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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里的空中楼阁
蔡靖然
有一个故事，叫空中楼阁。故事
里有个自作聪明的人，看到了别人
有一个三层楼的房子。他越看越喜
欢，但是他最喜欢第三层楼。他自己
也想盖一个这样的第三楼。所以他
跟工匠说他只要盖第三楼，不用盖
第一和第二楼。工匠告诉他这是不
可能的事。你有可能想，世界上哪儿
有这么傻的人？其实现实生活中有
的是这样的人，下面我给你举个例
子。
比如说，有些人想弹好钢琴，但
是，他们不想弹基本功和练习曲，而
是想直接弹名曲。他们就拿来一个
名曲，试弹了一下，弹着弹着就是弹
不好。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弹名曲
就像是第三层楼，基本功和练习曲
就是第一和第二层楼。他们不想把
第一和第二层盖好，直接想盖第三
层楼，是不行的。第三楼是要盖在第
一和第二楼上面的。要是没有第一
和第二楼，不能盖第三楼。回到弹琴
来说，名曲都是用基本功和练习曲
做基础的。你要是练过基本功，你就
可以在练习曲里看出这些基本功，
就容易学了。知道怎么看出这些基
本功以后，可以在名曲里看出来，就
能弹顺多了。要是没有练过基本功，
你不能在练习曲和名曲里看出来，
就难学多了。除了弹琴以为，其实还
有很多别的事情也一样，比如跑步，
举重，学数学，等等，都是一个道理。
我爸爸小的时候，爷爷教他学游泳，
爷爷说“就是手这样，脚这样，就行
了，怎么老是学不会？”没练基本哪
能学会啊？
我自己也算是个小音乐家，我
拉中提琴。我知道要在基础上开始。
基础就是基本功和练习曲。拉好了
基础才能拉好名曲。你要是拉一个
曲子，但是拉不好，老师会知道你还
没准备好拉这个曲子，就给你一个
容易点的曲子。这个曲子练好了以
后，你才能准备好拉更难的曲子。这
就是把楼的基础盖好了，才可以在
上面再盖很多层楼了。要是没有盖
好下面的楼，或者根本没盖下面的
楼，上面再盖几层楼都会塌下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要
先打好基础才能打到更难更高的水
平。要是不先打好基础，一下子想直
接跳到没有准备好的水平，不就变
成了空中楼阁了吗？

熊孩子吃饭奇遇记
温彦菲
这个暑假我们全家去中国旅
游，到了许多地方，尝了很多好吃的
东西。在重庆和成都，我吃了红油抄
手，麻婆豆腐，水煮鱼，还有其他说
不出名字的辣菜。听说中国最辣的
菜就是川菜。虽然我的舌头都着火
了，但是，我能够活着离开四川，就
觉得吃辣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下一站，广西桂林。第一顿晚
餐，满桌各种奇怪的食物。放在我面
前有一盘东西像是鱼。里面有不少
青椒，看上去很好吃，我用筷子夹了
一块扔嘴里。几秒钟之后，在大家的
说笑声中，突然爆发出一个震耳欲
聋的声音。那声音，就好像是一头怪
兽不小心吃了一个巨辣无比的辣
椒，被辣得七窍生烟，发出的惨叫。
不幸的是，这声音是从我的喉咙里
发出的。是的，我吃了一个巨辣无比
的辣椒，不是青椒。这个菜，就是大
名鼎鼎的桂林啤酒鱼。
但是！在中国，饭桌上是没有
冰水的，只有热气腾腾的开水！我
不敢拿开水来平息我着火的舌头。
过了一个世纪，服务员阿姨来问，大
家吃得满意吗？我妈说，很好，就是
我家熊孩子被这个啤酒鱼辣着了。
最后，为了安慰一头受伤的怪兽，服
务员阿姨送给我们一扎百香果汁。

