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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穿错鞋了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钟天颖    指导教师  陈倩

	 我的妈妈既要上班，又要照顾

我们，再加上我有很多的课外活动，

比如唱歌，跳舞，表演，主持，钢琴，

长笛，画画，游泳，网球等，所以妈妈

每天都很忙碌，	特别是周末。当然

我也是。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妈妈关照

我在家好好弹琴练歌，就匆匆地出

门了。妈妈要去银行办事，要去Mall

给我买演出服，还要去中国超市买

食物。

	 我正在唱歌,	 	电话铃响了，是

我的妈妈。

	 “Michelle，你能不能把车库里

的鞋子整理一下，太乱了，容易摔

跤。”我叹了口气，说：“好吧。”	于是

我就一边唱着歌，一边走到车库整

理鞋子。我们有很多鞋，特别是妈

妈。我把一双双鞋配好对，放到鞋架

上。可是有一只鞋，怎么也找不到它

的另一只。紧接着，我又看见了另一

只孤零零的鞋。怎么回事啊？这都

是妈妈的鞋子，可它们的另一半都

跑去哪里了？难不成妈妈穿错鞋就

出去了？不可能！

	 听到车库门开启的声音，我立

即跑向车库。妈妈回来了，脚上穿着

两只颜色花式都不同的平底鞋子。

我两眼眨也不眨地盯着妈妈的脚，

真不敢相信我看到的。然后我克制

不住自己，放声大笑了起来。

	 “怎么了宝贝，为什么你一直看

着我的脚？”妈妈问。“你穿得是两

个不同的鞋子！哈哈！”我笑着答

道。妈妈低下头，愣住了，嘴里不停

地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妈

妈难为情得脸都红了。

	 我突然笑不起来了，因为我明

白了妈妈那么辛苦忙碌都是为了

我。我抱着妈妈说：“妈妈，谢谢您为

我做的一切。我爱您！”	妈妈搂着

我，说：“我也爱你，宝贝。”我们俩又

大笑了起来。

风信子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常亮  指导教师 甄丹彤

	 在我家客厅的大玻璃门前，爷

爷搭了一个架子。上面摆放许多花

盆儿，有兰花，绣球，吊兰……我最

喜欢的是风信子。	

	 爷爷把风信子买回家的时候，

它的种子看起来像一颗大蒜头，皮

是黑黑的。爷爷把它栽在花盆里。过

了几天，一个浅绿色的芽冒出来了。

三四天以后，芽又长高了，颜色变成

了翠绿。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芽儿上

长出了五片叶子。叶子大约有二十

厘米高，有我的一个大拇指宽。叶

子中间有一个暗红色的花梗。又过

了几天，我刚放学回来，爷爷告诉我

“风信子开花了！风信子开花了！”

