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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范缘萍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

的人喜欢写作，有的人喜欢画画，有

的人喜欢听音乐。但是，我喜欢读

书。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它也

是让我放松的一种方式。

	 	中国有一句古话：“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一本书像一只船，它能

带你到不同的世界。比如，我在读

《哈利波特》时，我的脑海里能想象

出来他们的一切，仿佛进入到他们

的生活一样，既新奇又激动。读一本

好书能够让我们在别人的思想的帮

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我很喜欢

这一本书《I	am	Malala》，Malala认为

在发展中的国家，女孩子应该和男

孩子有同等的上学机会。我看了这

本书以后，我认为女孩子应该更加

努力地读书，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也

希望有更多的女孩子热爱科学，将

来成为科学家，工程师。

	 读书能让我们交到很多好朋

友。我的朋友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

候，都要问：“你在读什么书？”我们

成为好朋友，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

喜欢同一类的书，有很多共同的语

言。所以，读书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

一部分。

2016 年暑假
 李欣怡

	 2016年的暑假是一个非常难忘

的暑假。通过很多体验，我发现我对

很多事情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发现了独立生活的重要性。

我今年参加了在一个南京的夏令

营。这时，我父母已经回美国了，所

以我必须独立地做很多事情。比如

说，我必须每天晚上用手洗衣服。在

此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用手洗衣

服原来是这么难！我也从来没有意

识到我有多少件衣服。我每天早晨

起来，我的后背和胳膊都是酸疼酸

疼的，简直都站不起来了！我不能

想象我妈妈小时候怎么可能每周用

手洗她全家人的衣服。妈妈，您幸苦

了！

	 等到花钱的时候，我也发现到

钱很不经花。在日本的时候，我想给

好几个朋友买很多有日本特色的礼

物。于是，当我给她们买完礼物的时

候，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没有钱给我

自己买纪念品了！钱像水一样从我

的手里流走了。

	 通过今年夏天的旅行，我最大

的收获是我更懂得亲人对每个人的

重要性。我回到唐山以后，虽然我们

已经好多年没见了，亲人们还高高

兴兴地欢迎我们。我们每天也玩儿

得很快乐。不管我们离得多远，我们

之间的亲情并没有因此而疏远。

	 今年夏天的各种体验帮我学到

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功课。虽然

我经历了好多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挑

战，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蔡氏兄弟公司的第一桶金
 蔡靖然

	 去年我家种了西红柿，我觉得

很有趣，所以今年一开春儿，我和弟

弟就迫不及待的跑去买西红柿苗。

没想到，西红柿有那么多品种，也不

知道有什么不同。最后，我看上了一

个说是很高产的“Early	Girl”，高高

兴兴地买了两棵。

	 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有了一个

好主意：把树从爸妈那买过来，等

结了西红柿再卖给他们，那不就可

以赚钱了吗？我把好主意告诉了弟

弟，我们可以成立一个蔡氏兄弟公

司做来生意！于是，我们俩每人出

了四块钱，把树买过来了。经过商

量，爸妈同意按有机菜的时价收购

我们的西红柿。

	 我们把西红柿树种到盆儿里，

给它们浇水施肥。这树长得特别快，

但不知为什么有点儿东倒西歪的。

我上网一查，发现这种西红柿是爬

藤的。于是，我们又赶紧装了架子给

它们爬。没过多久，树长得惊人地

大，比去年的高多了，枝叶茂盛，而

且很快就开花结果了！我和弟弟心

里美滋滋的，很快就可以赚钱了；而

爸爸妈妈开始担心，看来这回是要

破产了。果然西红柿非常高产，一批

批的西红柿长大变红，一串串地挂

在树上，特别可爱，全家都很兴奋，

从六月底到八月初一共结了三十多

磅！

	 有一阵子，天气又热又湿。一个

月以前的一天去摘西红柿的时候，

我们发现叶子有点发黄。刚开始没

当一回事，但到了第二天，整棵树的

叶子都变成黄棕色，开始脱落。大家

非常着急，以为树没救了，赶快上网

去查它生了什么病，然后买了药回

来喷。奇迹居然慢慢地出现了，树又

开始长出了新叶子，现在这两棵树

都长到快两米高了，又结了满树的

小西红柿。

	 今年我们这兄弟公司赚到了第

一桶金，现在我和弟弟在计划这些

钱怎么花？我们准备明年继续投资

西红柿树，剩下的钱干嘛去？请大

家帮我们出出主意吧！

怎么反而长矮了？
 蔡靖然

	 秋天来了，红黄的叶子落在公

园儿的绿草地上。一对父子在这里

散步聊天。爸爸看起来五十岁左右，

孩子才八九岁的样子。肯定爸爸岁

数不小才有了这个孩子，所以很宝

贝他。爸爸很希望孩子快快长高。儿

子也很着急他自己长的不够快。父

子俩都是爱操心的人。

	 突然，爸爸想出了好主意，能记

下孩子每年长了多高。回家后，他让

孩子站在一棵高高的树下，按着身

高钉一个钉子。这样明年就能知道

长了多少！孩子很高兴地望着那个

钉子，说：“到春天，我想应该能长一

寸多了吧！”爸爸回答：“那就要好

好吃饭，还要多多锻炼！”

