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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难忘的事情 

杨悦晨     指导老师：李颖

 我最难忘的事情是我第一次坐

游轮。

 那是2013年， 在圣诞节的前一

天，才大清早，妈妈就把我喊起来

了。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好睡眼朦胧地爬起来去问妈妈是

怎么回事。她不肯告诉我， 要我先

吃了早餐上车。上了车，我们就去了

朋友家。到底是 为什么呢？我还是

没有明白过来。等到我的朋友上车

了，问了他才知道，我们要去坐游

轮。这个消息太令人惊喜了！

 爸爸和他的朋友轮流开了半天

的车， 我们终于到了佛罗里达。 可

是， 要到第二天才能上游轮。第二

天早上，我们出发前往港口。 从那

儿开始，我就可以尽情地玩耍了！

游轮上有溜冰场，表演剧院，水上公

园，购物中心，赌场，攀岩墙，高尔夫

球场，篮球场，等等。站在甲板上，手

扶着栏杆，放眼望去，大海和天连在

一起，都是蓝蓝的，多美呀！船上吃

的也很棒, 各种食物非常美味，美妙

的滋味留在舌尖上，久久不散。

 过了几天，我们船就到了第一

个停靠点，伯利兹。我很兴奋，想知

道我们会在那儿有些什么活动。我

们分成几个组，每一个组都有一个

导游。我们的导游把我们带到森林

里，攀登了很久才来到了一座高高

的金字塔。我们目的就是爬到它的

顶上。有几个人吓坏了，最后还是一

起上去了。爬上去很难，可是我们还

是登上去了。我眺望远处，满眼都是

茂密的森林，风景非常美丽。从上面

往下看， 我仿佛来到了世界之王的

旅游胜地。

 一天以后，我们到了第二个旅

游点，墨西哥的坎昆。在那儿，我们

跟着一个专业的导游在海边潜水。

在水里，从我的泳镜里面，我看的到

成千上万的小鱼。有蓝色的，黑色

的，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等等。

我还能喂它们食物呢！游来游去，

好可爱呀。 我们也在游泳池里尽情

地玩耍。 

 一个星期的旅行结束了，我们

就要返程回家了，我恋恋不舍。爸爸

妈妈答应了我，以后我们会再去一

次。于是我就盼望着下一次的旅行

早日到来，我要尽情地享受美好的

风景。我虽然玩得有点儿累，但是这

是我心中最难忘的旅行。

我最难忘的一次旅游
胡安雨     指导老师：李颖

 今年暑期，爸爸开车带着我们

全家去了位于美加边界的尼亚加拉

大瀑布。那天天气非常晴朗，汽车大

约行驶了七个多小时，来到了纽约

州的瀑布城，由于天已经黑了，我们

就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开车带

着我们穿过边境，来到了加拿大一

侧的瀑布。从这里可以看到两个瀑

布的全貌，非常壮观。我们首先来到

了在瀑布下面挖掘的山洞，虽然外

面天气很热，可是山洞里还觉得很

凉。站在山洞的最里面，可以听到瀑

布往下落的声音很大，伸出手来，几

乎可以触碰到瀑布。然后，我们又去

乘坐游船，由于人很多，我们排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队，才坐上游船。

游船穿梭于飞流直下的两个瀑布之

间，迎着扑面而来的水花，我们能非

常近距离地观察瀑布，使我们充分

感受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震撼魅

力。虽然我们身上都穿着雨衣，但是

头发和衣服还是被弄湿了。最后，我

们又来到了礼品商店，爸爸给我买

了一件印有大瀑布图案的 T 恤衫，

让我留作纪念。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旅游。

最难忘的事
张立萩     指导老师：李颖

 今年年初我们去别人的家里去

买仓鼠。我很兴奋！他们有两只可

爱的仓鼠，事先我们就看到了很多

照片，我都喜欢。但是，妈妈说我只

可以选一只。一只仓鼠是灰颜色的，

另外一只是黑白色的。它们都是叙

利亚雄性仓鼠。最后，我就选了那只

黑白色的。卖家还给我们一个仓鼠

玩的球，食物和笼子。

 我给我的仓鼠取了个新名字

Cheesepuff，我选这个名字因为它看

上去像个 Cheesepuff。我很喜欢它，

亲手给它做了一些木头小房间，它

很喜欢。我们很开心，每天回家我都

会去看它在做什么。每次我去看它，

它都会在它的房子里睡觉 , 因为它

习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每天晚上，

