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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
王铭泽

	 我最喜欢的植物叫做芦荟。家

里养的第一盆芦荟是我从学校的科

学课上带回来的。带回家后，我让

爸爸妈妈把它种在一个花盆里。直

到今天，这个芦荟就放在我学习的

桌子旁边。看着他慢慢长大，真是

个有趣的过程。

	 刚带回来时芦荟又小又带小

刺。现在呢，芦荟长的特别大，上面

的刺也变大了。现在家里有很多芦

荟，都是从那盆长大的芦荟中分出

来的。记得我拿回来芦荟时老师告

诉我说，大约一个月左右就会再长

出一个新的小芦荟来，结果真的就

像老师说的那样，我觉得芦荟的生

长很酷。

	 我们家特别喜欢喝果汁加上芦

荟块。每次想喝果汁加上芦荟块的

话，爸爸就会切下一根芦荟，把芦荟

的皮给削下来，切成小块，然后把一

些小块放到果汁里去，加了芦荟块

的果汁很好喝。芦荟还有很神奇的

作用，你如果受了轻伤的话，可以切

下一小块芦荟把它擦到伤口上。这

样可以帮助伤口愈合。

	 每次回到家里，我都喜欢看芦

荟。有一天我看着芦荟就觉得眼皮

越来越沉，然后就睡着了。我梦见

我是一个芦荟。旁边的另外一个芦

荟碰碰我长得好几只手。好像是

在跟着我握手呢！突然，一把剪刀

刺过来把我一只手剪下来了。我突

然惊醒，看看四周围没有一把剪刀。

这时候才想起来，我是做了一个恶

梦。	

	 芦荟是个很神奇的植物，我非

常喜欢它。	

飓风
周怿轩

	 一天清晨，我被雨水敲打窗户

的阵阵声音吵醒了。我盯着窗外，

看到雨点从像无边大海一样的乌云

里滴落，在窗户上形成数百万个微

小的水珠。我心里想，又下雨了。

	 下雨虽然很常见，但是仔细看

着它却挺有趣。我看着雨滴从天上

扑通扑通地掉下来，在地上迅速地

开始形成水坑。水坑的形状不停地

变化，就像一些奇特的动物。很快，

整个院子就变得像沼泽地一样。

	 起床以后，我下楼去吃早餐。

雨水继续倾泻下来，就像几百个装

满的水桶一起在倒水。我猜它还不

会停，因为雨正在聚集能量，变得越

来越强，很快就要变成飓风了。我

问父母这场风暴有多大，他们说这

是一场飓风！我简直不敢相信！开

始还是一场小雨，现在已经是一场

大规模的飓风了，而且速度变化很

快。

	 到了午饭时间，风暴到了高潮。

狂风暴雨像一个大毯子覆盖了整个

县。雨水顺着屋檐疯狂地滴落，落

在地上形成一个一个小池塘。我从

来没想到飓风可以带来这么多的雨

水！

	 过了中午，飓风开始放缓。窗

户上的水滴少了，风也小了，水坑也

不再变大了。可是，小雨还是继续

不停地下着。我想还要过多久风暴

才能过去呢？

	 过了一整天，所有的雨水终于

停了，地上的水坑也都消失了。飓

风总算结束了。

百慕大之旅：最后一夜
珍妮

	 樱桃说，你是准备倒叙吗？期

待更多…不是倒叙，只是一段旅程

即将结束，总有些惆怅，心里的那些

细若游丝的东西慢慢地浮动出来。

都难免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想离开	

-	离开每天固定的时间表，固定的

路线，甚至是固定的面孔，到一个新

的地方开始一段不同的经历；然后，

也许我们会想回家。每次出门、回

家，也总会有一些人被我们带回家，

也许他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只有一个

故事那么久，也许他们会陪我们走

很长的一段路，甚至从此不会离开。

	 在 windjammer 的入口处一直

站着一位手舞足蹈的黑女人，高大

壮硕，声音洪量，几乎电梯门一打开

就得注意到她	-	她就是 Ms.	Washy	

Washy,	三顿饭前负责把免洗洗手

液挤到进歺厅的每一个游客手里的

人。第一次她差不多挤了小半瓶到

我手里，我捧了满满一手的化学液，

轻轻地皱上了眉头。第二次进歺

厅前我刚洗完澡，乘她眉飞色舞跟

人打招呼的当儿，我直接就闪人进

了，但是她眼尖看到了，在身后叫住

我：“女士，请用洗手液，我们有规定

的！”我只好收住脚，回身老老实实

摊开手掌接受她的洗礼。但是她也

并不肯规规矩矩地履行她的职责，

她的嘴巴一刻不停，跟进进出出有

点面熟的人插谂打科，表情丰富到

挤眉弄眼的程度，胯部夸张地扭动

着，全身也没有一处不在动。看我

没有表情，她假装吃惊地样子：“嗐，

宝贝儿，你的开心到哪里去啦？”不

等我回答，她自顾自哈哈自己笑了，

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我也只好笑

了一下进去了。这就算认识了。每

顿饭前她热闹的招呼和自创的舞蹈

动作成为三歺的一部分。

	 又一个中午，比平时晚一个小

时进了歺厅，拿了自助歺坐下，突然

觉得有点不对，我说今天怎么没有

