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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在看天气预报。他说“哎呀，你们

的时候，能做个好梦。我的房间里

更从后门去找他学艺。你学到了本

辱负重，遇到任何事情或者突发状

 六年级（2）班 Michael Tian

真 幸 运 啊，明 天 下 雪，不 用 上 学。”

面还有个写字台，我用它来写作业。

事，但是太爱卖弄了，所以师父把你

况，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也不怕权

指导老师：龚万凤

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明天就不用这

在我的房间顶上，有一个很大的风

赶走了。

威人物，敢说敢为，是一个内心充满

么早起来了。

如 果 有 人 问 我，
“你 最 喜 欢 的

扇，不仅带灯，而且还具有遥控和调

可是你变得越来越调皮了！你

到了晚上，雪花慢慢从天上飘

节功能。灯泡的亮度和风扇的转速

偷吃了蟠桃园里的仙桃，在王母娘

下来。我和妹妹一起出去玩。 雪

都可调的。夏天的时候，我把风扇

娘的蟠桃会上偷喝仙酒，还偷吃了

最难忘的一天

慢慢落在我的手上，每一个雪花都

打开，特别舒服。

太上老君的仙丹！你这样做很不

 四年级（2）班 黎宇轩

运动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
“足球”。 我三岁开始踢足球，对足
球的喜爱从那时就悄然生根。
我喜欢足球的第一个理由是这

有不同的形状，有的呢，有五个角，

在门厅里面，我妈妈在靠近楼

对，神仙们都很生气！玉帝已经给

智慧和自由的善良人。

指导老师：冯朝晖

项运动能让你放松，好玩，和享受乐

有的呢，有八个角。一直在落，慢慢

梯的地方放了一个大桌子。桌子上

你造了个府，你还要什么呢？我认

趣。通过这项运动你能交到好多新

地一层层的雪，把路给遮住了。黑

面放的全都是植物。有三棵兰花，

为玉皇大帝应该找一个人，好好的

的朋友，你也能跟你的朋友们一起

色的路好像被一层白白的棉被盖住

两棵橘子树苗，一棵柠檬树苗，一棵

看着你，不要让你再捣乱了。

玩耍。

了。我用我的舌头去接雪花，可是

柚子树苗，还有一棵祈祷者。有一

我喜欢足球的第二个理由是

一个也没接到。这时候妈妈叫我回

棵兰花马上就要开花了。我已经看

果山来教训你。你虽然法力很高，

足球能锻炼你的身体，让你变得很

到房子里，因为外面很冷，她怕我感

见了三个花骨朵。 桌子的右边，还

但是你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祖的手

当我走进教室，我的老师穿着

强 壮，也 能 帮 助 你 提 高 耐 力。 在

冒了。星期一早上，我一起来就往

有一棵天堂鸟。

心。你被佛祖压到五行山下，接受

一件女王服装。当时我们正在学习

Travel team, 我每周练习至少两次，

外面看，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就是一

惩罚。后来你的师父唐僧救了你，

美国殖民地的历史，老师扮演的是

星期天跟周边的小城市的队比赛，

个颜色，白。我连忙穿上外套就出

但是给你戴上了紧箍咒，只要你不

女王的角色，她让我们每个人也扮

我一个星期必须经常跑步，持续一

去玩了。雪在我脚下脆脆的，踩进

听话，唐僧就会念咒，你的头就会很

演殖民者。我完全没想到我和同学

个半小时。

去就发出吃薯片的声音。我慢慢往

疼很疼。你太为所欲为了，所以唐

们会在扮演殖民者的生活中度过一

僧只好用这种方法来管教你。

天。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四块假

我喜欢足球的第三个理由是喜

前走，走到了一个很多雪的地方。

如果你路过我的家，欢迎来我
们家做客。

上海中山公园
 六年级（1）班

陶睿

欢踢进球的感觉。观众在为你欢呼。

雪都到我的膝盖上了。我圈起了一

并且你也能学会真正的团队精神，

个雪球，慢慢地把它弄大。接着我

不仅赢球的时候一起欢呼，输球的

又做了一个比之前更大的雪球。我

时候要互相鼓励安慰，而不是互相

把最小的放在最上面，把大的放在

指责。

最下面。插一个萝卜做鼻子，最后
拿石头当眼睛。TADA ！ 我做了

玩，它就像我家的后花园。

这就是我热爱足球的原因 , 放
松，玩得开心，对身体有好处，进球

一个雪人。

的感觉令人愉快。
了。

玫瑰

听老师说，你保护你的师父唐

指导老师：傅蕾

指导老师：龚万凤
我刚从学校回来，就看见远处

子。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那天却是
我上四年级以来最有趣的一天。

钱。她告诉我们，每次我们需要购
买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要付一块钱。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住在中山公园旁

