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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博成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主办 

作者：黎明（中国大学生） 

 

走进秋天，心里有一份喜悦。 

在告别了冬的含蓄、春的迷惑、夏的奔放， 

我们迎来了秋的宁静； 

 

走进秋天，心里有一份成熟。 

田野里麦子是那样的金黄，果园里果子是那样的饱满， 

森林里树木是那样的茁壮； 

  

走进秋天，心里有一份平静。 

没有酷暑的大汗淋漓，也没有严寒的天寒地冻， 

只有那夕阳下晚风吹来，丝丝凉意，心旷神怡。 

  

走进秋天，心里有一份感悟。 

时光匆匆，一切都会过去， 

如果没有冬的酝酿、春的播种、夏的忙碌， 

便不会有秋的收获。 

走进秋天，愿我们能把握住人生的每一天！ 

 



一只狼从陕康窜下来，想

找一只小动物当美餐。狼

来到小溪边，看见一只

小羊正在那儿喝水。狼

先吃小羊，就走到肖扬

跟前，故意找碴儿说：

“你把我喝的水弄脏

了，你安的什么心？”

小羊吃了一惊，温和地

说：“我怎么会把您喝

的水弄脏呢？您站在上

游，水从您那流到我这

来的。”狼瞧了瞧流

水，发现自己真的站在

上游，一时没有什么借

口可以说，只好凶狠地

跺了跺脚。狼想了想，

有瞪大了想要冒火的眼

睛，怒气冲冲地说：“你

好大的胆子！我听说去年

你在我背后说坏话！”可

怜的小羊喊道：“啊，亲

爱的狼先生，去年我还没

生下来呢！怎么能说您的

坏话哪？”狼逼近小羊，

大声嚷道：“你这个小坏

蛋！说我怀话的不是你就

是你的爸爸，反正都一

样。”狼不让小羊在说

话，就恶狠狠地向小羊扑

去。 小羊没

有那恶狼

快，一下子

就被抓住

了。狼一话

不说，就把

那小山羊吃

了。 

                童话故事：狼和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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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夏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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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李 

「李」源出有四。 

一 ; 据《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出自「嬴」姓。皋陶之后，世为大理(掌管刑法的狱官之长)，

以官为姓，春秋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因祖辈为理官，遂以理 「李」为氏，称李耳。 

二 ; 据「北史」所载，赵郡李氏，为赵将武安君之后，李左车其先也。 

三 ; 据「魏书」所载，后魏有代北鲜卑族复姓「叱李」氏，后改为汉字单姓「李」氏。 

四 ; 唐朝皇室姓「李」， 「李」遂为国姓。唐初开国元勋诸将徐，邴，安，杜，胡，弘，郭，麻，

鲜于，张，阿布，阿跌，舍利，董，罗，朱邪共十六姓(其中五家为复姓)赐与国姓「李」。此外还有

许多家族改为李氏，由此李氏人丁大增。  

篮球的发明者  

 你肯定打过篮球。篮球在世界上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体育运动。可是，

你想过篮球是谁发明的吗？篮球的发明者是James Nais-

mith。在11/6/1861，James Naismith出生在Almonte, Ontario, Can-

ada。James从小就不怎么喜欢上学。所以，他总是在打球。他特爱运动。每

个运动，James都会玩。可是，他大多数在玩橄榄球。James长大时，他在Sp

ringfield, Massachuset。的学校当一个体育教练。 

冬天来的时候，他要创作一个市内的运动。 那天，James Nais-

mith发明了篮球 。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用足球投到桃子筐里面。过了好几年，篮球需要你

把球投到一个10尺高的篮子。  篮球从此有了自己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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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蛋塔 

主持：王俐婷 

很容易做的蛋塔，你可以将吃剩的蛋塔放冰箱 

过后再吃，最长三天。你也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在蛋皮和馅里少放点糖；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多加