	 到了十二月中的一天，雪下的

已经快一尺了！孩子的学校放了一

天假了，爸爸也不敢出门上班。所以

他们俩在外面玩雪。他们一起把小

雪球滚成大的，然后再堆成雪人的

形状。中午回家吃饭，儿子吃了很多

饭菜，想努力快点长高。

	 春天来了，树上都长出了嫩绿

的新叶子。天气一暖和，两个人都跑

到钉了钉子的那棵树下。从钉上了

那棵树到现在，大概过了半年。孩子

脑子里想着：“我肯定长高了，吃的

那么多，还长不高吗？”结果，儿子

跑到那棵树下，往上一看，钉子比他

还高好几寸呢！父子俩都惊呆了，

怎么反而长矮了？

为什么放进温水的冰会融化
 丁传皓

	 有一天我把一块冰放进了有温

水的杯子里面。我观察着那块冰慢

慢地就融化了。我想了想觉得很有

趣。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冰块

会融化。

	 我去问爸爸为什么那冰块慢慢

地融化了。我听了爸爸的解释后就

有一点儿懂了。原来那块冰比周围

的温水冷得多。放进温水的冰块会

从温水吸热。而温水却在同时放热

给冰块。通过吸热过程冰块会一点

点地融化了。温水放热后会变冷。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饮料里放许多

冰块。

	 可是冰块融化后过了一段时间

怎么变冷的水又会变热。我又去问

爸爸这是为什么。原来变冷的水会

从它的周围的空气吸热慢慢地回到

了室温的温度。然后爸爸问我：为什

么温水里不会自然结冰呢？我想了

很久还是回答不上来。看来以后要

多学习。

我去中国过暑假
 郭敏如

	 我今年暑假去了中国，我在中

国的时候一直都住在大连。我在大

连长大，但是我还是在大连碰到了

许多好玩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我记

忆最深的是中国的饭还有中国的游

乐园。我	最喜欢游乐园了，可笑的

是我刚到大连的时候我的小舅带我

去游乐园玩，但是他一把我带上过

山车，我就很害怕还有头晕。我还去

了游泳馆。我觉得大连的游泳馆比

我在美国去的游泳馆大很多，大连

的游泳管非常的整齐干净。中国的

游泳馆还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

那里专门有海水游泳池。

	 在大连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中

国饭，早饭我喜欢吃油条和豆腐脑，

在我住的地方下楼就可以买到，非

常方便。	中饭我喜欢吃红烧茄子，

到了晚饭，我爱吃的东西也有很多，

我最爱吃的菜叫软炸肉，因为吃软

炸肉他们会给你一个调料包，里面

的东西特别好吃。

	 在中国还有许多好玩有趣的事

情，我希望常常回中国。	

我的大熊
 侯维廉

	 几年前，在奶奶家，我看到了一

只又大又软的熊。我问奶奶，她可不

可以把这只熊送给我。奶奶想了一

下，慢慢地说，我可以拿走。在那一

刻，我真的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我一

定会喜欢这只熊，和他做永久的朋

友。

	 我的大熊有黑色的眼睛和棕褐

色蓬松的鼻子。他的耳朵奇大，高高

地竖在他的头上。他的脚也很巨大，

还有四只软软的爪子，那些爪子都

是棕褐色。我和姐姐玩捉迷藏的时

候，我经常躲在他下面，那是最好的

藏身之处！有时，当姐姐正在睡觉

的时候，我会悄悄地潜入她的房间，

把大熊扔在她的床上，她每次都被

吵醒，很好笑。

	 现在我长得比我的大熊还高

了，我还是非常喜欢他。我想我会永

远都喜欢他。

我爸爸的小金鱼
 陈家豪

	 我爸爸有很多小金鱼，它们住

在我们家的客厅。我们给它们准备

了一间“小房子”，小房子里有假的

海草和很多海贝。

	 我爸爸不让我们给鱼们喂食，

可是我有时会偷偷地喂它们一点。

不幸的是有的鱼就会被撑死，我爸

爸只好再买别的鱼来代替它们。

	 这些鱼有时显得很无聊。它们

整天就是游来游去和睡觉。我给它

们喂鱼食的时候，它们会跟同伴争

食，就像是打仗一样。

	 小 金 鱼 是 一 年 前 我 爸 爸 从

PetCo 买来的，其中五条已经过世

了，有些是因为吃了太多的鱼食撑

死。

	 这就是我爸爸的小金鱼。

摇钱树
 蔡靖然

	 有一天，妈妈搬回来一盆小树，

听说叫“摇钱树”。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叫摇钱树。它上面哪儿有钱呀?!