我弟弟说真好喝。
从此以后，要是有人说川菜是
最辣的，我就会像哲学家一样说，能
看见红辣椒的不一定是最辣的菜。

中国旅游灾害
叶秋仪
衣服，书，护照，钱，华妆，手机，
正确。Hmm…..还有什么吗？哦！
还有我的护照。
（ Rita，你忘记了介
绍你自己。）哦耶.....对不起。我的中
文名字是叶秋仪Rita。我今年十三
岁。我今天给你们讲我以前去中国
的故事。所以让我们开始吧!
正如我所说, 我在最后检查我
的手提箱因为我们要去飞机场。那
时是早上四点了。我们已经准备了
东西在路上去Newark 飞机场了。我
们一家人都很高兴去中国。我家里
有四个人，我爸，我妈，我很烦人的
哥哥(hi Kenny), 还有我。我们到了
飞机场的时侯，我的眼一直都没有
离开它。飞机场里面很大 。里面有
很多人和商店。它只是带回了我的
旧回忆。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们终于
上了飞机然后起飞了。飞机里面有
电脑，台子，空调，食物，洗手间，和
其他的东西. 在飞机上，我时而看电
影或则睡觉。美国飞到中国要十六
个小时才到。有趣的事是要知道是
我非常不喜欢坐飞机的。我第三次
去香港和中国的时侯，飞机一落的
时侯，我就晕了:(   。一个小时过了，
两个小时过了，三个小时过了，四
个小时过了，五个小时.......六........。
Snore…….我睡了。Ah….终于来到
了香港/中国。我一下飞机的时侯,
一阵热气打了我的脸。啊，真热呀！
我们坐火车去我爸爸在香港的
老家。到了那里的时侯，大家都很
高兴见到我们。然后我们去了酒楼
里来吃东西和喝茶。我们在香港的
时侯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了香港
Disneyland ，爬山，游泳，还有好多
地方。最后我们一家人去中国广州
我妈妈在那边的老家。我一去那里
就发烧了，还有我哥哥也是。过了几
天，我们才好起来。我们在中国也去
了很多好玩的地方。我很喜欢中国
的东西。我喜欢那里的糖果，织物和
饰品。我最喜欢的中国的动物是熊
猫，它们很可爱，我很喜欢它。有一
天我们去了一个很大的商场。我们
去买东西的时侯，我看到一个很可
爱的东西。我忘了是什么东西因为
我很笨也因为那是很久的事情了。
我一转头妈妈，爸爸，和哥哥都不见
了！我开始恐慌了。我马上去找他
们。虽然我说我很笨，但是我找到了
他们。
过了几个月，我们就要走了。我
们又上了火车去香港飞机场准备
回家到美国了。我们都离开了机场，
眼泪在我们眼中流个不停。但是我
很高兴我们回美国了！那里的虫子
咬死我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喜爱中
国，还有我们都在那里玩的非常开
心。

打哆嗦，就叫皮皮鲁藏在床底下，保
护她。皮皮鲁真的希望这个进来的
人是牛魔王。他们好久都没见了，皮
皮鲁想跟他说句话。
不对，不对，这不是牛年，这是
猴年啊。不是牛魔王，那可能是谁
呢？皮皮鲁一下子跳出来抓住来
人的衣服。他有点害怕地问：
“ 你是
谁？”
那人转过头来说：
“你看看我
是谁。”
皮皮鲁大惊：
“孙悟空？”
对，真的是孙悟空。有毛，有棒，
但是头上没有金箍！
“你的金箍呢？”皮皮鲁问。
“你忘了吗？ 我取经完了，作
为 奖 励 ，菩 萨 把 我 的 金 箍 给 去 掉
了。”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来看看你们的猴年怎么
样。牛魔王跟我说这儿的牛年特别
棒，让我也来看看这儿的猴年。他
告诉我一定来你们家，因为你们以
前对他特别好。”
“是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
名字是皮皮鲁，这是我的姐姐，鲁西
西。”
他们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最新
重大新闻：
“ 紧急预报，我们附近爆
发洪水了。大家都采取措施，保护你
们自己。
“
皮皮鲁和鲁西西都看着孙悟
空，问他能不能停止洪水。悟空说他
能，只会花五分钟。
“那快去啊！”他们两个一起
说。
孙悟空飞到天上，告诉了雷公，
雷子，天母，和风婆，让他们把雨停
了把洪水收回去。他回来的时候，
他们又打开收音机，仔细听着。过一
会儿，收音机又说：
“你好，这是一个紧急通知。我
们的洪水现在奇迹般地停止了。谢
谢你们听XX广播。晚安。”
“谢谢悟空，”皮皮鲁和鲁西西
说。
“没问题，小事儿一桩，”他回
答。
大事处理完了，他们三个就安
心地睡觉了。早上起来，他们仨一
起玩游戏，喝果汁，吃桃子。后来悟
空走了，但是他们以后就是好朋友
啦！
这就是皮皮鲁，鲁西西，和孙悟
空的故事。小朋友们，再见！