我们都放它出来玩，它的性格很温

顺不会咬任何人。它跑得很慢。它的

毛很长，很漂亮，后面看上去像穿着

一条裙子。它走路的时候，尾巴一扭

一扭的。再可爱也没有了！

 有一次 , 我们给它买了一个新

的仓鼠转轮，它一开始不知道那是

什么东西，就在里面睡觉。后来，它

慢慢地学会了怎么用它的转轮。还

有一次我做了个很高的房子给它

玩。随后，我们要出去买东西了。当

我们回家的时候，它竟然不见了！

我发现它是爬到它新的房子上跳出

来的。最后，我们终于找到它了。

 它在我们家里生活了很长时

间，后来因为一个小意外死了。我门

全家经常会想到它，希望它在另外

一个世界里会很开心。这就是我最

难忘的回忆。

我最熟悉的人
汪锦天     指导老师：李颖

 我最熟悉的人是我的哥哥，汪

乐天。 我喜欢他因为他很聪明，强

壮，无私，而且幽默。我哥哥使我的

生活更轻松。他是一个有趣的家庭

成员，我们全家都爱他！ 

 汪乐天很聪明，可以帮助我。我

常常有功课不会做，总是去问我的

哥哥，他就会帮助我。他帮助我做难

的数学题;阅读新课文时,他会告诉

我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词 ; 他还帮

我讲解常识课中的科学道理。他真

是一个好的小老师！

 他才15岁，已经有1米85高，和

爸爸一样高了。 他也很有力气，我

们拿不动的重东西，都要请他帮忙。

他还是游泳健将，是学校游泳代表

队的主力。我很惊讶地发现,我哥哥

比我强那么多！终有一天我会长得

跟他一样强壮。

 另外，他很无私。无论在任何情

况下，他都会帮我。即使他非常忙，

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次，我把帽

子掉了。当天很冷，哥哥看到我在发

抖，立刻把他的帽子给了我。我知道

他会保护我的，心里感到很温暖。

 汪乐天有时好像很严肃，有时

又很幽默。他是我们家的活宝。有一

天，他问我：

 “你要听一个笑话么？”

 我说：“什么笑话？”

 他说：“我就是那个笑话！”

 我们都笑起来。

 汪乐天是一个独特的哥哥。他

又聪明又强壮。而且，他很无私和幽

默。在我心里，汪乐天是一个最好的

哥哥。 

我最熟悉的人
朱可心     指导老师：李颖

 我最熟悉的人就是我的妈妈和

爸爸。这是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的

时间最长。我一出生他们就在我旁

边。我小的时候大多数的时间都是

跟妈妈爸爸过的。我要是有什么事

需要帮忙的话，我就可以问我的妈

妈爸爸。他们会很高兴地帮助我。与

老师们相处一年就分开了 , 但是妈

妈爸爸会永远陪伴着我。

 我的父母从小就在照顾我，他

们一直照顾着我，给我做饭，替我遮

风避雨，还保证我的安全。这可不是

一件小事。他们对我热爱和尊重。要

是没有妈妈爸爸，我一定不会成为

像现在这样的我。妈妈爸爸很支持

我的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他们用

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接送我到这儿或

哪儿。我很喜欢游泳,所以妈妈爸爸

让我上游泳课，加入游泳队，冬天一

大早就要送我去比赛 - 真是支持我

呀！

 爸爸妈妈爱我—我也爱他们。

我的父母教我了很多重要的做人的

道理和生活的技能。爸爸妈妈的爱

伴我一路成长。以后上大学的时候，

我会用到父母教我的好习惯。找工

作的时候，会记得妈妈爸爸告诉我

要尊重别人。当我有孩子的时候，我

会像爸爸妈妈爱我一样地爱我的孩

子们。谢谢你们，我的爸爸妈妈！

我最熟悉的人
张立萩     指导老师：李颖

 我最熟悉的人是我的妈妈 , 因

为我刚出生的时候她就在我身边。

我很喜欢我的妈妈， 她是我最好的

朋友。

 妈妈每天辛辛苦苦很早起来送

我上学， 有时候我还要起更早去学

校练习小提琴 , 妈妈也毫无怨言。 

妈妈还要在上班之前喂家里三只可

爱的小鸡，跟它们玩一会儿。

 妈妈对我很温柔。如果我摔跤

了，她会扶我起来 , 安慰我。 每天妈

妈都会给我做很多好吃的饭菜。妈

妈做的饭好吃又健康。 我最喜欢吃

妈妈做的素鸡和甜酸鱼。有时候， 

妈妈也会带我们去买又贵又好吃的

冰淇淋。每次我做作业有不懂的问

题， 妈妈会帮助我。

 如果我想去宠物店，妈妈都会

开车带我去看看仓鼠和猫咪。 妈妈

带我们去很多好玩的地方,像Crystal 

Springs，Cape May，和Six Flags等。妈

妈很喜欢旅行,但是她会晕机。 每次

我们去上海看我的爷爷和奶奶，妈

妈都会吐得死去活来， 真是很辛苦!

