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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
中文七年级—董孟奇

	 每年夏天我都在中国度假，每次

度假妈妈都会带我去中国各地的旅游

区游玩。我去过新疆的天山，西宁的塔

尔寺，成都的九寨沟，宁夏的六盘山，

北京的长城，故宫	，颐和园，上海的东

方明珠等，这些地方即非常漂亮也很

好玩，可是我心里一直还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去一趟香港迪士

尼乐园。	今年暑假妈妈带着我去广东

惠州看望久别的同学，并答应我之后

带我去香港迪士尼乐园。记得在惠州

的那些日子天气闷热令人烦躁，但我

一想到就要去香港的迪士尼乐园心里

马上就凉爽起来。

	 8月16日那天，我和妈妈起了大

早，然后乘大巴从惠州直接去了香港

迪士尼乐园	。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外围

环境竟然修得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迪

士尼十分相似，特别是候车的地方几

乎一模一样，我一时间仿佛回到了美

国。很快我和妈妈在迪士尼的门口就

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铁站，妈妈当

时非常激动，因为她之前一直担心晚

上怎样回香港市区宾馆的问题，	这样

我们不仅不用担心而且还可以看完迪

士尼乐园烟火晚会再回宾馆。接下来

我和妈妈排队买了票进入了园子，香

港迪士尼没有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

大，它只有一个园，但是游玩区很多，

如果都玩一遍，一天的时间是不够的，

最后我重点选择了几个有趣的游玩项

目-观看狮子王庆典，探险世界，游梦

幻世界，坐RC赛车，坐过山车等。我觉

的最好玩最刺激的是坐过山车啦。	虽

然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当时那种

极度兴奋的心理体验现在还能隐隐感

到。

	 记得当时妈妈把我送进过山车

的进口就和我告别了，我自己排了

四十分钟队才坐上了过山车，我当时

有点儿紧张，这是我第二次坐过山车

啦，第一次坐过山车是我七岁时在佛

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而且是爸爸

陪着我坐的，可能是只有我自己的缘

故吧，当工作人员说要出发时，我的心

好像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还没来得

及想我们一车人已经飞了出去，紧接

着就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惊叫声，进入

隧道后突然间车里车外一片白光，像

打雷前的闪电，感觉好恐怖，全车人突

然间安静下来，几秒钟后车飞出隧道

滑入山谷，车里又爆发出一片惊叫声，

我的嘴巴还有闭住，过山车已经把我

们送到了出口。在出口见到妈妈时，妈

妈闪着泪花搂着我许久没说话，后来

才明白，妈妈在外面因为等我太久，已

经紧张到好像丢失了我一样，所以见

到我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在迪士尼里面时间过得飞快，我

没有完成游玩计划天就全黑下来，很

快园子里的游行活动就开始了，我随

便在园子里吃了点儿东西就去观看游

行了。因为晚上的人很多，我和妈妈只

能远远地看着那些迪斯尼故事中心爱

的迪斯尼人物在夜空中和那些五颜六

色的夜光人交至在一起翩翩起舞，那

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够用了，	我

看到了白雪公主、米奇	、小仙女、蜘蛛

侠。。。。。直到妈妈叫我离开园子的时

候我的眼睛还恋恋不舍得寻求着那些

美丽的身影，告别迪士尼时我告诉自

己来年有机会再游香港迪士尼乐园。

道教生死观
北部分校AP中文 班  王栎

辅导老师：董秀敏

	 道教认为生命对于任何个体只

有一次，不存在再生重生的可能，神

和形是生命存在的两方面依据，形神

不能离异，形神相依谓之生，相离谓之

死。死是生命之终结，是人生之断灭，

生与死是对彼此的绝对否定。		

	 道教面对人的生死问题时，把重

点放在“长生”与“不死”的两项主题

上，即不处理“死”的问题，反到强调”

生”的存在现象，并重视养生的观念。

道教生死观可以说是“不死”的“养生”

