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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作为研究者来山口大
学的，因此，搬到学校准备的国际
交流中心的宿舍时，蕾给我准备了
一些生活用品，于是我的眼前出现
了这个20多年前用过的老式吹风
筒。白底已变成米黄，粉红也不再
鲜艳。上面是梳子形状，下半部是
吹风筒的主体。这种样式的吹风筒
其实现在在商店也能找到，只是从
老化的颜色和变形的梳子来看，似
乎年代久远了。
	 看到它的第一眼，我想起它曾
为我所有，20多年前住在西日暮里
还是个穷学生的时候，买的一个并
不昂贵的东西。不过我是什么时候
送给蕾的，是他们一家来我家的时
候吗？是我买了更好用更贵的东
西之后吗？
	 我这个人当喜欢一个朋友的
时候，往往会很快乐地拿出我的东

西赠与其人，似乎不这样不足以表
达我的真挚感情。活到今天这把年
纪，这样的事做了有多少，当然记
不得了。但我清楚地知道，我送给
其他人的东西百分之九十九都比
这个吹风筒值钱和珍贵，现在那些
东西还有几样会像这个吹风筒一
样被珍惜使用呢？当脑子里像过
电影一样回忆往事时，居然想不起
一件如今天这样的事。甚至有些我
送过贵重礼物的人早已不是朋友，
反而遭受过来自他们的残酷伤害。
	 这就是我看到它的那一瞬间，
眼泪都快夺眶而出的原因。因为我
感受到了来自这个世界还有的历
经岁月的考验、一直珍惜着友情、
珍惜着物品，保持着古风气质的朋
友。
	 其实他们来日本，还有一年就
30周年了，他们完整经历了日本经