妈妈从小牙齿有很多问题，一直接

触许多牙科方面的知识， 后来就变

成了洗牙师。每个月妈妈会检查我

们全家的牙齿。 如果我们有蛀牙，

妈妈就会很生气。

 妈妈是我最爱的人。如果没有

妈妈帮我,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最熟悉的人
徐艺诚     指导老师：李颖

 我最熟悉的人是我的姐姐。她

叫徐艺婷，比我大三岁，已经十四岁

了。姐姐比我高很多，总是梳着一条

马尾辫。姐姐现在读九年级，每天都

有很多功课要做，还要准备测验和

考试，常常要很晚才睡觉。姐姐最喜

欢游泳。她加入了游泳队，并已坚持

了近五年。最近姐姐又参加了校游

泳队。一周她要去游泳训练五六次，

有时还要去比赛。不管她有多么多

功课，姐姐肯定不会放弃游泳训练。

有时她要早上六点就要到校进行体

能训练，周末也不能像我一样睡懒

觉。但是姐姐从不叫苦叫累。除游泳

以外，姐姐还喜欢画画。 她的画画

得非常好。 姐姐画画时，可以在画

架前一坐坐上几个小时。

 姐姐对我很好。她总是让着我，

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 每次爸爸妈

妈更新计算机，我总是拿新的，姐姐

用旧的。 姐姐知道我爱吃，所以总

是把好吃的留给我。我一有学习上

的问题， 我就问姐姐，她都会很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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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教我。天气很好的时候我们去

外面玩儿。她也会陪我打网球。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

小事吵架。不过， 不一会儿， 我们就

又和好了。 

 记得有一次，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一早醒来，发现床头有一张纸，

上面写着：“祝生日快乐， 致我的弟

弟！” 妈妈告诉我，那是姐姐早上

去学校前留下的。我一下子觉得有

姐姐真好！

 这就是我的姐姐。 我爱我的姐

姐。 

我最熟悉的人

刘爱琳     指导老师：李颖

 我最熟悉的人是弟弟，因为我

和弟弟呆在一起玩的时间最多。我

们有时候很友好，有时候会斗嘴。弟

弟五岁半，他是一个很爱说话，很爱

动小男孩。他很聪明很可爱，很多人

都很喜欢他。

 这个寒假我们全家去了佛罗里

达,去坐西加勒比海邮轮。我们的计

划是开车去佛罗里达。我们路过西

佛吉尼亚，拜访了爸爸妈妈的好朋

友。晚上在朋友家吃一顿丰盛的晚

餐，我们第一次尝到了熊肉。连弟弟

也勇敢地尝试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往南开。爸爸

开车很累，而我们就坐在车里玩游

戏。弟弟不哭不闹，他很乖，妈妈表

扬了他。第三天我们到了佛罗里达。

我们在候机厅里远远的就看到了我

们的船停在码头。弟弟已经等不及

了。我们一上船,弟弟和我就去看一

看每一层有什么。弟弟看到了有带

滑滑梯的游泳池。他拉着我换上游

泳衣就去那里玩了。但是他没有到

规定高度,不让上去。弟弟很听话,不

哭不闹地去了旁边的游泳池。

 船带着我们到了开曼岛。我们

下了船,坐上了小快艇来到了海边。

我们穿上了救生衣，带上潜水镜。

我和姐姐先下了水去看沉船。弟弟

跟着爸爸也勇敢地跳了下去，由于

风很大弟弟游不动，妈妈带着他回

到了快艇上。最后快艇又带我们来

到另外一处海滨。这次弟弟勇敢地

跳进海里去看热带鱼。当他看到一

条蓝色的小鱼时,高兴地叫了起来：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第四天船带我们来到了墨西哥