我赶紧跑到风信子花盆那儿，看到

花梗上有七朵花苞，最上面的一朵

花开了。第二天，所有的花都开了	。

每朵花都有六个花瓣，每个花瓣都

向外翻卷，花瓣是粉红色的，非常好

看。花的香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

到，风信子开花的那几天，整个家充

满了花香味。

	 我喜欢风信子，因为它是在夏

天休眠，冬天开花。当外面大雪纷飞

的时候，我一进家就看到风信子粉

红色的花，让我感到很温暖。

我的姥姥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盛馨怡  指导教师  陈倩

	 我很爱我的姥姥，从我出生，她

就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直到我三岁。

现在我十二岁了，住在美国，姥姥住

在中国。虽然每年见一次姥姥，但我

还是对她很亲。从我三岁来美国到

现在，姥姥来看过我四次，我又回到

中国去看她两次。

	 姥姥非常爱运动，她在中国每

天早上要出去锻炼，在美国也是每

天早上去公园锻炼。姥姥爱打太极

拳，太极剑，太极扇。姥姥年轻的时

侯也爱爬山。姥姥在美国的时侯，她

教我怎么打太极拳。她也教其他老

太太怎么打太极拳，太极剑。每天早

上起来，我下楼保证能看到姥姥在

阳台上打太极拳。

	 姥姥也很爱唱歌，她来美国的

时侯，肯定会带一本很厚的歌书。她

早上练完太极拳，就开始和邻里的

老太太唱歌。姥姥在家里无聊的时

侯把收音机打开，听歌。姥姥也教我

怎么唱中文歌。

	 姥姥也很会做饭。她在中国的

时侯，我的表哥，表姐，舅舅，舅妈，

晚上去她和我姥爷家吃饭。姥姥在

美国的时侯，晚上经常给我们吃面

条，饺子，包子。姥姥也很会炒菜，一

家人晚上能吃三大盘菜。

	 姥姥七十四岁了，她有高血压，

来美国看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

快要上高中了，很快就会变得非常

忙，我回中国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虽然我和姥姥见面的机会少了，但

我肯定会一直跟她打电话，聊天的。

钓鱼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范嘉文    指导教师  陈倩

	 周末是我们全家一起活动的最

好的时间。	我们喜欢在一起做很多

事情，	比如说，	出去吃饭，	玩游戏，	

打保龄球，	去博物馆，	钓鱼，去海边

等等。	我们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钓

鱼。春天，夏天和秋天的时候，我们

经常会出去找个地方钓鱼。	

	 我爸爸最喜欢钓大鱼，	而且钓

鱼很有耐心。	为了钓大鱼,	他做了

很多研究。	他要研究用什么样的鱼

杆，鱼饵，	鱼钩，	和在什么时间钓

鱼。虽然他做了很多研究，	但他并

没有钓到过几条大鱼。	有一次，他

觉得他钓到了一条很大的鱼，	因为

他的杆儿沉得都快收不回来了。	等

他终于把杆儿收回来了，	 我们一

看，	就吃了一惊，		原来是一个很大

的乌龟！

	 我哥哥喜欢研究到哪里去钓

鱼，	他把附近能钓鱼的地方都带我

们去过了。		他钓鱼的时候，	喜欢一

遍一遍地甩杆，经常把鱼钩甩到树

枝上。他还特怕碰蚯蚓，	老要请妈

妈帮忙把蚯蚓挂在钩上。	但他的运

气还挺好的，几乎每次出去钓鱼都

不会空手而归。

	 我妈妈每次都跟我们去钓鱼，	

但她很少甩杆。	她总是准备吃的和

帮着把鱼饵放到鱼钩上，	她还负责

给我们照相。	看起来她只是在那儿

帮着我们做事，	但其实她真的是很

忙。

						 我也喜欢钓鱼。	以前，	我总是

看到哥哥钓上鱼 ,	但我没钓上鱼。	

从去年开始，	我钓鱼进步了很多。	

上一次我们去钓鱼，	我钓到了三条

鱼,	哥哥只钓到了一条鱼。

		 今年春节刚过完，	再过一个多

月，天气就会变暖和了，	我们全家

又可以出去一起钓鱼了。

山核桃树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沈黇妤   指导教师    甄丹彤

	 已经两年了，但是我还记得我

拿到山核桃树的那天。那时候我才

三年级。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有人

要来跟我们讲树木环保。我们都开

开心心地去听演讲。他们介绍完以

后，我们每人都拿了一颗小山核桃

树。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起来，兴

奋地跑下楼梯去叫爸爸种树。我飞

快地穿上靴子，拿着铲，拖着爸爸往

外跑。爸爸铲了一大洞，我们再把小

树放在里面。我怕小树会被鹿吃掉，

所以爸爸就把一个小白篱笆围住

它。小树终于种好了！