一点糖。希望你能喜欢！ 

准备材料 
 细砂糖 125克 

 面粉 375克 

 黄油 225克 

 鸡蛋 1只，打散 

 香草精 少许 

 白糖 135克 

 水 355毫升 

 鸡蛋 9只，打散 

 香草精 少许 

罐装炼乳 235毫升 

1 制作方法 
1. 在中号碗中，加细砂糖和 

面粉混合，再加黄油用叉子调匀。将鸡蛋和香草精搅散直到和进面团里。手感应该有点湿；如果太

干可以再加点黄油；如果太湿可多加点面粉。把面团扯成4厘米左 

右的小团，把小团压进模子以使其能装到底部；并且让其高出边沿。用两个手指将边捏成尖尖的形

状。 

2. 将烤箱预热到230摄氏 

度。在中号平底锅中加入白糖和水搅匀并烧开；加热至糖溶解，关火冷却至室温。将蛋浆用细筛筛

入糖浆，再加炼乳和香草精搅拌。将调好的馅用细筛筛入到蛋塔壳 中。 

在预热好的 烤箱中烤15-20分钟直到金黄且馅有点膨胀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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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奇遇 

     有一次，爸爸带小明出去玩。 

     他们来到小桥边，爸爸说：“这是泉水小溪。” 

     

 他们继续走，看见一只狗在啃骨头。爸爸说：“这叫狗啃骨头。” 

    他们看见一头大牛在欺负一头小牛。爸爸说：这叫大牛欺小牛。” 

    他们肚子饿了，来到一家餐馆。 

    爸爸刚喝了一杯酒，小明嚷道：“爸爸正在喝泉水小溪。” 

    爸爸吃起了肉，小明嚷道：“大家看，爸爸正在学狗啃骨头！” 

    爸爸火了，打了小明一巴掌。小明哭着说：“大牛欺小牛。”  

我没哭 

  小汤姆在家娇养惯了，好不容易捱到了上学年龄，妈妈送他到学校上学。 

  第一天上学回家，妈妈担心地问汤姆： 

  “在学校好吗？没有哭吧！” 

  汤姆回答： 

  “我才没有哭呢！我把老师弄哭了。”  



寓言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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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小金人最有价值？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小国的使者来到中国，向皇帝进献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小金人。这三个小金

人金壁辉煌，造型生动，皇帝爱不释手，喜欢极了。可是这个小国的使者出了一道题目，却难倒了许

多人。这个题目就是：三个小金人哪个最有价值？     

  

皇帝想了许多办法，请来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结果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办？中国这么大

一个国家，不会连这点小事都不懂吧？     

  最后，有一位退位的老臣说他有办法。     

  

皇帝将使者请到宫殿，老臣胸有成竹地拿着三根稻草。他首先把稻草插入第一个小金人的耳朵里，结

果稻草从小金人的另一只耳朵里出来了。插进第二个小金人耳朵的稻草从嘴里直接掉出来。而第三个

小金人，稻草进去后掉进了肚子里，再没有出来。老臣说：第三个小金人最有价值！使者默默无语，

因为老臣答对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上帝给我们两只耳朵一个嘴巴，本来就

是让我们多听少说的。善于倾听，才是人最基本的素质。 

知识窗  

为什么每个人的指纹不一样  

指纹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 而且指纹一旦形成， 

就成为某个人终生不变的一种标志。即使用火烫、用刀割、用化学药品腐蚀手指表面，

可是等伤口痊愈后，指纹依然不变。指纹由不同长短、形状、粗细、结构的纹线组成，

分斗、箕、弓三种基本类型。从指纹可看出遗传规律和某些疾病的迹象。如有一种先天

性痴愚病，这种病人的指纹便不同寻常。所以，科学家正不断探索研究利用指纹以及掌

纹和足底纹等诊断疾病。此外，科学家已研制出了一种“指纹钥匙” 

，这种“钥匙就”是人的指纹。只要用手指按一下设在门上的计算机，门就能自动打开

。  

http://www.10why.net/tag/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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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为什么喜欢穿深色衣服的人  