看到 Ms.	Washy	Washy ？小石头说

我看见了，她今天也在吃饭，坐在对

面角落里。我抬起身，确实是她，安

安静静地，正在用刀叉小块地切着

什么东西	-	如果不是戴着绿耳朵

的兔帽子差点就在人群里找不出来

了。等我们吃完饭出来，Ms.	Washy	

Washy	已经重回岗位了，她一如既

往地舞动着包裹在白色歺巾里的洗

手液瓶招呼着：大家都来洗手呀，我

们一起 washy	washy。

	 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才能把一

件极简单、枯燥的工作做得有声有

色，但想一想，我想只有我们愿意，

简单枯燥才会有色彩，一切皆在我

们内心。

	 是带着一颗疲惫的心来的，百

慕大给我的抚慰，那些发生在途中

的故事，不会只是遗落在路上。

动物挑战极限
王含章

	 有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打算

跳出来，给我们一些新奇的想法。

昨天，在我坐车去上课的路上突然

有一只小鸟无缘无故地从一边飞出

来，贴着挡风玻璃嗖地一下飞了过

去，差一点被撞上。那不是我第一

次见到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前我

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横穿马

路，离生命线只差了一毫米。但是

昨天那只鸟的行动打开了我想象的

窗口。那些贴着玻璃飞过去的鸟儿

可以选择稍微飞的高一些，以防被

撞，但它们偏偏飞的高度跟车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动物没有具备人类这么先

进的头脑，但是它们也是在慢慢地

学习与适应周边的环境。在有人类

居住地方的动物们经过几百年的同

居，肯定也学到了一些最基本的常

识。它们每天都能看到马路上的车

跑来跑去，速度很快，有时都会看到

被撞死的其他同类的尸体。经过几

百年的重复与积累，动物们应该知

道危险并且有意识去远离在运动的

车辆。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碰见

横穿马路的动物，并且很多都是马

上就要丢命的呢？

	 这是我的理解与解释：经过百

年对人类与车的认识，有些动物们

把横穿马路变成了一种竞赛或挑

战。就好比人们高空跳伞，把原本

危险的事情——从飞机上掉下来，

变成了一种刺激的体验。刚开始，

小型动物，比如鸟类，横穿马路时并

没有看到车；飞过时候刚好离车差

了有一根毛发的距离。但因为鸟儿

的身体轻，再加上车的速度快，鸟

顺着车带的风飞，速度被加快了几

倍。飞过去以后的鸟儿虽然是心惊

胆战，但它感受到了一种崭新的体

验。这种体验肯定发生过在无数的

鸟身上。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无意

飞过车并且幸存，有些鸟儿们开始

被那种超快的速度吸引住；在这里

面，那些大胆的鸟开始尝试着有意

地往车前面飞。就在我们预料之内，

很多鸟在尝试的过程中丢掉了自己

的命。幼鸟从小看着成鸟挑战极

限，长大以后它们也学习去飞过车。

经过几十或几百年的反复尝试与挑

战，这种飞过车的行为慢慢地演变

成了一种激烈的项目。但是就像在

人类生活里的激烈运动一样，只有

一小部分动物愿意参加。大部分仍

然对车辆具备恐惧的心理。

	 你可能会问我是怎么知道动物

们叼着性命穿过马路就是为了挑战

呢和刺激呢？我的答案是：我也不

知道。不可能百分之百每一只贴着

车横穿马路的动物都是去玩命的，

因为大部分过马路只不过是为了到

另一边的树林里。我们碰到的这些

跑在车前面的动物也许就是真的没

有看到车；也许动物们根本没有我

想象的那么聪明；也许我就是坐车

的时候太无聊了。但是现在我每次

见到一个成功的“挑战者”时，我都

在心里给它庆祝。

	

五律 . 白樱花
刀姐

二月春风起

庭深日影长

枝头上青萼

雪蕊出红墙

玉逊三分白

云输一缕香

新樱犹带露

万物醒韶光

七绝· 山茱萸
刀姐

萸花风致出悠然，

轻若层云淡若烟。

莫问几人能解语，

莺飞蝶舞尽随缘。

五绝· 萸花
刀姐

空山云出岫，

云外茱萸瘦。

音书何日来？

恐在落花后。

菩萨蛮·落樱
刀姐

费城三月春归去，

清明一霎樱花雨。

瑰梦逐流波，

枝头寂寞多。

落红犹宛宛，

满目青萝蔓。

密约共轮回，

弹琴复釆薇。

七律· 悼花
刀姐

一岁庭花一夜殇

耕人何处说凄凉

曾经昏晓霜侵骨

难料阴晴鹿踏香

弱质怎堪逢乱世

春心无奈别残阳

玉钩咏断与君绝

泪两行间诗两行

读书日推荐
《坐久落花多》

刀姐

四月轻阴微雨后

人言坐久落花多

好花不肯随风去

沁入书香满北坡

	

