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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共行旅

我班里的同学们

小时候，妈妈带我回了中国。
来到了中国，就似乎是踏入了新的世界。看到的人、遇见的事、吃的东西，都从来没
见过；跟熟悉的新西兰截然不同，我不是很适应。一栋一栋的小木房变成了高大的玻璃
塔，云窗雾槛。平静的马路变成了繁华的街道，人山人海，走路时都要从人群中穿过去。
可是虽然不适应，我心里似乎很期盼这一场旅行能给我带来什么新鲜有趣的见识。
有一天，妈妈的朋友请我们去吃北京菜。我们来到了一家中菜馆，门口挂了许多又大
又红的灯笼，散发出温暖的灯光。天气寒冷，妈妈的朋友急忙地把我们拉进餐馆里。
当时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餐馆里许多桌子上铺满了香喷喷的正宗北京菜。人们围着
桌子一边吃一边喝，说说笑笑，气氛十分热闹。餐馆不仅气氛好，装潢也非常特殊，让我
大开眼界。里面的装潢大气，设计里面融入了许多中国古典的元素。
一位招待员带我们穿过了一条庭院式的走廊，来到了一个古色古
香的八仙桌旁。位置极好，既幽静，又能享受到餐馆里热闹的气氛。精
巧繁复的菜来到桌子上让我忍不住地流口水，我迫不及待地开饭啦！我
二话没说，拿起筷子，准备夹菜。突然，我愣住了。在新西兰生活了这
么多年，吃饭时都是用勺的，筷子从没有碰过，我也不会用啊！于是，
我拽了妈妈衣服的袖子，急忙地叫：“妈妈！你能帮我拿一个勺吗？”妈
妈用温柔的语气回答：“宝贝，来到中国，要入乡随俗，尝试新东西！”
我坚决反对，妈妈无奈地离开桌子，去找服务员要勺子。
等妈妈拿勺子的时侯，我抬起了头，不远处看到了一个跟我差不多
一样大的女孩。她穿着校服，低着头，专心致志地用筷子夹盘子里的
菜。她用筷子的样子突然点亮了我心中默默的渴望。
不知不觉地，我的小手又握起了刚刚抛弃的筷子，慢慢悠悠地开始夹美
味的北京菜，吃得不亦乐乎，心底也暗暗欢喜。妈妈回来时，面露惊
讶：“宝贝，你怎么用筷子了？不是嫌麻烦吗？”
我眯起小眼睛，微微笑起来，看着妈妈说：“入乡随俗嘛！”
每一次旅行中，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不适应的时候是不可避免
的。重要的是要学会尝试，学会入乡随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开阔眼
界，增长见识，享受到旅游最忠实的目的。

我们3班有30个学生，其中17个女生，13个男生。同学们个个都很有趣，有好几位是我
非常要好的朋友。每个同学都像一颗小星星，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光彩：最高的、最
聪明的、进步最大的、写文章最好的、跑得超快的……
在我们学校里，我们班应该是最最出色的吧？不信，听听下面的介绍，你就会知道的!
“哈哈哈！”这笑声每天都充满我们的整个教室。没错！这是我们班同学被“开心果”Abby
逗笑的笑声。说到Abby，我就会脱口而出两个字：“搞笑。”你肯定会不相信：“骗人！”但
事实上你错了。Abby吃饭时会逗我们笑，走路时会搞笑，做作业时会逗我们笑，就连上
课时也会偷偷地笑。记得有一次课间，我们在走廊上玩游戏。游戏刚开始不久，不知道谁
大叫一声：“哎呀！”我们立马跑过去看出了什么事，原来是Abby不小心撞到墙了。她瘫倒
在地，我轻轻地扶起她，并且着急地问：“Abby，你没事吧？受伤了
吗？”忽然，只听得“噗哧”一声，Abby开始哈哈大笑，这时旁边有个同
学问：“她没事吧，是摔傻了吗？”
“加油！加油！”这呐喊声是打哪儿来的？原来是我们班上的Emrys
正和八年级同学赛跑呢！看他的样子就知道，这场比赛，他肯定赢！
只见他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飞奔而去，速度快得不得了，我们班同学
兴奋得快要晕倒了!果真如此，他真的得了第一名！我们打心里为他欢
呼、喝彩。
再说一个——Kerala。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个高高的鼻子，小
嘴红润得像饱满的樱桃，漂亮极了！
虽然她做事总是慢吞吞的，但她还是有闪光点的。她是一个热爱劳
动、有责任感的同学。记得她当小领导的时候，很负责任。有一天，我
和Lora、Loema在抄笔记，她过来问我们说：“抄完了吗？”我们异口同
声地说：“没——有。”她就耐心地等啊等。过了一会儿，我们告诉她我
们抄完了，她就把白板擦得像新的一样干净，然后认真地检查起卫生
来。每节课铃声一响，她总是早早地来到了教室，把门打开，我们来到
教室后，看到上午还是垃圾成堆的教室，现在已经变得一尘不染，我们
又可以在整洁的教室里学习了。
我们班的同学怎么样？是不是很独特呢？

