一边说笑，真开心。
我爱爷爷，我很幸运有这么棒
的爷爷！

我参加拼词大赛
喻伊樊

指导老师：金文萱

我参加了镇里举行的拼词大
赛，经过初赛最后进入决赛，取得了
第二名的好成绩。拿到木质证书和
100 元奖金。我用这奖金为自己买了
一本最喜欢的书，我高兴极了，因为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啊！ 这个成绩
来之不易。在三年级时我曾经参加
过一次，但是在小组赛时就被淘汰
了，没有能进入决赛。
这一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
爸爸的帮助下，经过三个星期的努
力，记住了五页英文单词。每天放学
后我会用二十分钟的时间背诵记忆
单词，爸爸也会抽空考我几个难记
的单词。以至于到最后我可以熟练
地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对我的英文
学习帮助很大。通过这次比赛，我
认识到不管多难的事情，只要你付
出努力，就会有收获。我在这次比赛
后收获了戍动和喜悦。

我的妈妈
张天翼

指导教师：汤江勤

我的妈妈每天早上 6 点多就要
准备上班。妈妈下班很晚，经常 7 点
多了才回家。虽然妈妈工作得很辛
苦，但是她还是把我和弟弟照顾得
很好。她会找出时间给我们做好吃
的，她会在上班前把面包给我们做
好，也挤出时间陪我们玩，睡觉前读
书给我们听。
我的妈妈周末也很忙。它要给
我们做饭，陪我们做作业，有时候还
得陪我们去游泳。妈妈做饭的手艺
可好啦，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虾炒
饭，红烧肉，烤鱼烤螃蟹和自己做的
面包。
妈妈很耐心，很少生气，我跟弟
弟吵架时，妈妈会把我们拆开却不
生气。
这样的妈妈，你们喜欢吗？

我的爸爸
吴建锋

指导教师：汤江勤

我的爸爸，高高的瘦瘦的，长得
很帅。我爱我的爸爸。记得上幼儿园
时，他经常早上起来送我去上学，一
边走一边给我讲做人的道理。晚上
还喂我吃饭，总怕我吃不饱。一到周
末爸爸就带我去吃我喜欢吃的东
西，还会带我去好玩的地方玩。夏天
时带我和弟弟去海边玩，秋天时带
我们去摘苹果，冬天时带我们去滑
雪，春天时带我们去爬山。一想到这
些我就更爱我的爸爸了。
爸爸现在每天下班回家后都会
陪我做作业，练钢琴。爸爸还会烧一
手好菜，他做的排骨是世界上最棒
的。我今后一定不让爸爸操心，一定
要做他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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