我们可以买纸，铅笔，蜡笔，标签，甚

边。我最喜欢去玩的地方也是中山

没有学到，但是我很好奇你后来是

至去洗手间都要花一块钱。如果我

公园，我和我的好朋友每天在那里

怎么变得那么好。

们花完了钱，需要给女王一些她感

好吧，今天先写到这里，以后我

兴趣的东西，来换取我们需要的东

学到更多关于你的故事，会继续给

西。我们可以给她一个笔记本，袜

蛋壳舞台、牡丹亭、和游乐场。公园

你写信的。我相信你最后是一个很

子或鞋子等等。那时候我才明白老

里有很多树木，还有一棵法国梧桐

好的齐天大圣！

师是为了要我们体会殖民者的生活
是怎样过的，还有他们如何支付他

我的小狗“Roxy”

园里还有迷宫、塑胶跑道和暖房。

我的名字

 六年级（1）班 杨丽娜

暖房里种了各种各样的热带花草。

 五年级（1）班 卓语晨

指导老师：傅蕾

公园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我印象

指导老师：刘芳

我 还 记 得 两 年 前 的 时 候，爸

一大片红彤彤的玫瑰，好像一个一

那天我以为又是一个枯燥的日

心 , 打败了很多妖怪。虽然我们还

中山公园在上海浦西长宁区，

树，它 149 岁，我叫他大树爷爷。公

 六年级（2）班 袁子琳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僧去西天取经非常辛苦，也非常忠

中山公园有草坪、大理石广场、

哇，下雪太好了！我太爱下雪

果然玉帝派很多天兵天将到花

我 最 难 忘 的 一 天，是 2017 年

最深的是桂花，因为我小时候讲的

我的名字叫卓语晨。卓是比较

们所需的一切生活用品。
过了一两个小时，我的老师必
须去给别的同学进行阅读测试。于
是，她把服装交给了一名代课老师，

个的大红辣椒，从地底冒了出来。

爸送了我一只出生只有两个月的

第一个完整的句子是关于桂花的。

少有的姓，在我认识的朋友里，只有

就离开了。新女王给了我们更多的

远远看去，红的似火，艳的如霞，美

小狗作为圣诞礼物。我给它取名

我也喜欢桂花的香味。秋天的时候

我一个姓卓的。爸爸说我出生的那

指导。我真的感觉像生活在殖民时

。
丽极了。我马上跑过去想看个仔细。 “Roxy”
Roxy 的爸爸和妈妈是一只哈
一看到这么美丽的玫瑰，我忍

从我家后门去公园一路都能闻到桂

个早上，虽然是冬天，可是却听到很

期似的，我用一美元买铅笔，一美元

花香。

多鸟在叫，叽叽喳喳地，像在说话的

买纸。我每次去洗手间也用一块钱。

士奇和狼狗，所以它的身上的毛很

有时候我在大草坪踢球，看人

样子，觉得好像到了春天的早晨，所

到了最后，我的钱花完了，只好把我

“疼死了 !”我贴近了一看，呀！玫

软，很多，也很长。它的毛差不多是

放风筝；有时候在大理石广场滑滑

以爸爸决定叫我卓语晨和英文名字

的新鞋子抵押给女王，来买新的纸

瑰有好多的刺啊！我把鼻子靠近花

黑色的，只有肚子和脖子下的一小

板和骑车，看人跳广场舞，打太极

叫 Jasmine，
就好像鸟语花香的早晨。

张和铅笔。好在我喜欢脱掉鞋子，

朵，闻到了一股扑鼻的清香。

撮毛是纯白的，很好看。它四只脚

拳；有时候在塑胶跑道走路和跑步；

我喜欢我的名字因为我觉得这个名

在教室里光着脚走路。很多同学也