观。“不死”是其超越性的宗教理想，

“养生”则为现实性的操作技术。而道

教就建立在这“不死”的神仙崇拜与

“养生”的修炼工夫上。就道教而言，神

性与人性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都具

有神性，都有可能成仙。初期道教没有

生死轮迴观念，无所谓死后世界也无

死后的彼岸观念，而努力集中在生前

的世界，用不死成仙的方式达到长生

的意境，藉以扩充了生命存在形式。

	 道教认为人体是宇宙的一部分，

可以经由人体以及凝聚人体以外的超

越力量来召神、驱鬼、镇邪、满足治病

疗疾的现实需求，进而满足个体通神

的能量，超凡入圣，转化为神仙。道教

以“人体”为信仰核心，只关心人体的

“生”，在“死”的观念上较少著墨，期待

能长生不死，人体可以永存。

足球
中文七年级—孙光中

	 我5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足球

场踢足球，我立刻就喜欢上踢足球了，

我还在我的镇上加入了一支足球队。

起初，我并不是踢得很好，但是我学得

很快，一年后，我已经就踢得很好。

	 我在我的镇上踢了几年足球后，

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名为“本菲卡”的足

球学院。这个学院跟我们小镇的足球

队大不相同。我们常常需要开车1个小

时去参加比赛，练习时间也长得多。

一切进展顺利，直到我们的第一场比

赛，......我们以8-0落败。这是我们的

第一场比赛，成绩相当不好，之后的比

赛我们也陸續失去了很多場，但我们

从没放弃。我们赢得的唯一一次比赛

是因为我们的对手没有出现。这个学

院的学费并不便宜，加上我们队总是

输球，所以我考虑转换团队。附近有一

个叫Thistle	F.C的足球学院，那里有很

多我认识的同学，而且学费便宜，我认

为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我順利加入了Thistle	F.C足球学

院。我们目前的成绩是联盟第一。如果

我留在本菲卡，我们可能还是最后一

名。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踢进了

4个球。

	 足球给我的最美好回忆之一就

是观賞了一场职业足球比赛。这场比

賽是紐約红牛队和洛杉矶银河队的一

场足球赛。虽然我们想要红牛贏，但红

牛输了，这场比赛仍然是一个非常好

看的比赛。

	 足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我希望

有一天能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

秋   天
作者：四年级 黄吉东

	 秋天到了，秋风吹在脸上让人觉

得有些凉。我把窗户关上，穿上秋装跑

到院子里玩。我看见苹果树上挂满了

红彤彤的大苹果，几片黄叶随风飘落，

像蝴蝶在飞舞，就像给草地铺上了金

黄色的地毯。

	 远处的菊花开得正欢，黄的、红

的、白的，像一只只小绒球，真是好

看！

	 两只小燕子飞过来，对着我叽

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对我说：“你好

啊！我们要去南方过冬了,	明年春天

再见吧！”

	 秋天可真是个快乐的季节啊!	我

喜欢美丽的秋天！

爱在我身边
作者：六年级 陈云鹤

指导老师：师文

	 爱无处不在，爱可能是你给别人

或者是别人给你。我会写三件发生在

我周围的爱:	我妈妈帮我做作业，朋友

们陪伴我，还有我爸爸每天晚上给我

做晚饭。

	 我在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会先做

我能回答的问题，然后我会要我妈妈

帮忙。她坐在我旁边，帮助我解答疑难

问题。当我有不明白的字时，她会细心

地告诉我那个字的意思。如果我不知

道怎么办，她会向我解释清楚直到我

明白为止。

	 当我要出去玩儿或去某个地方，

那我就去问我的朋友。他们本来不准

备去的，但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就陪我

一起去。当我不高兴的时候，我的朋友

们会想办法安慰我，说笑话，逗我开

心。

	 当我放学回到家时，妈妈还在上

班，不在家，我又不知道如何做饭，所

以我爸爸利用他在家的工作时间去做

饭。即便有时候爸爸做的饭味道不是

很好，至少我们有热饭热菜吃。

	 从给小孩一颗糖果到给一个寒

冷的人一件夹克:从你的家到学校；从

你居住的小镇到另一个国家；爱无处

不在，你感觉到爱了吗?