张瀛心—15岁—初中第五册

指导老师：杨颖

任宁宁—11岁—第十册
时铭谦 - 12岁 －彩色铅笔

指导老师： 肖庆明

去神雕山动物园

逛台湾美食街

回到了中国，我特别兴奋！
今天我们要去神雕山动物园。
天气特别给力，昨天还是寒
风刺骨、雾霾阴冷的，今天却
微风清冽，太阳照在身上暖洋
洋的。早上九点多，舅舅、舅
妈和雯雯姐姐就来接我们了。
到神雕山动物园大约两个半
小时的车程。路上车不多，因
为是冬天，路边有些许未融化
的积雪，树木都已经枯掉，只
有干巴巴的树枝在微风中瑟瑟
发抖。景色是有些单调，但是
沿途高架的动车轨道如蛟龙
般，气势非凡，成排的巨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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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电风车甚是壮观，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舅妈给我们带了好多好吃的：有超软的威化饼、小小的超萌蛋糕、各种水果，还
有雯雯姐姐亲手做的网红软糖。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神雕山动物园。
动物园的大门非常独特。它依山而开，巨大的山崖上雕刻着很多动物图案，因为
是立体的，所以动物们看起来栩栩如生，我们立刻就被吸引住了——这是我到过的
动物园中最有创意、最壮观的入口——我迫不及待地拉着大家进入园中。
我们先去看了老虎、狮子、猎豹和其他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它们似乎都很悠闲，
有的在慢慢踱步，有的在享受着这难得的冬日阳光，全然没有凶猛残暴的感觉。只
是当它们偶尔警觉地一抬头，还是那么威风凛凛，令人心惊胆战。
过了虎山，我们来到狒狒的“行宫”。喂食狒狒需要买专门的食物，工作人员告诉
我们不要擅自喂食，否则容易遭到狒狒们的围攻，很危险。狒狒们果然很聪明，看
到我们手里有吃的，马上来到我们跟前，伸出手讨要吃的。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我们把食物丢给狒狒们。可能由于食物分配不均，一群狒狒厮打起来，领头的一只
狒狒露出大而尖利的獠牙，低吼一声，它手下的狒狒们立刻群起而应，还发出令人
惊惧的声音。我从来没见过狒狒打架，被这个场面吓呆了，好在工作人员用严厉的
叫声制止了一场即将展开的大撕斗。有惊无险！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赶快撤
退。
来到猩猩馆，一进门我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醋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馆内在熏醋
杀灭病菌，以保护游客和猩猩的健康。猩猩们非常友好，憨憨的，一副老实巴交的
样子。最令人惊艳的是——有一只猩猩居然会跳街舞！它非常灵活，做出许多蛮有
难度的动作。我们热烈拍掌和兴奋的样子更是大大刺激了它的表现欲。它稍事休
息，又狂跳起来，大手把地拍得啪啪山响，简直帅呆了！
神雕山动物园给我留下了难忘、美好的回忆。我会时时想起那些动物们，它们现
在可好吗？希望大家在享受动物们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同时，都爱护动物、保护动
物，让它们也能享受到生命的美好！

不知不觉来到台湾已经两周了。今天，我们一家人来到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夜市，叫九份老
街。它坐落在山坡上，背靠着山，面向着大海。
这天的天气非常的不好，不但吹起大风还下起了傾盆大雨，幸运的是我们都有自备雨具。我
们到达时大概是下午五点左右，已经有许多人慢慢地走向被五颜六色的霓红灯装饰得十分耀眼的
入口，街道由一片片石板砌成，两旁聚集着各种特色小店家。当我刚踏入街口，耳旁就传来店家
们的吆喝声，各种食物的香气迎面扑来，放眼望去数不完的美食让我眼花缭乱。
我最喜欢的台湾美食是卤肉饭加卤蛋，我一次可以吃两大碗。我们一边开心地逛着街一边津
津有味地吃着手上的小吃。突然，听到爸爸说：“爷爷呢？”我们立刻向周围看了一圈，Oh！No！
爷爷不见了！妈妈紧张地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爸爸平静地回答说：“妈妈先带哥哥和弟弟
回旅馆等消息，奶奶和我一起找爷爷，大家保持电话联系。”
天渐渐地黑了，妈妈带着弟弟和我急急忙忙地赶回旅馆。弟弟和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炸尤
鱼，妈妈拿着电话走来走去等爸爸的消息。这时候一阵急速的敲门声传来，我急忙跑过去打开门
一看，原来是被雨水淋得像落汤鸡的爷爷。妈妈叫爷爷赶快去洗热水澡，不要感冒了，同时打电
话告诉爸爸，爷爷已经回来了。原来爷爷是去找厕所的路上迷了路，幸亏他还知道回旅馆的路，
不然就要找警察叔叔帮忙了。
今天在九份老街我吃到了我最爱的卤肉饭，也买到了我最爱的超人模型，虽然中间发生了一
点儿小插曲，但是这天也成为了这个假期最难忘的一天。

张翘楚—13岁—第十册

伍彦樑—12岁—第八册

指导老师： 肖庆明

谢聪宪—13岁—第五册

我的家庭

指导老师：

李俊华

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里有爸爸、妈妈、奶奶、妹妹和我。
我的爸爸长得高高瘦瘦的，头发和眼睛黑黑的。爸爸平时喜欢读书和看报纸，我家桌子上总是
摆满了报纸。每逢星期六下午我上中文课，他都会叫我去学校附近的太平超市拿中文报纸。有一
次，我心不在焉，少了拿一份报纸，爸爸很生气。第二天，我赶紧去超市把那份报纸取回来给爸
爸。
妈妈有很多爱好，比如读书、种花、唱歌等。她最喜欢的是跳健身操。每天早上妈妈会打开电
视，播放音乐，开始跳舞。她常常在早上吵醒我，我戏称她为我的“起床闹钟”。妈妈的身形健美，
不胖也不瘦。妈妈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每当开心的时候，她的眼睛就会笑得像弯弯的月亮；她
生气时，眼睛像红色的火球。
妹妹今年虽然四岁了，但是她的举止像一个婴儿，动不动就大哭，还老是来烦我，也不喜欢分
享。她一笑嘴角就会出现一对好看的酒窝，露出整齐的白牙，它们亮亮的，很可爱。妹妹很喜欢
唱歌，她常常把幼儿园学的歌唱给我们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笑。有一次，她喜欢上了一首电
影主题曲，她很认真地学。练习了几个星期之后，她终于会唱了，我们都为她感到高兴。
我喜欢打网球、读书、吃东西，还有在网上和朋友交流。我最喜欢用电脑啦！我每个星期有三次
机会用电脑，我利用这些时间学习电脑的功能、玩游戏、看youtube。我在youtube上看人们玩一个
电脑游戏，它名叫“fortnite”。“fortnite”是个多人玩的游戏。在游戏里，有一百个人在一辆会飞的
公共汽车上跳出去，地上有很多杀人的武器，最后生存的人是赢家。
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
指导老师：