我看着玫瑰，玫瑰微微地摇了

上的毛是棕色的。最可爱的是它的

有时候在游乐场玩滑滑梯、太空慢

字非常适合我。

都喜欢光着脚走路。 到了放学的

一摇身体，好像在和我说话呢 ! 我

脸，大部分是黑色的，但是它的眼睛

步、碰碰车等等。

和玫瑰们做了好朋友。每天我都会

上方有两个棕色的小圆点，好像又

来看看玫瑰，我们一起谈心事，一起

长了两只眼睛，蠢萌蠢萌的！ Roxy

刘一凡、
赵子睿、
冯思璟、
王家奇。
。
。

 五年级（2）班 郑可非

玩，一起无声地数着天空中一朵朵

的尾巴翘起来的时候像狐狸的尾

我们约好每天放学以后一起玩踢

指导老师 ：吴学敏

洁白如雪的白云，可开心了呢！

巴。

球、跳绳、跑步、骑车和滑板。经常

不住伸手摸了一下。
“呀！”我叫道，

Roxy 是一只很温顺的狗，但

画画
 六年级（2）班 林玉琛
指导老师：龚万凤
我的课余生活很丰富，唱歌、跳
舞都是我喜欢的活动。今年的中国
新年，我还参加了学校的舞蹈表演
呢。和朋友一起跳舞，真的很有趣。

是它也可以变成一只很吵闹的狗。
你叫它的时候它会过来，你叫它坐

时候，我们都必须把鞋子穿上。我

在公园里我交了很多好朋友：

玩得都不想回家了。
如果你到中国上海，千万别忘
了到中山公园去看看哦 !

还是躺它都会听你的话。当有人在
外面的时候，它会汪汪地大叫。你

写给孙悟空的一封信

在吃东西的时候它会坐在你旁边

 五年级（1）班 吴菲比

也是汪汪的叫，好像在说“我要吃！

指导老师：刘芳

我要吃！”

孙悟空，

我很爱我的狗！

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画画，每次看

你好，我的名字叫吴菲比，我很

我最喜欢的《西游记》人物

的一位朋友不想穿鞋，他大声喊道：
“我想给我的脚自由！”大家一边笑
一边走出教室回家。
这就是我四年级最难忘的一

在《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人
物是孙悟空，孙悟空在跟师父去西

天，我喜欢学习美国殖民地的历史，

天取经的路上，不但尊敬师父，而且

就像我喜欢脱鞋子，在教室里赤脚

对师父忠心耿耿，一路上遇到各种

走动一样。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

艰难险阻他都聪明机智的“化险为

一天。

夷”，保护师父顺利取到真经。
  

无花果树

孙悟空会七十二变，他可以机

智的变成小女子，老太婆，还可以变

 六年级（1）班 林力

成一棵树，甚至变成高小姐骗取猪

指导老师：傅蕾
我家门前有一棵无花果树，那

八戒的信任。

羡慕你会七十二般变化。你被困住

  

的时候，可以变成一只小虫，从小小

一个筋斗云飞到千万里之外。他上

的，希望有一天无花果树高，给我们

的洞里逃走。当你需要很多人帮忙

得了天，下得了海，他能在太上老君

甜甜的无花果吃。以前无花果树比

的时候，只要拔一撮毫毛，一吹，就

的炼丹炉里呆好久，还练就一身武

我的中文书还要矮，现在的它长得

我住在一个很特别的家。这是

能变出好多个小猴来帮忙。我也喜

功打败李天王和哪吒。

比我爸爸还要高呢！

在画画的时候，我一边听音乐，一

一座很大的房子。 外面是用红色

欢你翻的筋斗云，你想要去一个很

  