游拉斯维加斯
五年级：蔡悦熙  老师：王英

	 今年八月，我们全家去拉斯维加

斯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去那玩儿，我

觉得很兴奋！我们在晚上七点到了机

场，本来飞机要在九点起飞，不过因为

天气不好，推迟到半夜两点才起飞。等

我们到达拉斯维加斯，已经是当地时

间早上五点了。我们都很累了，就马上

去酒店休息。

	 我们睡了两个小时，就去酒店的

游泳池玩儿。天气很热，不一会儿又

开始打雷了，我们只好从游泳池出来，

回酒店吃饭。等到晚上，我们坐电梯上

到酒店旁边的高塔。这个塔有九百英

尺高，在观景台上可以看见拉斯维加

斯美丽的夜景。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

有很多酒店，每个酒店都亮着五颜六

色的灯光。我觉得整个城市都很明亮，

就像一个大游乐园。在塔顶上有人玩

“蹦极”，从高高的塔上跳下去，太惊险

了！我觉得很好玩，不过要十四岁以

上才能玩，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去玩！

	 第二天晚上，我们坐车去夜游。

我们先到威尼斯人酒店，参观了赌场

和大堂。这个酒店真大啊！	里面有一

条小河，河里还有人在划船。接着，我

们就去百乐宫酒店。酒店大堂有彩色

玻璃天花板，还有漂亮的花园。酒店门

口有好看的音乐喷泉，对面有小巴黎

铁塔。我们经过了马戏团酒店，来到了

梦幻酒店。酒店前面有火山喷火的表

演，火喷得很高，我站在旁边，觉得很

热很亮！最后，我们坐车来到一个巨

大的摩天轮下面，旁边有一条热闹的

步行街，街上有很多餐厅和商店，中间

还有一个小喷水池。灯光很亮，音乐很

吵，晚上十点多了还有很多的人。我们	

逛了一个小时就回酒店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就离开拉斯维

加斯，坐大巴去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旅

游了。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拉斯维加

斯，我下次还想再去那玩儿。

我喜欢的一个地方
作者：六年级 池文森

指导老师：师文

	 我住在考德威尔，	我家附近有一

个运动中心，它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之一。

	 运动中心有许多好玩儿的东西，

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个游泳池，在地下

室有一个很大的健身房。中心的游泳

池一年四季都对外开放，我还在那儿

上过游泳班呢。此外，楼下有一个巨大

的健身房。里面有跑步机，举重设备

等，还可以骑自行车。中心也常常为老

人举办许多活动。早上老年人都来做

瑜伽，晚上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来做瑜

伽.