肖庆明

我的宠物——小猫Charlie和Blue

做蛋糕

它们的眼睛，像湛蓝的天空；它们的皮毛，像云朵一样柔软；它们的鼻子湿湿润润
的，好可爱；它们跳起来的时候，可以比你跳得高；它们落下的时候，悄无声息；它们
跑起来像闪电一样的快；它们的爪子，尖利得像刀刃一样锋利。
它们中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妹妹，而我——就是它们的“妈妈”。
我非常爱它们两个，有的时候，它们不是很听我的话，会抓我，但是我一点儿也不介
意。
它们是谁？为什么我这么爱它们？它们就是我的猫咪宝贝——Charlie和Blue。.
让我来回忆一下……
那是在2017年10月9日，一只特别帅的小猫出生了，它很小，但是非常的可爱。我一看
到Charlie的照片，就央求爸爸妈妈带我到它的家里去看它。一见到它，我好兴奋，它也
很好奇地偏着头打量着我。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宝贝就是它了。我们迫不及待地把
它从它的主人家手里买了下来，带回了家，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Charlie。
我们给它准备了一间小屋子，在里面给它放了吃的、喝的、一张大床、一些玩具，当
然不能少了它的厕所。Charlie是一只非常安静乖巧的小猫，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吃货！
我们每次给它的食物，用不了多久它就能一扫而光。它越吃越胖，现在才一岁半的它，
走路的时候，肚子都贴到地上啦！但是，不管它有多胖，它在我眼里都是一只最帅的酷
猫，我是越来越爱它了。
再来说说另外一只小可爱吧！
“相宜！看！这只小猫咪有多可爱！”Charlie半岁以后的一天，我妈妈指着微信上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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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对我说。我定睛一看，是一只娇娇弱弱的小猫咪。它的皮毛洁白洁白的，小脚丫子和耳朵
是嫩嫩的粉红色，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它。等待了很煎熬的几个星期以后，它终于长到可以离开它的妈妈了。在一个周五的晚上，
它就正式成为我的第二个宝贝，我们给它起名为Blue。
带Blue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抱着它，它乖乖地依偎在我的怀里，一动也不动。一到家，我把Blue放到它的粉红色新床上，叫
Charlie过来认识一下它的小妹妹。Charlie一开始还以为Blue是一个小玩具，它用爪子去推推Blue，它没想到的是，Blue竟然站了
起来！吓得Charlie倒退了一步。Charlie站在原地观察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走上去，轻轻地舔Blue的耳朵，还抱了抱它。我们用
Charlie的碗喂Blue饭，Charlie也没有生气。第一天见面，它们就成了好朋友。
现在Charlie已经一岁半，Blue还有九天就一岁了，我和它们俩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最有意思的是，我给Charlie买了酷
酷的牛仔服，给Blue买了漂亮的公主裙，每一次我给它们穿上衣服的时候，它们就不知道怎么走路。尤其是Charlie，它根本就不
敢走路，而是像一条毛毛虫一样在地上匍匐前进，每次我都被它逗得哈哈大笑。它脸上的表情就是被虐待了一样，楚楚可怜地
看着我，似乎在说：“真的吗？我要穿这个奇怪的东西吗？你不许笑我！你不要虐待我！”我想，那个时候，如果Charlie会说话的
话，一定会告诉我，它要离家出走。
在它们小的时候，一到晚上，我们就在楼梯口放一个大画框，把它们留在楼下睡觉，不让它们半夜上二楼来吵我们。谁知道，
随着Blue越长越大，大画框再也挡不住它了，它可以轻轻松松地随便跳过去。晚上我们都睡了以后，Blue想上楼就随时跳上来，
跑到我们床上要抱抱，可怜的吃货胖Charlie上不来，只能在画框前“喵喵喵”地叫。最后，我们实在被它们吵得不行了，突发奇
想，在车库给它们开辟出了一块地方做卧室。一到我们的睡觉时间，就把它们放到车库里，第二天再放出来。它们好像也是很喜
欢在那里睡觉。现在，每当我们说“Night！Night！Beddy time！”, 它们就主动进去睡觉了，真是聪明又善解人意！
每天我们一进门，都会看到Charlie和Blue在门前坐着等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很多时候还会过来围着我们转圈，蹭蹭我们
的腿，或者是翻身躺倒在地上，露出肚子要我们摸摸，它们的表情和举动，把我们的心都融化了。
我以前有一只狗宝贝叫Sydney，我们全家都很爱它。但是它在我六岁的时候死了。我到现在还是和以前一样爱它，也很想念
它。Charlie和Blue的加入，填补了失去Sydney给我带来的空缺感。
我爱我的两个小宝贝Charlie和Blue。

今天是星期六，早上阳光明媚，我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开
朗，因为妈妈买了一款家用蛋糕机，我早就想试试它是否有那么
神奇，是否能够做出美味可口的蛋糕，今天机会终于来了。虽然
一早起来我就饥肠辘辘，但是想到那诱人的蛋糕，我还是充满了
干劲。说做就做，我和妈妈一起先按照食谱准备材料：速溶咖
啡、白糖、炼奶、鸡蛋、自发粉、食用油等等。
第一道工序，就是要把鸡蛋打到盆里，我觉得自己不会打，
就让妈妈帮忙, 但妈妈说相信我一定可以。于是我就试着打了一
个，成功了！看来有些事做起来并不是想像中那么困难。接着我
把速溶咖啡、白糖、炼奶、油按照一定的量加进来搅拌。呈乳沫
状后，我又加入自发粉搅拌均习成糊状，再倒入量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待蛋糕机预热后我便把量杯中的
材料填入蛋糕机的卡通容器内。之后选择加热，我便一直盱着钟
表，一会儿看到烟雾飘渺，紧接着我便闻到一股咖啡的香味。我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盖子了，但我告诉自己，一旦这时打开
了，蛋糕就会发不起来，就会前功尽弃、半途而废。于是，我忍
了2分钟的时间，觉得仿佛过了一个小时。终于烟雾散尽，我打
开盖子的一瞬间，就看见那可爱的有些焦黄的卡通蛋糕。
啊，真香啊！我的蛋糕终于成功出炉了！