开心过感恩节
胡依然	

	 我、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一起

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感恩节。

我们一起吃了火锅。热腾腾的火锅，

香香的肉和蔬菜，还有我最爱吃的

鱼丸和粉丝。吃完，我的身体热乎

乎的。晚上，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在

我房间里完了捉迷藏。我们也互相

做了一些非常搞怪的动作，逗得大

家咯咯咯地笑。已经很晚了，我们

都要早点休息，早上大家都要一起

到室内水上公园。

	 第二天清晨，我们吃完早饭就

开车走了。在车上我和我的朋友一

起坐在后面看窗外的绿树和小鸟，

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先进了一个

很漂亮的大厅，很多人来这里过感

恩节假期。大厅又高又大，花环挂

在墙上，大大的圣诞树上挂着五颜

六色的彩灯，一闪一闪的，很有节日

气氛。爸爸妈妈忙着排队办理入住

手续，不一会儿，我们的手腕上就带

上了可以计入水上公园的手环。

	 我和我的好朋友们换上了用

以，迫不及待地跳进了水里。我们

先玩了水上玩具屋，游玩了水上滑

梯。玩了一会儿，我们就想玩更惊

险的水上滑梯。我们得坐在一个大

大的橡皮圈里。可是，我和我的朋

友加起来重量不够，我们喊来了爸

爸，可是重量来是不够。后来，拍在

我们后面的胖胖的阿姨和他的儿子

加上以后，我们的重量终于够了，可

以开始玩了。大家一边滑一边大声

叫，有意思极了。滑梯通道里面又

深又黑，我们又害怕又刺激地玩了

一遍又一遍。

	 到了傍晚，大家都玩累了，我们

吃了比萨，换上了普通的衣服。休

息了一会儿后，我们有去玩了室内

高空绳索。我们穿上了安全衣，排

着队，一个一个地走，走着每一条不

同的绳索。总共有两层，我们走得

很小心。妈妈在下面给我录像。

	 天很黑了，我们告别了朋友，回

了家。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感恩节。

 

猪笼草
徐驰

	 想象一下，一个看起来像一个

投手的植物，一只苍蝇进入并被溶

解。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植物猪笼草。

这种投手植物栖息地是热带地区，

它们喜欢生长在酸性的土壤中，甚

至有一些还可以在树枝上生长。

	 猪笼草可以吃小动物。最常见

的猎物是房子里的苍蝇，蚊子和许

多其它昆虫。但是，它很少能吃一

个整只鸟。它首先吸引一种有香味

的昆虫吃食物，接下来，这个虫子溜

进了投手部分，然后昆虫落入猪笼

草内部的消化液。最后，像他们的

名字所暗示的猪笼草，看起来像一

个投手。这种植物表面有红色或黄

色的条纹或温暖的颜色和绿色。它

们也可以长的很大或很小，取决于

物种。一种长的非常大的猪笼草，

可以容纳四升的液体。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猪笼草是

最好的植物。他们的饮食习惯，外

表和栖息地都非常惊人。这就是为

什么我最喜欢的植物是猪笼草。

	

感恩节
刘雨涵	

	 今年感恩节前一天，我的朋友

辛蒂来我家玩，并且一起庆祝感恩

节。

	 美国的感恩节是每个是月份的

第四个星期四庆祝的。第一个感恩

节是在 1621 年，当时美国的移民和

土著人一起，位了丰收的胜利和感

恩而庆祝。最开始，感恩节只是一

部分人庆祝，但到了 1863	年，当时

的美国总统亚拉博罕林肯把感恩节

变成了一个国家节日。在这一天，

移民们以及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庆祝

和祈祷他们一年的收获和胜利，并

与家人、亲人、和朋友们团聚。

	 我的好朋友辛蒂和我一样喜欢

画画，所以我们的感恩节游戏就从

画画比赛开始。我们比赛画车，我

觉得辛蒂的车细节画得很仔细，而

且很真实。她却认为我的画更好。

我们定不了输赢，所以我们就给我

们的车涂上颜色再比较。我们互相

为对方的车上颜色，最后我给了辛

蒂七分，她给了我八分，所以算我赢

了。第二个感恩节游戏是一起玩捉

迷藏。我说：“这个游戏我可能会赢，

因为我知道家里全部可以藏的地

方。”结果辛蒂竟然赢了！我们玩

了五局，她抓住了我三次！我们然

后去地下室玩电子游戏，在游戏里

我们骑自行车，我和她不停地往前

冲，真是非常过瘾和刺激。最后我

就和辛蒂开始玩一些我们自己发明

的游戏。快中午的时候，辛蒂的妈

妈来接她了，我很不舍地把她送出

们，非常高兴她可以和我一起过一

个开心的感恩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