科苏梅尔岛。我们去了海豚馆，和海

豚一起游泳。弟弟一开始有一点害

怕，但后来他还是勇敢地跟海豚一

起玩耍。最后他爱上了海豚，他恨不

得把海豚带回家。

 我们渡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寒

假。在回家的路上弟弟一个人偷偷

地哭了。妈妈问他为什么哭。弟弟伤

心地回答：“我不想回家，我还想继

续过这个快乐的假期。”我们都被逗

乐了。

我最熟悉的人
陈尔雅     指导老师：李颖

 我最熟悉的人最喜欢的颜色

是金色，最喜欢的玩具是 Lego。我

最熟悉的人最喜欢的英文电视剧

是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少

年突变体忍者乌龟）和 SpongeBob 

Squarepants（海绵宝宝方裤)。我最熟

悉的人现在上三年级了。

 我最熟悉的人就是我的弟弟。

他的名字是陈粲然，但在家我我不

叫他陈儏然，我叫我弟弟 -- 洛洛，

因为他的小名是洛洛。我弟弟是我

最熟悉的人 , 因为每天放学我都要

跟他在一起。

 我弟弟有黑色头发，棕色的眼

睛，大大的耳朵。我和他都带眼镜 , 

我们也都特别喜欢看书和吃糖。我

们俩老告对方的状，所以妈妈爸爸

知道所有我们干的坏事儿。

 有时候，我弟弟会很烦人，老乱

动我的东西。他也有很大的脾气，一

不高兴就哭或摔东西。每一年，我都

觉得我弟弟变得更成熟了一点。有

时候我弟弟也很好玩儿。我有空的

时候会跟他玩儿一些游戏。

Jolly
钮微微     指导老师：李颖

 Jolly 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

她有白色的毛，还有咖啡色的点点，

真好看！在一个烧烤聚会上，我看

见了她,就一下子喜欢上了她。大人

们在说话的时候，我就会跟Jolly 玩。

聚会完了以后，我特别舍不得她。我

问了她的主人 ，可不可以让她在我

家住一个礼拜。我的妈妈一开始是

拒绝的，可是 Jolly 的主人帮我说服

了她。我觉得特别开心也特别兴奋。

 我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盼到暑

假了。那一天，门鈴响了。我迫不及

待地跑到门前。Jolly 被主人牵进來

了。Jolly 好像还记得我。她拼命地想

让我抱她。我于是抱起她开始了一

段日日为伴的日子。

 从那天起，我跟 Jolly 每天都过

着快乐的日子。早晨，Jolly 就会叫我

起床。然后我就每天都会带她去散

步。一开始，我觉的捡狗屎很臭。可

是，我每天还是坚持去做。我们散完

步之后，我就会跟她一起玩儿。有时

候，Jolly 还会咬着球，追着我，让我

跟她玩。我和爸爸买了很多给 Jolly 

的玩具，如果 Jolly 能完成漂亮动作

的话，我还会奖赏她呢！有一次，爸

爸在沙发上睡着了，Jolly 就跑到他

身上，也睡了起来。Jolly 真可爱！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做蛋糕。我

一开车库门，Jolly 就冲出去了。她以

为我们要出去玩呢。等我把蛋糕放

进烤箱里以后，我不得不又带她回

到家里。这件事，害得我笑了好久。

 通过这段时间和 Jolly 的相处，

我越来越喜欢狗了。这个夏天是我

最难忘的。Jolly 走了以后，我非常

想念她。我也很期待着下个暑假快

点到来。我期望我还可以跟 Jolly 玩

儿。

我最熟悉的人
郁亦翔     指导老师：李颖

 在我的世界里有很多人， 比如 

妈妈，爸爸，姐姐，老师，同学，等等

等等。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最熟悉的

人是Fluffy。其实 Fluffy是一只狗，我

们一年半前把她买回来，从此她是

我们家的一员， 我们和她越来越熟

悉了。

 Fluffy是一只日本柴犬，她的毛

黑白相间非常漂亮，她的眉毛是棕

黄的。fluffy是在2015年的复活节那

天出生的。她的舌头上有一块黑色

的斑记，这让我们感觉她非常特殊。

 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她也

会起来，等着我们放她到后院玩。有

时我们会晚起，她一点声音也不出，

耐心地地等着我们起床。我和她经

常一起在后院玩，玩捉迷藏，踢足

球，扔网球，她也会抓别的动物，但

是松鼠会吓得急急忙忙爬上树。然

后我会给她擦擦脚，放她进屋玩。我

们会一起看电视，一起吃饭，一起摊

在地上睡一觉。她也很喜欢我给她

做按摩，每次按摩的时候，她会躺在

地毯上四脚朝天，舌头耷拉着非常

享受的样子，非常可爱。我们不让她

上楼，她会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

偷地跑上去，我们发现的时候会叫

她的名字，她会像做错事一样沿着

楼梯悄悄地溜下来。

 Fluffy 虽然是一只狗，但是我们

和她越来越亲，她就像我们家庭的

一员，我感觉她是我最熟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