徐相宜—12岁—第十一册

李珠珠—12岁—第十册

指导老师：

肖庆明

邝嘉欣—12岁—第八册

我爱做手工

指导老师：陈夏云

我从小到大除了喜欢画画儿之外，最喜欢的就是做手工了。
在上小学期间，我就经常会用纸叠一些小动物、小衣服或者小裤
子等等。自从上了七年级以后，我就更加喜欢做手工了，因为我
们有一堂专门的手工课程，用不同的材料来做非常好看的生活用
品。
第一个学期我们做的是门铃。课程要求每个学生设计并制作
自己喜欢的门铃外形，挑选钟爱的门铃音乐。我选择的是花朵形
状外壳，做好后我就把它安装在了我的房间门外，当家人或朋友
准备进我的房间时，他们一定会按下按钮，音乐就会响起来，我
就知道是不是让他们进来。
第二个学期我们做的则是不同表盘的时钟。我精心设计制作
了一款五颜六色的时钟组成的表盘，安上黑色的时针、分针和红
色的秒针，再装上电池，一个漂亮的时钟就在我的巧手中诞生
了。我把它摆在我的漂亮小天地里，每天我都按照它的时间来安
排作息。
我希望在第三或第四个学期能够制作更加有趣的生活用品，做好
后还能当礼物送给我自己最爱的家人呢！
指导老师：孔琳琳

家

回中国

今天一回到家，我就问爸爸、妈妈和姐姐，什么是“家”？
妈妈回答说：“给你爱护和亲情的地方就是家。当你在外面遇上阴雨湿冷的天气，
觉得又冷又饿的时候，回到家总是会有人给你递上热乎乎的牛奶并嘱咐喝的时候小
点心别烫到。家，就是给你温暖，让你躲风避雨的、给你关爱的地方。”
姐姐回答说：“给你知识和友情的学校就是家。我有个得过自闭症的同学，他小
时候拒绝和任何人说话。除了家庭的帮助，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也一直给他讲故
事，带他做游戏。一开始他因为别人的嘲笑奚落不敢开口，后来在大家的鼓励下，
他慢慢变得爱笑爱说话。家，就是在你无助的时候，让你有信心战胜困难的地方。”
爸爸回答说：“让你愿意为它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祖国就是家。”二战时期，随
着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无数中国老百姓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难境地。有许多人
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义无反顾地选择参军打仗。社会上的商人、学生、工人、农
民们也纷纷加入抗战。大家万众一心抵御日寇，终于在多年后成功迎来了抗日战争
的胜利。家，就是在有外人侵犯的时候，给你信念和力量，让你有勇气挺身而出承
担责任的地方。
“家”是什么？听了大家的话，我觉得“家”
就是让我得到爱也需要付出爱的地方。

今天的美术课老师说要画贝壳，我
的脑海里马上就出现了蓝天、白云和沙
滩。
首先我们把背景画出来，我选择了
蓝色系列，因为那是大海的颜色。接着
我们开始练习画各种贝壳的造型，有扇
贝、海星、海螺，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
字的贝壳。当大家都专心致志地画着贝
壳，我们的老师Chris拿出一张大约1米
x10米长的白纸板，让我们涂上彩虹的
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
看起来美丽极了！老师Chris把这张七彩
钟丞阳 - 13岁 －水笔
纸板切割成十二张小纸板，我们从中选
择一张自己喜欢的，在上面描绘出各种贝壳的造型，然后把这些贝壳图案剪出来贴
在我们各自的背景图上。这时老师Chris把一整箱的贝壳放在桌子上说：“同学们，
你们从里面选一个自己觉得最特别的贝壳。”我立刻跑过去挑了一个叫不出名字但很
特别的贝壳，把它临摹在纸上。然后用刀子把画好的贝壳刻出来贴在画好的背景图
上，最后在它的周围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下课前，大家都把自己的画挂在墙上展示出来。

今天，我和爸爸的心情不同往日，非常兴奋——我们要回中国啦！
我们到达机场，拿着重重的行李，向妈妈和妹妹告别了。我们推着又大又沉的行李车去办理
登机手续，一位航空公司的叔叔帮我们托运了行李，办好了登机手续。
通过了安全检查之后，我们来到了热闹的候机大厅。大厅里有很多免税店，有的卖烟酒，有
的卖玩具和枕头，还有的卖好吃的。我和爸爸在候机厅里耐心等待。忽然，广播响了：“飞往香港
的CX117航班开始登机了，请旅客们带齐自己的行李物品到11号登机口登机。”我和爸爸向着登机
口走去。不久，我们登上了飞机，开启了前往中国的旅程。
在飞机上，透过舷窗我看到夜空中新西兰的美景，眼皮渐渐沉重，沉睡入梦。不知睡了多
久，一阵“哇哇哇”的婴儿哭声使我从梦中惊醒。一转眼，已是晚上十一点多，穿着航空公司制服
的小姐正在为旅客们服务。空姐友好地问我：“请问你需要什么吃的吗？”我好奇地问她：“请问菜
单上有什么呢？”她温柔地回答：“飞机上为你准备了牛肉套餐、鸡肉套餐、鱼肉套餐等。”我和爸
爸点了鸡肉套餐，鸡肉鲜美多汁，清爽可口！
第二天早上十点多，我们到达了香港机场，办理了出境手续。香港机场与新西兰的机场天差地别
啊！它比新西兰的机场大十倍！不久，我们坐巴士前往姑姑的家。一路上我发现，这里跟我们在
新西兰的独栋屋子不同，人们都住在高高的大楼里，每一栋楼都住满了人。香港很少有人开车，
人们大多坐地铁或公交车上班上学。
到了姑姑家，我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姑姑姑丈和青梅竹马的姐姐。和他们短暂聊天之后，爸爸便急
着要去办护照。我、爸爸还有姑丈到了一栋大楼。进去了以后，爸爸让我填一张表格，我就自己
填写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我写着写着，不小心写错了一个字，“哎呀，爸，我这里写错了怎么
办？”我着急地问爸爸。爸爸安慰我：“没事，把它划掉就行了。”我把表格填完了，又去拍了一张
照片，完了还要去按手印！
虽说我在香港没去很多地方游玩，但是，跟我姑姑和她的家人一起的这几天就已经让我感到很
开心啦。我吃了好多美味的当地小吃，见识了香港街道的繁华和热闹。香港的每一条街都人来人
往，车水马龙，商店里卖的东西玲琅满目，令我目不暇接。我尤其喜爱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海港
两岸一座座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彩灯在夜空中闪烁，璀璨而又迷人！这跟新西兰蓝天白云、牛
羊遍地的乡村风情截然不同。如果要我来形容她们，那我会说：“一个是大家闺秀，另一个是小家
碧玉。”
我们在香港玩了三天。离开香港那天，我和爸爸向着站在马路对面的姑姑和她的一家人依依不舍
挥手告别了。我和爸爸拿着行李上了公交车。下一站，我们要去爸爸的家乡——广东云浮。
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巴士，我们终于到达了爸爸的家乡云浮。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来过几次，可
如今我早已把这里的美景与亲人通通忘掉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好奇地想过：“爸爸的家乡是否只是
一个宁静朴实的小村子？还是一个十里桃花、歌舞升平的天堂？或者它像新西兰的一条非常热闹
的唐人街？”
到了云浮，一切都令我感到非常惊奇：她既不宁静也不热闹，也不是十里桃花。她古色古香，风
景怡人。第二天，我、爸爸和亲戚们去拜山了（“拜山”是广东俗语，意思是祭奠逝去的亲人们）
。这一次我们拜的是家族的祖先们。拜山时上山的路非常难走，在路上我们还遇见了几条蛇。因
为这里“危机重重”，所以爸爸便先把我送下山。晚上，我们在家烧烤，烧烤烤得非常入味，麻辣
鲜香！
在云浮我见到了小时候一起玩耍的表弟，大家都长大了，互相都认不出来了呢。我还见到了表姑
等很多亲戚。当我还没玩够，我们的中国八天之旅就结束了。我和爸爸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乡的
亲人，登机飞回新西兰。
我喜欢中国！我以后还会回去的。