济高速发展、衰退、稳定的时期，

应该看到过史上最奢华的、最高

级的、最复杂的、最精细的、最以人

为本的、如今被发财了的中国游客

大包小包买回去的各种各样日本

制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有无数理

由，也有能力可以换掉或扔掉这个

老旧的吹风筒，但他们没有。究其

原因，一是这个东西还能用，这就

不能浪费，二是因为是朋友送的，

需要珍惜。

	 无论一二，能把一个并不贵重

的日用东西使用保存了20多年，我

想珍惜肯定已成为他们深入骨髓

的气质，并且这种气质已化为习惯

渗透在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是

与他们分别20多年后今天我感悟

到的。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三年二班 车宗明  

指导老师 舒慧
	 我最喜欢的书是《三国演义》，

这三个国家是吴国、魏国和蜀国。书

里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和故事。诸葛

亮很聪明，有很多计谋。曹操也有很

多计谋，他还是一个诗人。关羽武功

很高，很会打仗。书里我最喜欢的故

事是官渡大战，当时，曹操吃了败

仗，追兵喊：“抓那个穿红袍的！”曹

操急忙扔了他的红袍；追兵又喊：

“抓那个长胡子的！”曹操急忙用剑

把胡子割了；追兵再喊；“抓那个短

胡子的！”曹操又急忙撕了一片衣

服，把下巴包起来。又激烈又可笑！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让妈妈讲一

个三国的故事，然后我就能睡个好

觉了。

我最喜欢的季节
四年二班 胡嘉瑄 

指导老师 龚绛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我喜

欢冬天，因为我可以在雪地里玩，还

可以打雪仗。

	 我喜欢冬天，因为我可以爬上

一个非常高的山丘，再堆一个大雪

人。我可以在雪地里画一个雪天使，

我还可以在波科诺斯山上滑雪。学

校有时候因大雪而关门，然后我就

可以整天玩雪。我最喜欢的事情是

醒来后看到被雪覆盖的房屋。我可

以跳进雪里，在里面做一个隧道。而

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可以在温暖的

房子里轻松地喝热巧克力。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因为

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我的乌龟
五年一班 李乐乐 
指导老师 范嫚婧

	 我有两只小乌龟。它们三岁了。

刚刚买来的时候，它们只有25美分

硬币那么大，现在它们已经长到比

我的拳头还大了。

	 它们背上的壳是绿色的，还有

一些漂亮的花纹，肚子上的壳是浅

黄色的，带着一些黑色的斑点。它们

很懒，整天在水底睡觉。它们的胆子

很小，有一点响动，它们就会把头和

手脚缩回壳里。当我喂它们的时候，

它们才会伸出壳，拼命向水面游上

来。

	 我非常喜欢我的小乌龟。

小猫
五年三班 孙遥遥 
指导老师 张莉萍 

	 我家有一只小猫，它是苏格兰

“折耳猫”，两只耳朵不是竖起来的，

而是塌在脑袋上面，所以我们叫它

孙小秃。孙小秃刚来到我们家的时

候，才五个月大。它的脸是三角形

的，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十分可爱，

它的身体虽然很瘦小，但很灵活。

	 每天早晨，一听到“喵“的叫声，

就知道是孙小秃来跟我打招呼了，

我从床上跳下去抚摸它，孙小秃开

始打呼噜，表示它很高兴很舒服。奶

奶每天把孙小秃的食物放在地上，

等着它来吃。有时候奶奶也会把小

秃叫醒，让它吃饭喝水。我和弟弟轮

流给它搞卫生洗澡。孙小秃每天晚

上跳到妈妈的身上，陪她在电脑上

工作。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它。

	 孙小秃最近做了一个手术，让

我们全家都很担心。手术后，因为还

需要恢复，医生不让它跳。第一天，

爸爸负责照顾孙小秃，我和妈妈也

陪着小秃呆了很长时间。我和弟弟

每天从学校回到家，第一件事就上

楼看小秃。我们一进门，它就懂事地

慢跑过来，让我们抚摸它。无论早

上、中午和晚上，我们都会去探望

它，确保它是健康的，开心的。因为

我知道，当我生病的时候是最希望

家人来关心我。孙小秃恢复得很快，

过了两个星期，已经可以出去跑动

了。

	 在奶奶、爸爸、妈妈、我和弟弟

的照顾下，孙小秃不但跑得快，跳得

也很高，还能翻跟头。现在孙小秃的

体重长了一倍，脸变得圆圆的，成了

一只更漂亮，更可爱的小猫了！

孙悟空的周日
五年四班 王锦浩 

指导老师 刘倩
	 星期天的早上，孙悟空很早很

早就起来了，因为今天他有很多很

多事要干。他要买东西，要在台上表

演魔术，他还要画一幅画送给他的

朋友沙和尚。然后，他要去猪八戒的

家做客。

	 早上七点的时候，孙悟空就来

到了商店里。他买了白菜，土豆，面

包，苹果，西兰花，三文鱼，等等。他

回到家，开始搬食物。搬完食物，开

始做饭。他做饭的香味儿充满了整

个房间。

	 孙悟空吃完饭，穿好衣服，就出

发了。他到了剧场，准备好材料。魔

术表演开始了。孙悟空变出来一个

兔子，把一个鸡蛋在空中消失，再把

一个椅子飞起来。观众不停地鼓掌。

	 感恩节快到了。孙悟空想送一

个礼物给他的朋友沙和尚。但是，

他没有礼物。那怎么办呢？孙悟空

想了又想。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

意。他要给沙和尚画一幅画。他开始

画一幅龙——一条很长很大的龙。

他画完的时候，那个龙大约两尺长

了！

	 啊呀！晚上七点钟了！要参加

猪八戒的晚餐派对！孙悟空连忙穿

好衣服，去把画送给他的好朋友沙

和尚。

	 孙悟空来到了猪八戒的家的时

候，猪八戒的家里热闹极了。桌子上

摆满了桃子和其它的好吃的。猪八

戒说：“孙悟空，欢迎你进来！这里

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晚上孙悟空回家的时候，已经

十点了。他洗完澡，刷完牙，就躺在

床上睡觉了。这真是一个忙碌的星

期天。

爱在身边
六年二班 孙祥越  
指导老师 孙玉珠

	 我生活中有许多人爱我，比如

我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

	 每天早上，姥姥轻轻地叫我们

起床。她会把早饭给我们做好。等校

车快来的时候，姥爷会带我们去等

校车。等我们放学的时候，姥爷已经

在那里等着了。姥姥在桌上准备好

了我们喜欢吃的饭。

	 他们在我伤心的时候鼓励我，

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我记得有

很多次，我生病了，爸爸妈妈工作忙

不能在家，都是姥姥姥爷或爷爷奶

奶照顾我。有他们在我身边，我总能

很快恢复健康。有的时候，姥爷会和

我一起骑车送我去上钢琴课。一路

上姥爷会提醒我注意安全。他还一

直表扬我弹琴进步了。听了他的鼓

励的话，我就不那么紧张了。

	 去年夏天爷爷奶奶在这儿的时

候，我们养了四只小鸭子。放了学我

们就和鸭子一起玩。奶奶每天辛苦

地照顾小鸭子，但是每次奶奶看到

我们那么喜欢小鸭子，她都笑得很

开心。爷爷喜欢收拾院子。他把我们

家的花花草草养得很漂亮。

	 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爱让我

和妹妹每天都快乐地成长。我们对

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爱也让他们

每天都高高兴兴。有他们在我身边

的日子真的很幸福。

小云的梦
七年四班 刘颖颖、胡云彦 

指导老师 陈芳
	 有一天下午，小云正在读她的

课本。她刚从学校回到家，父母都在

工作，只有奶奶在家。她把书翻到

《中文七年级》课本的第37页，正准

备读一篇叫《父母心》的故事。这时

候，	她注意到课本开始发光了，她

还没来得及喊出声来，就被书吸进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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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剪影