摇钱树长得很是与众不同。它的树

杆，其实是五棵小树编在一起，分出

的枝杈就变绿了。杈儿的尖上长的

是叶子。一簇叶子，一般有五片，有

的时候长六片。我在店里还见过有

七片的呢！它每一片叶子长得像竹

叶的形状，一簇一簇的叶子像一把

一把的小伞。据说你对它越好，它的

叶子就越多，也许真的还能“摇”出

钱来呢!

	 摇钱树刚来的时候很小。后来

它越长越高，爸爸妈妈就给它换了

一个大些的盆。我很喜欢摇钱树，每

次妈妈给它浇水，我都要看看。我还

给它插了一只小蝴蝶，让它更好看，

更有趣。有的时候，我还数一数看它

长出几片叶子。我对它很好，盼着它

长出七片叶子来！

白色的咖啡馆
 Alicia Zhang

	 Liam拽着他的灰色领带，这是

一个美好的早晨，空气中带着些微

冬霜后的严寒。Liam正走向他最喜

爱的咖啡馆，那里有他习惯的早餐

咖啡，他查看着手表的交易时间，同

时无意识地嘟嚷着，然后转过一个

街角。突然他定在那里，看见一个完

全不熟悉的小咖啡馆，暗白色的主

色调截然衬托着周围的商店和餐

馆。他脸上皱起了眉头，思忖着或者

他去试试这间咖啡馆，或者放弃他

那令人愉快的一杯咖啡，已经没有

多余的时间收回脚步，Liam叹了一

口气，在经过咖啡馆门厅时，悬挂着

的小铜钟发出了叮珰声，屋子里除

了他外有几个侍者，一个坐在后面

的忧悒男人。

	 在Liam正想了解为何如此少的

顾客时，一位女侍者，她是一个活泼

的十几岁左右的欧洲女孩，弹跳似

的、几乎贴着他来到Liam面前。Liam	

在她毫不加掩饰的无礼举动下用眼

光扫视着，“啊呀！先生，请跟我来，

我先带你去你的餐桌，然后点餐。”

她高兴地说道，她那青铜色的卷发

随着她的走动摇摆着，她伸手示意

Liam跟着她，行进到那位沉默的人

餐桌前。怪人，但是Liam今天急于喝

到他的咖啡，其它的都无关紧要。在

迅速地点了一杯Espresso	后，他坐进

了那人对面的椅子里。

	 现在Liam很舒适地等待着他的

咖啡。然而，不是预想中的沉默，坐

在对面的古怪陌生人敲打着桌面，

试图引起他的注意。Liam看着他说

“什么事？”男人微笑着，他的眼睛，

嗯......Liam一直没有留意到，竟然是

一丝光泽都没有的乌黑眼睛。男人

反问道：“为什么不？似乎他们就是

那样。”他向正在烹煮咖啡的方向点

着头。“让他们慢慢准备。”	Liam只

是同意他后面的陈述，但仍然困惑

于他为何总想与自己交谈，也许是

他社交方法不好吧！“...... 好吧！

但你想谈些什么呢？”	Liam直接地

回答，他毫无表情的面孔流露出一

丝的不确定。“比如，你和我，你的姓

名？”	黑眼睛的男人微笑着，脸上

挂着假笑道。Liam	不想知道这个人

的姓名。“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姓名。

你太可疑了，你只是一个不值得信

任的人。”	他回答道。

		 这男人太可疑了，他可能会来

烦着我，又作些令我心神不宁而且

印象深刻的事情，但这个爬虫还不

至于能隔空打扰到我。“哦，真的？

我以为我看起来是一个好人，你似

乎还没有恢复过来。我以为我们应

该継续谈话。”	别在意，他不仅是令

人不安，他是在彻头彻尾的搔扰，完

全表现得像一个精神错乱的疯子？

Liam突然间歪向一边，他的身体痛

苦的抽搐着。男人似乎完全没注意，

查看着自己的手表，咕哝着什么。然

后他又看了看，那凝固的微笑更扭

曲了。他走向Liam的位置，弯腰俯身

看着那痛苦的脸。“Liam,	Liam,	我

以前告诉过你，如果你不守约定，

Kama会回来给你一耳光的，是吗？

哦，真遗憾，你那贪婪的个性是我最

喜欢的一种，然而，这悲哀必定会完

全毁掉你姐姐的死亡周年纪念。让

我们继续吧，这后面还有好几位可

能的租约人等着我呢。”	披着羊皮

的狼眼睛里再没有舒适的白色，当

他将两个手指按在Liam冒着冷汗的

额头上时，他那洁净耀眼的银色西

装变得皱巴巴的。沉默充斥着整个

房间，直到其中一位顾客被彻底抹

去存在。

	 那个为Liam点餐的女侍者走向

这个怪人，极力维持着她的托盘平

衡，盘里是 Liam 点的咖啡。“哦，先

生，那位顾客去哪儿了？”她无意识

地恐惧着面前这个男人，问道。“他

当然是离开了，记起了这是他姐姐

去世的纪念日，想去看看她的墓地。

另外，我可以要这杯咖啡吗？真是

不想浪费掉，而且我也累了！”这位

商人很有礼貌的要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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