谢德宪—11岁—第五册

董国鋆—12岁—第七册

楼珈吟—8岁—第六册

指导老师：杨颖

画贝壳

指导老师：李俊华

指导老师：肖庆明

Oscar的故事

我的哥哥

有一个叫Oscar的男孩，他八岁了，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他出生时少了一条胳膊。
他一直在家学习。但是有一天，他的父母希望他上学，因为他们认为他已经长大了。
上学的头一天晚上，Oscar的妈妈慢慢打开Oscar的房间门，走了进去。
“Oscar，你准备好明天上学的东西了么？”妈妈问他。“妈妈，我真的害怕明天去上学，同学们都要
欺负我。”Oscar说。“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妈妈问。“因为我没有胳膊呀！”Oscar说，“他
们会盯着我看。”Oscar又补充说。“让他们盯着你，你很强大，別担心，现在已经过了你的就寝时间
了，早点儿睡吧孩子，爸爸和妈妈都爱你。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妈妈说。“谢谢妈妈！我爱您，晚
安！”Oscar跟妈妈道了晚安。
“Oscar晚安。”Oscar的妈妈走出Oscar的房间，关了门。她走到了卧室跟Oscar的爸爸说：“你觉得他
会没事吗？”“他会没事的，明天早上，我会跟他说几句话。”Oscar的爸爸说。
第二天早上，Oscar吃完了早点，准备好了，抓起他的书包，离开了家。进了车子，他的爸妈都在
等着他。在乘车期间，他们三个聊了几句。
“你上学感到兴奋吗？”爸爸问他。“是啊，但我也很紧张。”Oscar听起来有些无奈。“孩子，如果他们
看着你，就让他们看看，不要管他们。”爸爸安慰他。“好吧，我怕他们会欺负我。”Oscar听起来没那
么不情愿了。“如果你有问题，回家后告诉我们。”爸爸鼓励他。
“我们到了。”妈妈说。“来，给我们一个拥抱，我们爱你。”爸妈说。“我也爱你们！”Oscar说。
Oscar向爸妈说“再见”，然后慢慢走向学校。他的妈妈和爸爸默默地看着他。
Oscar一走进学校大门，同学们开始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Oscar垂着头，看着地面，迅速走向他的
教室。他走到教室门口，班里每个人都停止说话，看着他，那一刻，他们都愣住了，上课铃响起，
老师走进来，看着Oscar，微笑着。
“今天我欢迎一个新同学来上课。”老师说。每个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Oscar。
“我不想在学校里了。”Oscar心里想。大家都不理他，Oscar感到悲伤和紧张。同学们有的忽略他，有
的嘲笑他，有的欺负他，没有孩子想和他一起玩或坐在
一起学习。
在午餐时间，Oscar排队等他的食物，一群年龄大的孩
子出现在Oscar背后。他们开始指指点点嘲笑他，Oscar
太害怕，不敢说什么。Oscar走过去取他的食物，可他
比别人慢。
背后一个大孩子说：“快点儿，你这个丑小子。”Oscar
看着大男孩。“你在看什么？”大男孩问。
大孩子们知道Oscar很害怕，他们认为把Oscar推倒
会很有趣。Oscar被推倒在地上，手中食物撒得到处
都是。坐在另一张餐桌上的Jack看到了，迅速跑向
Oscar，帮助他重新站起来，还把他身上的食物都擦干
净。Oscar问他为什么帮助他。Jack说：“因为我们都应
该被平等对待。”Oscar说：“我知道我不同的，我要感
谢你帮助我。”“没有问题。”Jack说。
从那天起，Jack和Oscar或一起玩，或坐在一起学习，
他们成为了一对好朋友。