2018年1月中文老师教学研讨会进行中
2018年1月我校学生参加
华夏总校朗诵比赛复赛

现代诗三首  作者：苹果

教师园地 （本校中文教师文学创作）
珍惜（《二十年如一日》节选）     作者：磬秋

華夏園地(簡體)EDUCATION

2018年1月6日，我校朗诵比赛代表队的十二位
同学参加了在华夏南部分校举行的华夏总校朗
诵比赛复赛，并取得好成绩。

2018年1月28日，我校中文老师利用空课时间，在教务
长叶老师的组织下进行教学研讨活动。

【划过】
层层白云划过蓝天
一如指尖划过岁月
飞溅出思绪缕缕

云端处浮现温暖的双眼
幽幽笛声飘进湖面
一如烟雨飘进心间
翻涌出回忆片片

水心处洒落无尽的缠绵
芸芸众生
滚滚红尘

云水流转千万年
可我只想

只想拥着这片刻
枕着这静谧

将淡雅人生碾礳成烟
随云舒卷！

【青春飞扬】
桃花一瓣一瓣

飘进风里，
风吹起了青春的气息！

秀发一丝一丝
卷在云里

云激起了湖面的涟漪！
不必问

未来的路有多长！
不必想

未来的梦会怎样！
眼眸里

只有青春飞扬
笑容里

溢满年少轻狂……
桃花一瓣一瓣

飘进风里
香气四溢
醉了光阴

也醉了我和你……

	 小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艘轮船

的甲板上。她惊讶地看着周围，心想	

：“我怎么在一艘轮船上呢？我这是

要去哪儿？”这时，她看到一位穿着

名牌衣服，引人注目的夫人，看起来

四十多岁，身边有一个老女佣和一

个侍女陪着。她又看到离夫人不远，

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穷人，他身边

有三个孩子。忽然，小云明白了，她

是在《父母心》的故事里。她不知道

怎么办，只好找了个空房间去休息，

然后慢慢地睡着了。

	 小云醒来的时候，听到了脚步

声。	她打开舱门，看到那个穷人和

他的妻子领着一个孩子走进隔壁夫

人的房间。小云想：“这应该是夫妻

俩送孩子的时候。”过了一会儿，夫

人开门了，小男孩的爸妈流着眼泪

跑出了房间。小男孩追了出来，哭喊

着“妈妈，爸爸！”	

	 小云跑到男孩旁边说：“小弟

弟，别哭，你爸爸妈妈把你送给这位

有钱的夫人，可以每天都给你吃好

吃的饭、玩好玩的新玩具。”

	 “我不要好吃的饭和好玩的新

玩具！我要爸爸妈妈！”男孩子回

答。夫人走出来了：“别哭了，赶紧回

来吧。”	小男孩生气地说：“不！”	小

云走到夫人旁边解释：“夫人，这个

小男孩很想他的爸爸妈妈。他每天

都会很伤心，他父母也会很难过的。

为了他和他的父母，请您让他回家

吧！”	夫人感动地说：“小姑娘，谢

谢你告诉我，你真善良。我现在就把

这个小男孩送回他父母的身边。”	

	 小云高高兴兴地走到舱门口。

突然，舱房的门开始发光了。小云把

门推开，平静地走进去。小云发现她

正站在家里的书桌旁，桌子上放着

那本奇妙的中文课本。

我的外婆
九年二班 徐望
 指导老师 姚震

	 我外婆是个特别勤劳的人。每

天要去买菜。她保证会买最新鲜的

菜。买完菜后她要把公寓搞到特别

干净。我外婆88岁。

	 我很爱我的外婆。我妈妈每个

星期六晚上跟她视频电话。我也

跟我的外婆讲一下话。我外婆说：

“小望望，我每天想念你。你想我了

吗？”	我回答说：“对，我每天也想

念你。”

	 从十一岁开始，我每年去中国

旅游。每年我先去外婆的公寓。每年

她头发又白一点。她特别欢迎我们。

她每次激动地做很多菜，然后开心

地坐下来，跟我妈妈哈哈地笑和聊

天。我这时候也特别开心。我很爱我

的外婆。讲完了的时候，大家都很

累。但我外婆一点都不累。她开心地

坐在我面前，给我一个红包。那里面

有很多钱。我每年跟我外婆说不要，

她坚持给我。我外婆很慷慨。有一次

我问她：“外婆，你为什么给我那么

多钱？我做了什么?”她回答：“你没

做了什么，我就很爱你。新年的时候

我不在你跟前，不能给你红包。所以

我现在就给你。”

	 我一岁的时候，外婆来到美国

祝我生日快乐。我在那时候没有记

忆，我妈妈爸爸说我吓了一跳因为

外婆装了假牙。我很感激外婆。那时

候她70多岁了，但她还上飞机来美

国祝我生日快乐。

【金色麦浪】
金色麦浪

我心向往！
层层叠叠起起伏伏

这安宁淡雅的简朴画面
是谁辜负了谁的心伤？

哭了千年万年
已干涸成沙饱蘸风霜？
那天边映衬的几抹殷红
是谁离别谁时的不舍

徘徊了千次万次
已满脸皱纹眼含盼望？

风起，云走，沙飞
穿透夕阳晚霞和温情

或浓或淡
或远或近

却惊见记忆中
那倩影那阳光！

翻卷出历史长河里
曾经的日月星辰春夏秋冬！

金色麦浪
我心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