	 中心里的篮球场是我最喜欢的

地方，篮球场里面有4个篮球架，如果

有人在打篮球的话，我们就能用另一

个篮球架子。我偶尔也会在那儿见到

我的朋友。每周星期五我都会和我的

好朋友来打球，我们一打就是两个小

时，一点都不觉得累，大家每次都玩儿

得很开心！

	 我认为这是一个又好又方便的

运动中心，也是一年四季大人小孩都

适合去的地方，自从我来到这个中心

以后，我一直坚持锻炼，我已经不再是

以前那个胖嘟嘟的小男孩了。这个运

动中心给我带来了健康和快乐。我很

喜欢这个健身中心！

愉快的周末
五年级:范积萱    老师：王英

	 上星期我们学校放了两天假。爸

爸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了芝加

哥。

	 第一天早晨我们四点钟就起来

了，爸爸开车到机场后，我们看到了很

多人在排队过安检。我们差一点就错

过了飞机，因为过安检就要花一个多

小时。	

	 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就到了芝

加哥。我们先去旅馆吃了早饭，接着

就去了芝加哥最高的摩天大楼，它有

一百零三层高，在最高层有一个透明

的大盒子，人们可以在里面看到四周

的美好景色。楼真是太高了，妈妈恐高

不敢往下看，可我们不但不怕，而且觉

得很有趣。

	 下午我们去吃了芝加哥最有名

的厚底比萨，上面有红红绿绿的青椒，

黄黄的奶酪和粉粉香肠，味道好极

了！我们吃饱了以后就登上了游密西

根河的船只。船儿在河面上行进，我们

在船上观看着河两岸各种各样的高楼

和灯塔，景色非常美丽，但是天气太冷

了，我们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就受不了

了，赶紧回到了船舱里。晚上我们又去

了中国城吃了一顿热乎乎的火锅。

	 第二天，我们去了水族馆。在馆

里我们观看了海豚的精彩表演还看到

了鲨鱼、鲸鱼、海马和各种各样奇怪的

鱼，看着这些游来游去的鱼儿，我觉得

这个世界太奇妙了！

	 两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芝加

哥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佛教生死观
北部分校AP中文 班: 王樑

辅导老师：董秀敏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对

生的眷恋，对死的恐惧，时刻萦绕每个

人的心间。生与死，是人生的首要问

题，也是任何一个宗教都必须解答的

问题。

	 佛教认为人的肉体和灵魂是分

开的，人的肉体可以消亡，但灵魂是不

死的。生老病死是人间的常事，生和死

是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的死并不是生

命完结，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佛教

徒认为人生不容易，活着就有苦难辛

酸，把现世当做苦海，但人生难得，活

着就要以超脱生死和苦海为理想境

界，要多行善事，死后才会有好的回

报，来生才能够有好的生命轮回。佛教

以现世生活为虚幻和暂时，而以彼岸

世界之生活为幸福和永恒，佛教徒追

求脱离现世，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彼

岸世界。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两千多

年来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相融合，

给中国文化输入许多新的资源，也把

中国文化的精神深入到佛教中，形成

中国化的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

Ares我最喜欢的狗
作者：四年级 纪天一

	 年龄：2岁	性别：公,	体重：30kg,

犬型：比利时马犬,肩高：63厘米

个性:

	 Ares有很多个性。Ares的性格有

点温柔，不像好多马犬那么暴力。	虽

然已经两岁了,可牠还是很贪玩，但是

比起其牠的狗狗，Ares更听亲人的话，

术语叫服从性最好。另外，Ares突出的

特点是，很能跑、很能跳，领地意识也

很强。比如咬伤侵犯牠领地的陌生狗，

但是Ares从不欺负小的狗狗，也不会

去攻击人。对认识的人特别友善，对于

喜欢牠的人，Ares会摇着尾巴，跟人家

友好地打招呼。Ares总是老想他的亲

人们，牠会在门口等待亲人们回来，亲

人们从外面回来，牠会立刻冲上去，跟

亲人们拥抱。

健康

	 Ares的健康很好。Ares的毛很亮，

这说明牠是一只非常健康的马犬。纯

种犬一般肠胃不太好，Ares也有这样

的问题，牠有时候会拉肚子。另外，舅

舅喂给牠的饭有时也有问题，以前不

知道马犬不能吃很多谷物类食物，如

白面、大米饭。如果喂些玉米会好些，

而且最好加一些益生菌，这样Ares的

健康就会变得更好了。现在比利时专

业马犬基地会把草人工发酵，混在肉、

骨头和狗粮给马犬吃。吃了这些东西，

狗狗肠胃就会变得更好，肠胃好，健康

就会变得更好。

家族历史

	 Ares的家族是来自最早的比利时

马犬，是比利时有名的古老品种，是狼

和人类驯养出来的优秀品种。Ares的

老爷爷、老奶奶、爷爷，还有奶奶都是

来自于比利时北部一个叫马赫伦（马

林）的小城。牠的爸爸是从比利时来到

贵州的，而牠的妈妈是在贵州出生的。

Ares同牠的妈妈一样也是来自贵州

省。牠出生后没几天，就坐飞机来到了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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