	 冬天来的时候，我会走到阳台

上，看见雪快要把小树埋掉了。我跑

到小白篱笆旁边，快快地把雪从小

树刷掉。我怕太多雪会压坏还没有

成长的山核桃树，但是我还是留了

一点点雪在上面，因为这样子小树

更漂亮。

	 每个星期，我和爸爸会给小树

浇水。我们给它喝很多水，希望它可

以快快成长，变成一个很大也很结

实，健康的山核桃树。有的时候我们

根本就不用给小树浇水，因为老天

爷已经给我们浇好了。

	 两年后，山核桃树比以前大多

了。不管它长怎么高，怎么大，怎么

强壮或健康，我还是会把它当成我

的小山核桃树。

我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神通   指导教师    陈倩

	 我的名字叫神通。今年上六年

级了，有很多朋友。大家都说我有一

双明亮的眼睛，总是带着笑。我长着

大大的脑袋，中等身高，不胖也不

瘦。

	 我对大家都很友好，特别喜欢

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有一次在幼儿

园里，我的两个要好的小朋友，为了

争抢一盒图画笔吵了起来，互不相

让。旁边的老师劝解了很长时间，两

个小朋友还是没有停止争吵。我看

他们其实就是怕自己没有图画笔可

以玩，	就拿了另一个空盒子，走过

去，把他们争抢的画笔盒子分成了

两份。我把一份放在空盒子里，交给

一个小朋友，剩下的交给另外个小

朋友。之后他们自己都重新高高兴

兴地玩了起来，我很高兴能帮助我

的朋友。

	 我也很聪明。每次数学考试，都

在班里拿第一。别的小孩不会做的

题常常会拿给我帮忙。有一次，老师

还特意要我给同班同学讲一讲怎么

做一个特别难的题。我也是动了很

多的脑筋才把这道题做出来的。一

开始，我还担心我讲不清楚，心里很

紧张。可没想到讲着讲着，大家都明

白了。讲完了以后，老师很高兴。我

也真的是很自豪。

	 但是我很贪玩。我妈妈总是叫

我做作业，可我每天都找很多借口

不做作业。我总是想玩游戏，看电

视，和看小说。我觉的看书是好事

请。可是，我的父母说我看的太多。

我最喜欢读	The	Hunger	Games,	

Harry	Potter,	和	Percy	Jackson。

	 我希望能保持自己的优点，并

尽早改掉缺点。

选举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吴宇伦    指导教师    陈倩

	 “我很快就回来！”	我对同桌

的朋友们说，从背包里拿出自己制

作的竞选海报。海报上有一个握紧

拳头的小男孩的照片，他在告诉大

家来给我投票。我竞选的职位是学

生会的财务总监。拿着竞选海报，我

慢慢地走到六年级的饭桌那边，给

每人发了两张。刚回到自己的桌子

边坐下来，就听见同学们在齐声喊，

“给吴宇伦投票！给吴宇伦投票！”			

他们的声音很响亮，把校长都惊动

了。吃完饭，我去上社会科学课。坐

在我前面的两个女同学给了我三张

海报，让我很惊讶，我没想到她们主

动帮我做竞选海报，使我很感动。

	 第二天，刚上完科学课,	我就去

挂海报了。在挂海报的路上，我看到

我的竞争对手的海报。觉得他们的

看上去非常劣质，没有我的好。我在

每个楼梯口的门上都挂了一两个，

保证别人一定会看到。

	 星期一来了。这天，中学生投票

了。我一开始不知道哪天要投票，可

是我看见科学老师在餐厅里把投票

用的电脑准备好了，又看见我的同

学们走上去排队投票，这时我心里

很紧张，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投票

了。到快该走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

我有三个八年级的女生给我投票

了.	我们年级有五十多个人，都给我

投票了，这下我终于放心了。

	 星期三早上，老师在广播上宣

布竞选的胜者。我没赢，有一个七年

级的学生当选学生会的财务总监。

我的同学都对我说，“太可惜了，你

真是应该赢啊。”	我说,“没事，反正

还有明年"	。明年我还会继续努力。

我的表妹芸芸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葛若华  指导教师    陈倩

	 “ 甜 甜 姐 姐 ，起 来 跟 我 玩 玩

吧！”那是我的表妹芸芸在叫我呢。

每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她都喜欢跟我

一起玩。

	 芸芸是我小姨的女儿，住在波

士顿，马萨诸塞州。今年四岁半，马

上要五岁了！芸芸的英文名字是

April，因为她生在四月份。芸芸特爱

跳舞，滑冰，和体操。她有着又大又

圆的眼睛，胖胖和红红的脸蛋，和一

个小小的鼻子，非常可爱。芸芸很少

对别人说话，总是在玩游戏或看别

人做事情。她非常喜欢一切小女孩

的东西，而且还会跟着你走，那里都

去!