孙悟空最得利的武器是“金箍

我们的无花果树健康美丽。夏

边想象画面的细节。我喜欢画风景

的砖和蓝色的外墙砌成的。在大门

远地方，一翻，就走了十万八千里。

棒”，也可以说是“魔棒”。金箍棒本

天的时候，无花果树有非常粗的树

画：白云，蓝天，大海 ... 当我画画

的前面，有一棵玉兰树。这棵玉兰

我很希望你可以教我这些本领，我

来是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又粗

干，有长长的叶茎。叶子是碧绿色

时，我会忘记不愉快的事情，在纸

树和其它开花的树不一样，它是一

学了这些本领，就可以帮助到很多

又高，但在孙悟空的手里可以变得

的，果实是紫色，绿色和白色的。有

上自由的画，多轻松呀！

棵常青树。冬天的时候 , 叶子仍然

的人。我觉得大闹天宫不好。你可

非常小，甚至小到像一根绣花针，放

些无花果上紫的比白的多，有的白

是绿的。刚买这座房子的时候，这

以好好地跟王母娘娘说，你也想参

到自己的耳朵里。在打妖怪和妖精

的比紫的多。完全成熟的是紫色的，

我通常会把我的作品展示给朋友

棵树还没有长到大门的高度。而现

加蟠桃会，说服她邀请你去蟠桃会。

的时候说声“变”就成为他最得利

新长的无花果很嫩。

看，他们会拿着我的画欣赏个不停，

在，它都比最高的大飘窗还要高！

这样做，你就不用大闹天宫了，天上

的“神力”武器。

口中啧啧称赞，有的同学还请求我

除了玉兰树，房子周围还有一棵山

的神仙们就都会喜欢你的！

   

给他（她）一张画呢！朋友们的喜爱

茱萸和两棵枫树。这三棵树都是我

和称赞，让我感觉很棒 .

们亲手种的。我们也种了两棵芍药。
一个星期之前，我看到有一棵发芽

到一些我喜欢的事物就忍不住要把

我的家

它画下来。

 六年级（1）班

只要一有空，我就会拿起笔和

指导老师：傅蕾

纸，这里画一笔那里添一笔，不一会
儿，一幅栩栩如生的图就画好了。

我的房间里贴的都是我的画。

画画带给我不少快乐，看着自
己创作的一幅幅美丽画作，我更加

彭欧阳

了。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房间。其中

自信了！

有几个房间是卧室，还有一个放玩

下雪
 六年级（1）班 林启健
指导老师：傅蕾
今天是星期天，明天就要上学
了，可是我还没玩够呢。我心想如
果可以不去上学就好了。楼下爸爸

具的房间，一个放钢琴的房间。这
些房间地板都是全家人一起动手换
的。我的房间在二楼的东北角。里
面有我的床，那是一个汽车形状的
床，深蓝色的，而且是用塑料做的，
最酷的是它的两个大车轮和真的一
样。因为它特别舒服，所以我睡觉

孙悟空技能高超，他腾云驾雾，

是六年前我爸爸在新年的那一天种

妈妈在家的时候会给无花果树

孙悟空尽心尽力地保护师父去

浇水，树下有好多美丽的花，是我和

西天取经。在师徒四人一路西行

我兄弟种的。那些小小的滴像会发

给孙悟空的信

中，孙悟空“出谋划策”实际上是团

光的珍珠。爸爸负责在前廊种植无

 五年级（1）班 曹嘟嘟

队的领导者，他智慧超群，统筹安排

花果树，他把无花果树种在一棵灌

指导老师：刘芳

在哪里过夜，走哪条路，怎么过河等

木的旁边，现在那个灌木被移走了，

等，他分工明确，让大家各施其责，

因为无花果树需要很多成长的空

我现在在中文学校学习《西游记》，

一起保护师父，尽管一路上困难重

间。

里面是关于你的故事。

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大家安

孙悟空，你好！我是曹嘟嘟。

开始学到你的故事，我觉得你
很神奇，因为你是从石头里生出来
的。你也是非常聪明的，师父打了
你三下，然后倒背着手走进屋去，你
就能猜出师父的意思是让你半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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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到达目的地，取到真经。
孙悟空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
做，也不像沙增那样唯唯诺诺，更不
像唐僧那样满口仁义道德，不切实
际。所以在《西游记》中我最喜欢
孙悟空，他机智聪明，顾全大局又忍

我每天会在树的旁边和我的朋
友们和兄弟玩。没有事的时候会从
我的窗户向下看着无花果树，想跟
它聊天。无花果树的叶子甩一甩像
真的能听到我，有时候我以为它正
在跳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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