我哥哥今年十九岁，在但尼丁奥塔哥大学学习，今年大一。
哥哥是个聪明的人，每次都能用他的超强大脑想出最难问题的答案。去年，他去奥克兰大学参加
奥克兰奥林匹克数学比赛。比赛前，他谁都没告诉。比赛那一天早晨，他终于告诉我们了。我心里
想：“啊？你去参加数学比赛？也没告诉我。”我有一点儿伤心，因为我们小时候，每次都会告诉对方
自己要干什么。我们甚至会告诉对方自己的秘密，但是不会告诉朋友或者爸爸妈妈。
我和爸爸送他到奥克兰大学参加比赛。到了奥克兰大学，他一走下车，我心里就想：“这是了，哥
哥现在要去考试了，他要跟奥克兰的十二和十三年级的学生比赛。如果其他人比他考得好呢？如果
他的成绩比不上别的人呢？”我看看看哥哥，又安慰自己：“不要担心他，他性格独立，会解决自己的
问题，不需要爸爸妈妈在他身边告诉他怎么做，相信哥哥会考得很好，并且能得到奖品。”哥哥下车
后，我对他说：“祝你考试好运，加油！”他回答：“谢谢妹妹！我一定会考到第一名！”
过了几个月，我放学回家，查看信箱里的信，发现里面被人塞进了一封大大的信，上面写着：“陈
本华收，寄件人：奥克兰大学。”我一看到那封信，就快快把它拿出来并跑进家门。哥哥正在房间里
安静地做作业，我跑到他跟前，喊：“哥哥！哥哥！看！你考试的成绩来了！”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说：“啊呀！我们一起看我的分数好吗？”我大笑，说：“好吧。”
只见信里面有一大张纸，纸上写着：“陈本华，奥林匹克数学比赛第五名。”纸下面贴了一张面值一
百块钱的代金券。我开心极了，转眼看到哥哥满脸都是笑意。我说：“哇！我要是考到第五名，也赢
到一百块钱就好啦！”他去告诉妈妈爸爸，他们也高兴极了，带我们去餐馆吃饭庆祝。
哥哥虽然聪明，但有时也很调皮。记得小时候的一天，下雨了，没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很无聊，哥
哥自言自语：“啊，今天下雨了，不能出去玩，要呆在家里，干什么好呢？”没多久，哥哥有了一个主
意，说：“想到了！我们可以跳蹦蹦床！”我回答：“可是下雨了，蹦蹦床肯定被雨淋湿了。”他滴溜着
眼睛看着爸爸妈妈的床。
他快快地爬上床，说：“快来！快来！”我跑到哥哥的面前，问：“你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上爸妈床
呢？爸妈发现会批评啊。”我一说完，他就开始在床上上下跳，越跳越快，边跳边说：“他们在看电
视，不会听到我们，你放心。”我的心跳加快了，心想：“如果爸爸妈妈知道我们在床上跳，会不会
打我们呢？”又想：“可是我闷了，没有什么好干。”我偷偷看爸爸妈妈正在干什么。只见妈妈在看杂
志，爸爸在看新闻。我转头看哥哥，他还在开心地跳来跳去。我想和哥哥一起跳，突然发现床上有
一本厚厚的书，我问哥哥：“要不要移开这本书？”他停下来，说：“别管它，快来跟我跳。”我听他这
么说，就跳上床和哥哥一起跳起来，我们比赛谁跳得更高更快。过了五分钟，我累了。
我从床上跳下来，对哥哥说：“你赢了！你赢了！我跳下来了。”哥哥大笑，还在继续跳。床上的厚
书被他一蹦，往墙上撞去，“BANG!”书不见了。我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它。后来，我抬头往墙上看，
看到上面有一个黑黑的洞。我叫了起来：“啊？！哥哥，床上的书去哪儿啦？”后来，我们发现墙上
有一个长方形的洞。“啊？书在那儿！”哥哥叫道，伸手去拿，可是够不到。他试了一次又一次，始终
拿不到书。最后，哥哥站起来，看了我一眼，喊起来：“爸爸！妈妈！妹妹往墙上打了个洞了！”并跑
向爸妈。我的心跳越来越快，心里想：“妈妈会骂我，即使不是我做的坏事。”这时房间门开了，我看
见爸爸和妈妈的眼睛盯着我。我大声地喊：“不是我！是哥哥！哥哥在床上跳，然后床上的书跳进墙
里了！”我说完，他们还是在看着我，不相信我。妈妈问：“你觉得哥哥会爬上床跳吗？他比你大，懂
事，不像你。”听了妈妈的话，我大哭着跑回我的房间去……
尽管哥哥有时候很调皮，可是他还是我的哥哥。我很想念他。我很想他快点儿从奥塔哥回到奥克
兰，跟我一起玩。我爱我的哥哥。

邵宇桐—12岁—第七册

陈楚雯—12岁—第八册

指导老师：肖庆明

王想想 - 14岁 －素描

指导老师：肖庆明

去韩国

去中国

2019年1月12号我们全家去韩国首尔旅游。
那天，飞机准时降落，我们顺利地拿到了行李，过了海关，入境韩国首尔。
一出机场，我首先感受到的是——首尔的冬天真冷啊！我们在外面刚走了一会儿，我的耳朵就被风吹得
生痛。
在首尔的第一天，我们先在住的附近转了一转，街上有好多化妆品店，路边还有好吃的可以买。
第二天，我们去了景福宫。景福宫有“韩国故宫”之称，它在繁华的首尔市中心的一角，有六百多年的历
史了，是韩国建国初期建造的第一座宫殿。我和姐姐穿上了韩服，走在景福宫的宫殿里，有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仿佛真的身处古代的韩国。之后，我们观看了景福宫守门将交接仪式，它好壮观。
晚上，我们去了热闹的广藏市场。市场里有好多小吃：有绿豆煎饼、生章鱼、生拌牛肉等。我们点了
炸鸡排、生章鱼等。生章鱼端上桌的时候，它的触角还在盘子里爬来爬去，好吓人啊！一开始我都不敢
吃它。爸爸先给我做了一个示范，他用筷子夹起一条章鱼的触角，我看见触角在爸爸的筷子之间上下扭
动，爸爸慢慢地把它放进嘴里，还吐出舌头让我看章鱼的触角在他舌头上蠕动的样子。我渐渐地消除了
害怕的心理，小心翼翼地夹起了一小块章鱼触角放进嘴里，我吓了一跳——我感觉到它在吸我的舌头！
它有一股香油的味道，清香可口。我最喜欢韩式炸鸡，它外皮很脆，里面的肉又很软，我爱它的蜂蜜口
味，不由得吃了一块又一块。
第三天，我们去吃海鲜，我吃了烤螃蟹腿、烤虾还有扇贝等，螃蟹腿好长啊——有三十多厘米长！
第四天是我们在韩国的最后一天。我们在购物街上买了很多护肤品和一些衣服，这些衣服和化妆品够我
臭美好一阵子的了。
几天的假期转眼过去了。我们在韩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来韩国玩。