	 芸芸最大的特点是她总在玩。

要是她看一个东西觉得没意思了，

就会开始跟别人玩手指游戏，像我

们总是玩的“筷子”	或“锤子、剪子、

布。”		有时候她也会有点烦人。你想

安安静静地读一会儿书，芸芸会进

来唱，“Let	 it	go,	 let	 it	go…”	Frozen

里的一首很著名的歌。

	 芸芸的个性很强，非常喜欢一

切小女孩的东西，像娃娃呀，裙子

呀，各种各样的东西。她总是穿各种

个样的裙子，真像个时装模特！芸

芸的屋子也刷成很漂亮的一种粉

色。芸芸的床上摆了各种各样的小

毛绒玩具，跟她一样，又小又可爱。

	 芸芸也很活泼，调皮又快乐。

一大早的时候，她总是很开心。她

会到每个人的屋子们敲几遍，说一

声：“喂！起来了吗？马上就要吃饭

了！”	有一次，她七点多就把我们

叫醒了。听起来不太早，但那天可是

一个周末呢！

	 芸芸是我永远的妹妹。尽管她

有时很淘气，而且总是在玩，可我还

是很爱她,	我的活泼、调皮又快乐的

表妹!

点缀纸杯蛋糕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庞紫垣   指导教师  陈倩

	 上周星期六晚上，我去参加

我朋友	Chloe	的生日聚会。我到她

家以后，就和她，还有另一个朋友	

Anika	一起看电影	“After	 the	Ball”。

在电影中间，我们都想休息一会儿，

也想吃东西，就决定去装饰纸杯蛋

糕。

	 我们跑到厨房，拿了没有糖衣

的纸杯蛋糕。Chloe	的妈妈放出来

很多不同颜色的糖衣，还有	M&Ms，

Hershey	Kisses，小巧克力豆，饼干，

和棉花糖。Chloe	马上选巧克力的

糖衣。我选了粉红色的糖衣。Anika	

选了蓝色。巧克力的糖衣是最甜的。

我们三个都用刀把糖衣刮在纸杯蛋

糕上面。

	 “唉，”我说，“我的纸杯蛋糕真

得很难看啊！”我是一个追求完美

的人。

	 Anika	给我一个臭脸，说，“你

的纸杯蛋糕要是算差的话，那我的

纸杯蛋糕算什么？”

	 我们俩	“吵架”	的时候，Chloe	

已经装饰好了她的纸杯蛋糕。“快点

啦！”她不耐烦地说。“我想下去看

电影了！”	Chloe	是个很心急的人。

	 Anika	很快地把她的纸杯蛋糕

装饰好了。人家催她的时候，她就会

非常着急。我呢，就还慢慢吞吞地装

饰我的纸杯蛋糕。人家催我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理他们。我喜欢把东西

弄得整整齐齐的。

	 我们到楼下地下室去看电影和

吃装饰好的纸杯蛋糕。Chloe	吃得

非常快。我吃得非常慢。Anika	也吃

得比较快。

	 Anika，Chloe，和我虽然个性很

不同，Chloe	心急，Anika	比较在乎

别人的意见，我很追求完美，但是我

们还是是很好的朋友。

金鱼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杨智健  指导教师    陈倩

	 有一天，	小金鱼在外面找吃的

东西。	忽然，有一个大的影子从它

的头顶上方游了过去。小金鱼转过

身来看到了一条凶猛巨大的鲨鱼。

那只鲨鱼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扑向

小金鱼。说时迟，那时快，小金鱼正

想游走，但是已经太晚了。大鲨鱼一

口就把小金鱼吞到嘴巴里了。小金

鱼急中生智，就对着鲨鱼，大声哀

求：“等一等，您不要把我给吃了，	

我以后一定能报答你.”

	 鲨鱼听到了这番话，就觉得很

好笑就好奇地问：“就你，	还能报

答我，勇猛的鲨鱼？这真是太好笑

了！”	 大鲨鱼就把小金鱼吐出来

了，	 因为小金鱼还不够它塞牙缝

呢。

	 过了几天，	大鲨鱼被捕鱼的人

套到网里了。鲨鱼不甘心自己的生

命就这么结束，它怒吼起来。小金鱼

听到了鲨鱼的叫声，趁捕鱼的人还

没来得及收网就用力去咬。咬呀咬，

网终于被咬破了。大鲨鱼连忙钻出

来，很感激地谢谢金鱼说：”看来你

还真的救了我！”

“那是当然”，	金鱼说。从此，它们就

变成了好朋友。

	 从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智

慧和能力不在于大小或者表面，	而

是在于一个人真诚的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