画蛇添足
蔡靖然
画蛇添足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些
人，他们有一壶酒。他们想分，但是
要是分了每一个人就能喝一口。有
一个人提议，说大家都在地上画蛇，
谁先画完，壶里的酒全部是他的。于
是，大家纷纷在地上开始画蛇。有一
个人先画完了，一看边上的人都没
有画完，就去拿酒壶。但是他又想显
显自己的本事，就一边给蛇画上了
腿，一边说：
“你们画得太慢了，我给
蛇加上了腿还不算晚呢！”这时，第
二个人画完了，说：
“ 你画的不是蛇
因为蛇没有腿，所以我是第一画完
蛇的人！”他就把酒壶从第一个人
的手里抢走，第一个人只好看着第
二个人把酒喝掉了。
这 世 界 上 ，哪 里 有 这 么 笨 的
人？其实有。比如说，有一次我看到
有一个人做National History Day 的
报告，她本来要讲一个著名的医生
和他的贡献，可是她花了不少时间
讲这位医生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都
是做什么的。这些事情跟这位医生
的贡献没有关系，估计是不舍得把
好不容易才找出来的材料浪费了，
就加在上面了。这其实就是一个画
蛇添足！这不但对主题没有帮助，
反而干扰了主题。写文章也是这个
道理，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一
起，要把和主题有关系的内容突出
出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自作聪
明。画蛇添足不但不会把事情做的
更好，而且有可能把事情搞的更糟。

杯弓蛇影
张颖
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古代，有
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天，其中一个到
另一个家中作客。在晚餐时，来访的
朋友注意到有一条蛇在自己的酒杯
里，他回到家后仍然害怕，还感觉那
条蛇在自己肚里, 因此病倒了。他的
朋友知道后，想了好久才明白是怎
么一回事情，原来是自己的弓映在
了酒杯里，朋友以为那是一条小蛇。
他又把朋友请到了家里，指着
自家墙上挂着的一张弓，告诉朋友
说，弓的倒影映到酒杯中，便成蛇的
影子。明白后，朋友的病就全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因为一

美式足球
王宇铜
美国最受欢迎的竞技体育之一

守株待兔

是美式足球。它也通常被称为“滑车

蔡靖然
“守株待兔”的故事讲一个农

足球”或“格栅”。这项运动会让观看

夫，有一天看见一只兔子在一棵树

和玩的人都非常激动，因为它具有

桩上撞死了。农夫想道，要是不用耕

两个竞争团队之间的体能和策略的

地种庄稼，就等着兔子送死，那可多

完美结合。球队在对方的球门柱上

好！于是，他就坐在这棵树桩旁边，

击球，得分。

等着送死的兔子。一天、两天过去

游戏的总体策略是通过运行或
将其传递给另一个团队成员，在团
队成员之间传递球。球队有很多方

皮皮鲁，鲁西西，
和孙悟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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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假象而自己吓唬自己。

法可以得分。获胜者是在给定比赛
的时间用完时，比赛数量最多的球

阎瀚宁
队.
很多小朋友都听说过牛魔王，
虽然美式足球与加拿大足球有
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那个故
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两场比赛都
事里，牛魔王听说要过牛年了，想来
有显著差异。在美国，足球可以分为
人界看看。他遇到了皮皮鲁和鲁西
高中足球，大学橄榄球和职业足球
西，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后来
等各个层次。这些游戏都有自己的
皮皮鲁被冤枉是放火的坏蛋，但是
规则。专业的美式橄榄球队被称为
皮皮鲁和牛魔王一起抓住了真正的
“全国足球联盟”。
坏蛋。
美式足球不仅在美国受欢迎，
你知道吗？后来，皮皮鲁和鲁
这项运动在德国，英国，意大利，瑞
西西还遇见过孙悟空。这是他们遇
士，瑞典，芬兰，日本，墨西哥，西班
到孙悟空的故事。
牙，以色列，奥地利以及太平洋岛屿
孙悟空就像牛魔王一样，悄悄
各国都很受欢迎。美式橄榄球由国
来到了鲁西西的房间里。鲁西西又
际美式足球联合会在五大洲的比赛
在黑夜里听见了有人到她的房间
里，外面还下着大雨，鲁西西怕的直
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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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再也没有
兔子撞这个树桩上。别人的庄稼都
长出了小绿苗，等兔子的农夫连地
也没有耕呢。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告诉我们
两个道理。首先，不能把偶然发生的
事情当成一种规律。这个农夫白捡
了一只撞死的兔子，就以为这样的
好事天天都会发生。
另一个道理是人不能想不劳而
获。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好
的结果。这个农夫不想辛辛苦苦地
劳动，还想有吃有喝，这就等于是等
着天上掉馅饼。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
子。比如说，赌博赚钱的可能性很
小，但是有一些人不停的赌博，这种
人就是想不劳而获，等着馅饼从天
而降。