在我脑海里，有许许多多难忘的事，但其中有一件最令我难忘，那就是我第一天上中学时的情景。
2015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新学校、新朋友、新教师和新环境。我将在这所学校学习七年，学校
名字叫St Mary’s College。
2月4号，十岁的我穿着蓝色的制服和黑色的鞋子走向学校，身上背着一个紫色的书包。踏进校门的那
一刻，我心中产生了复杂的感情。我很高兴到了新学校，但也非常紧张，因为新学校的一切对我来说都
是陌生的。有些同学是从同一所学校过来的，所以他们互相认识。我走进了一个大会堂，同学们在这里
被分派到各个班，我和27名学生一起组成7KRN班。我们的课室是一个科学教室，所以桌子是一排一排
的，我坐在第一排最左边，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同学。第一次坐在教室里，我对自己说:“我会喜欢上这个班
的。”
我在课室听着老师讲学校的规则，以及她的自我介绍。听完，我觉得这个老师很善良很温柔。她是我今
年的科学老师。
终于到午休时间了。我邀请了刚认识的同学过来跟我一起聊天、吃午餐。我们互相问：“怎么样？你喜欢
你的班么？你的老师是谁啊？”随着愉快的聊天，午休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虽然我认识的人不多，但感觉
每个人都非常友善和亲切。
下午，放学铃响了，终于放学了！我走出校门，一眼就看到我的外婆。我开心地走向她，然后一起上车
回家了。在车里我跟她讲这一天发生的事和我的新同学、新老师，还有我在新学校兴奋的心情。
面对新的生活、新的环境，我满怀期盼和兴奋，也有些不知所措。我相信只要我用心投入，用心做事，
用心对身边的人，一切都会顺利。

我要出发了。十年了，我终于可以再次回国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海口。
到了机场，我们托运了行李，就坐着等登机了。半个小时之后，广播
响了：“飞往中国的381航班可以开始登机了。”我们登上飞机后，广播
里一个亲切的声音说：“到中国要大概十六个小时。”广播完毕，飞机开
始滑动了，它慢慢地在跑道上滑行，越滑越快，我的耳朵响了起来。不
一会儿，飞机完全升上天空,开始平稳飞行了。 十六小时后，我们到达
深圳机场。
我们需要从深圳机场转飞，因为新西兰的飞机不能直达海口。办好了
转飞手续以后，我们在机场大厅找了一个地方休息，等待去海口的飞
机，等了一个多小时，广播响了：“飞往海口的飞机就要起飞了，请大
家拿好行李，到登机口登机。”爸爸、妈妈和我拿好了行李，走到登机
口。
在飞机上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海口。我非常累，因为那
时已经是早上一点了，我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我们取了行李，出了机
场，看到叔叔已在机场出口处等我们，他带我们去一个宾馆休息。
第二天，我们出发去看奶奶。我十年没有见她了，非常想她。我坐叔
叔的电动车去看她。到了奶奶家，我们敲了敲门。门打开后，我看到了
很多亲人，有奶奶、姑妈、阿姨，还有她们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说话、吃饭。我终于可以再跟他们聊天了，我很激动，将我
在新西兰的故事讲给她们听。奶奶说我现在懂事了。我非常爱她。
我们在海口住了一个月。父母跟我说，要去湖南旅游一下。我们从来
都没有去过湖南，所以决定去看一看。爸爸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乘坐火
车去湖南。我们收拾了一些衣服准备出发，叔叔送我们去火车站。我们
顺利坐上了火车，爸爸说大概要两个小时才到达湖南，他一说完，我就
想睡觉了。
到了湖南后，居然下雪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天气很冷，到处都
是冰，这让我想吃辣辣的东西了。我们先找了一个宾馆休息。
我们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跟着旅行团，我们去了很多有趣的地
方。我看到了猴子、古代的宝物、以前的战斗机，还有玉石。我们也要
去走玻璃桥，但是，天气太冷了，看不见路，很危险，所以没去，我很
伤心。下一次来时我们再去。我们也买了很多纪念品，吃了很多没吃过
的，我们每一餐必须要加很多辣椒，要不全身都会变得像冰块一样冷，
还好我喜欢吃辣的。旅行团结束后，我们回海口了。
我们在海口只能再待一个月，因为我一个月后就要上学。我不想走，
不过我需要回新西兰上课。离开海口前一天的晚上，奶奶特别为我做了
一顿超级晚餐，晚餐的每一样东西都非常好吃，我吃得很开心，大家都
祝我学习好，我非常感谢他们。
第二天早上四点半，我被叫醒了，我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前往机
场。飞机六点半起飞，飞往深圳。在飞机上，我再看一眼海口，可它被
云挡住了。
飞机到达深圳，我们办好了转飞手续，准备飞回新西兰。
坐在飞机上，我最后一次看看中国了，我很伤心。