美国最南面的城市-Key West
郑孜阳
今年圣诞节我们家到美国最南
面的城市Key West去玩。
十二月份的时候，宾州很冷，只
有20度。但是Key West 很暖和，天
天都是85度，就像夏天一样。我可以
天天穿着短袖和裙子，很舒服。
开 到 K e y W e s t 的 公 路 ，是 一
条很长很长, 在水中间的路，叫做
Overseas Highway。路的一边是蓝色
的大西洋，另一边是蓝色的墨西哥
湾。风景特别漂亮。尽管我们要开3
小时的车，我看着外面的天空，大
海，和飞鸟，一直很开心。
到了Key West，我们参观了作
家海明威的家。他的家里有很多可
爱的6趾猫，一共有54只猫。这些小
猫一点都不怕人。我们在礼品店买
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躺在礼品旁边
睡觉。我们在哪儿都能看到它们，在
卧室，在书房，在花园。
我们去海边看Southernmost
Point Buoy。虽然很早，但是已经有
很多人等着拍照。我们在排队的时
候，口很渴。路边的椰子树上长满了
椰子。我就想，如果我能喝到椰子汁
的话，那该多好啊！拍完照片，我们
沿着海边走，没走多久，就看到路边
有个小摊在卖椰子。爸爸就买了两
个椰子，一个是绿色的壳，一个是棕
色的壳。卖椰子的人用电钻给椰子
打了洞，插上吸管，就可以喝椰子汁
了。我两个椰子都尝了，两种椰子汁
一样好喝。妈妈跟我说这就叫“心
想事成”。
Key West 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的小天地
房文轩
进了我家大门，上了左手边的
楼梯，往左拐一下，你会看见我的房
间。你一进去就会看见我的床，我
的桌子，我的书架，还有很多绒毛玩
具。我的房间五颜六色的，虽然不大
但是很舒适！
你一进我的房间，就会看见我
的床。我的床单上 有许多火烈鸟，
都站在那儿像在跳舞，让我的房间
一下子显得很活泼。我的被子是蓝
色的，上面盖着一只粉色的毯子。我
有很多的绒毛玩具，装了满满一箱
子，连床上都堆着好多！因为我的
爸爸妈妈希望我多看书，我的书架
堆满了各种书。最上面的一层，我摆
了很多我最喜欢的小玩具。
我很喜欢画画，所以我的墙上
挂着许多我画的画。我最喜欢的画
是一个粉色的小房间，里面有绿色
的椅子，粉色的电视，地上有紫色的
地毯，蓝色的墙上有金色的画框。它
就像我房间里的另一个房间。但我
妈妈最喜欢我画的一张年画，是因
为那张画我用上了我学到的中文。
我有两个桌子：一个是木头的，另一
只是玻璃的。我的玻璃桌子真有趣，
你可以调整它的高度！桌子旁边
还有一些插头，我能给我的手机充
电！真好呀！
我每天在我的屋子里画画，写
字和看书，但是我也喜欢在我的房
间里做别的事情。我喜欢每天在我
的房间里听音乐，我常常会拉我的
姐姐在我房间里说话，但姐姐快毕
业了，常常没有时间，我就会跟我自
己下棋！有时候我喜欢在我屋子里
看电视，或者用iPad 玩游戏.我在我
的房间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安静，很
开心。
我高兴的时候，也喜欢在我的
床上跳！但要小心不让妈妈看到，
她总怕我摔下来。我的窗户对着后
院的树丛，我喜欢从窗户往外面看，
看着松鼠，小鸟，和小兔子在外面追
着玩，我也很开心。春天来了，我看
着树叶长出来了，花开了，草变绿
了，小鸟回来了。秋天，我看着树叶
变得五颜六色，一年一年过去，我也
一年一年长大了。
这就是我的房间；我自己的小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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