高岚绮—15岁—第十一册

朱俊杰—14岁—第七册

底佳—10岁—第八册

第一天上中学

指导老师：肖庆明

指导老师：肖庆明

指导老师：肖庆明

在飞机上

难忘的一节课

去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去了中国，我们在飞机上一共呆了十二个小时。
前几个星期，我们一家子一直在忙着打包，我们带了衣服、毯子、玩具和很多其他的东西。要出发
的那天，我们一起把行李放在我朋友的爸爸的汽车后备箱里，我们对姥姥说了“再见”，就上车往机
场去了。我朋友的名字叫壮壮，他和我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们到了飞机场，我问妈妈：“我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妈妈回答我说：“好像是在晚上十点起
飞。”我又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过安检？”妈妈又回答说：“很快我们就要去过安检了。”我们去
推了两辆行李车，把行李箱都放上去，然后拿着登机牌和护照去托运行李。
行李上了传送带，登机手续也办完了，我们上楼去过安检。过了安检，我们就去看了一看机场的免
税店。过了一会儿，候机厅里的广播响了，我们的飞机要开始登机了，我们就拿好行李去登机了。
我们上了飞机，找到了座位，然后飞机慢慢地起飞了。我们开始看安全和逃生的视频，看完这些，
我可以看想看的电影或者玩小游戏。我看了一部电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醒来以后，妹妹和爸爸都已经醒了，我突然发现是一个声音把我叫醒了。哦，原来是我们边上的
一个小孩正在大声地哭，他的妈妈正在给他喂水。我把我前面的小电脑打开，看了一看时间，才六
点多钟，爸爸正在看一场电影，妈妈正在听音乐。我问妈妈：“早餐推车什么时候来？”妈妈回答我
说：“好像要在六、七点钟。”
早餐车来了，我要了面包、鸡蛋和牛奶。吃完了早餐以后，我玩了一会儿小游戏，当广播说飞机很
快就要降落了时，我很快地上了一趟厕所，然后回到了座位，过了几分钟，飞机就慢慢地降落了。
飞机一着陆，我和爸爸就开始去拿行李，拿完行李，就准备出机场——我们到达重庆啦!

上课了，铃声响起，我们班顿时变得鸡飞狗跳。
每当要上毛利语课的时候，我们班同学总是像一群正在菜市场吆喝叫卖的小
商贩——兴高采烈，又喊又叫，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你简直无法相像那样的情
景，所以大家都快要把毛利语老师给逼疯了呢！
我们的毛利老师是位中年毛利男人，名叫Matua。他的脾气很是不好，如果
我们惹他生气的话，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首先我们会被他叫去训导处罚站，之
后要在校园里捡二十件垃圾并拿到训导处验收和丢弃。
有一次，我们班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老师的儿子Ethan，竟然敢跟他的老
子——也就是他的毛利语老师——顶嘴！过程是这样的：当天的毛利语课是写作
文，写作文时，依着老师的性子，谁要敢在课堂上多说一句话，那就要被罚。
教室里安静得有点儿可怕，Ethan为了缓解一下寂静的气氛，夸张地伸了一
个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啊……哈哈……哈……”，还拖着长长的尾音，教
室里没有人回应他。他无聊地把作文本放在了隔壁同学的桌子上，开始和那个同
学聊起天来。不一会儿，当他转过身来时，一种可怕的气息正向他迎面扑来。
只见Matua老师手一抬，指向他，怒目圆睁，严厉地训斥：“Ethan，就你搞
特殊吗？别人都在那儿安静地写作文，而你却转头和别人说话！”
听到老师的训斥，有一些同学用怪怪的眼神看着Ethan。大家心里几乎都在
这样想：“Ethan一定会大哭一场！”因为，我们知道，他以前被老师训斥后，会
当场哭起来。不过，这次他好像并没有想要哭的意思呢。他嘴巴似乎失控了，竟
然对着老师大声地叫道：“我没有说话，是你看走眼了！”
同学们被他的话语惊呆了，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和自
己的爸爸顶嘴——他自己也应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
的吧？
此时的老师，脸面通红，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珠子像
要蹦出来似的。一气之下，老师打了Ethan一巴掌。不
会吧？老师竟然打了自己的儿子？还是在全班同学的
面前？
结果Ethan还嘴硬：“一点儿也不疼！”老师听了更是生
气，就用他那大手用力地拍打Ethan的手。清脆的一记
拍打声过后，全班同学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肯定被
吓到了吧？Ethan也当场脸色大变，流下了眼泪。看到
他的狼狈模样，全班同学——尤其是男生，不由得爆
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搞笑！我觉得
Ethan很可怜，而且老师也有点儿太过分了。Ethan跟
Matua沉默着，僵持着……
我觉得Ethan真是可怜，我的心情变得糟糕，真
希望以后别再发生这种事了。好好的毛利课，变成了
暴力课。当然，我也觉得顶嘴是不文明、不礼貌的行
为。希望Matua老师和Ethan父子俩好好儿沟通和解。
这一节课真让人难忘！

王皓阳—10岁—第七册

指导老师：肖庆明

我真高兴
今天我从学校领了一箱巧克力，里面有各种各样口味
的巧克力棒。我卖巧克力是为十一月份的学校营会募
捐。
我拿着这箱巧克力，兴奋地想：“我计划要卖三箱，
可以在网球俱乐部卖，也可以在车站卖！”当我和同学
交流卖巧克力经验的时候，Zack从后面走过，对我们
说：“你们可以卖巧克力给我妈妈，她好喜欢吃！”我心
花怒放，迫不及待地和Zack一起走去他家。
到了他家门前，Zack进去找他妈妈，告诉她Frank
在门外卖巧克力。她出来后，我就自我介绍，告诉她
我卖巧克力的原因。她微笑地从钱包拿出一张十块纸
币，一边递给我一边说：“我买十块巧克力。”我高兴
极了，快速数了十块巧克力并递给她。“谢谢！很谢谢
你！”我大声地说。
我觉得我的第一单买卖很顺利，我的信心顿时增加了
许多！啊，我今天真高兴！

方家仪 - 16岁 －水彩

伍彦樑—12岁—第八册

指导老师：肖庆明

任宁宁—11岁—第十册

指导老师：肖庆明

陈霖 - 11岁 －彩色铅笔
唐天翡 - 17岁 －素描

张韵娜 - 15岁 －素描

学生作品
林小玉 - 12岁 －水粉

王佳 - 11岁 －水彩

Fred - 15岁 －素描

马晓丹 - 14岁 －素描

杨依雯 - 13岁 －彩色铅笔

钟丞阳 - 13岁 －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