 蚊子多是喜欢弱光的，全暗或强光它都不喜欢。当然，由于蚊子种类的不同，它所喜爱的光的

强弱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伊蚊多半白天活动，而库蚊和按蚊多半在黄昏或黎明时活动。但不论是白

天活动还是晚间活动的蚊子，都是想躲避强光的。深色的衣服如深蓝色、咖啡色、黑色等，因为光线

较暗淡，适宜蚊子的生活习性，浅色衣服反射的光较强，对蚊子就有驱避作用。所以穿深色衣服要比

穿浅衣服的人更容易被蚊子叮咬。   

为什么跳蚤有惊人的跳跃能力？  

 跳蚤是昆虫世界的跳跃冠军。跳蚤跳高的世界记录是22厘米，跳远是33厘米，这一跳就是自己身长

的百倍，真是惊人。这是因为跳蚤的后足非常发达，足的长度比整个身子长，又特别粗壮。跳跃前，

肌肉发达的胫节紧靠腿节，然后用力收缩强大的胫节提肌，缩得越紧，伸展开来的力量就越强，跳得

也就越高。就像挥拳击打的原理一样，先将手臂收缩曲起， 然后再击出去会加大力量。 

跳蚤的跳跃与其他善跳昆虫相比，还有一个不同点：它的中足和前足也可后蹲，用来协调整个身子的

跳跃动作，这样，就更增强了它跳跃的力量。   

为什么孩子也会长白头发？  

 在我们头脑里好像有一个思维定式：凡是有白头发的，都是老人，但有时，也能见到长着白头

发的青年，这如何解释呢？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的头发为什么是黑的。 

那是因为在毛发根部的毛球和毛囊内含有黑色素的细胞，它们可以合成大量的黑色素颗粒，源源不断

地输送到毛发中去，使之变黑，也就是说黑色素颗粒越多，头发越黑，反之就会变浅，变白。使头发

变白的因素有：一、年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合成能力下降，使头发变白（人也逐渐衰老）

；二、遗传因素，有的家庭有少年白头的家族史，目前，遗传性的少白头还无法治疗；三、营养因素

，由于饮食中缺乏叶酸、维生素B或缺铜、锌等微量元素，都可以导致头发变白，并且干枯、易断；

四、环境因素，由于环境的污染，长期受到日光的暴晒，使头发变黄变白；五、精神因素，我国古人

很早就认识到了精神因素与白头的关系，精神压力过大易导致白发早生。综上所述，头发变白的原因

有很多，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期找出少年白头的原因，但尤其重要的是保持心情舒畅，心

胸开阔，注意防止精神因素导致的白发。  

http://www.10why.net/tag/昆虫
http://www.10why.net/tag/头发
http://www.10why.net/tag/衰老
http://www.10why.net/tag/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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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的时候 

      在此我去钢琴比赛那一天，我大哭了一下子。在春天的一个周末，我要去马达大学参加一个钢

琴比赛。我的爸爸妈妈和弟弟都跟我一起来，希望我能得到一个奖。他们失望了。当我到那表演舞台

的座位时，人山人海，有很多小朋友们都来了，跟我的目的一样，得到第一奖牌。过了几分钟比赛就

开始了。表演者和他们的家长都坐着看着孩子的表演。我觉得大家都谈得很好。改到我的时候，老师

说要收我的最先的曲子。我后悔了。我没有带最先的曲子所以裁判说我不能参加比赛只能给大家表演

。我太生气了，所以我就希腊哗啦的弹了一下琴。我表演玩的时候我更生气，更不好意思。我跑到外

面哭了一大把。我练了那吗长时间，准备得那么好，我还失败了。我要知道做什么事情都要准备好。 

描写我的爸爸 

夏宇轩 

      我的爸爸叫夏东翔，今年四十九岁，属老鼠。他是中等个子，脸是方方的，肩膀是宽宽的，皮

肤是白白的。脸上还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 

      爸爸是医学博士，在Norfolk,VA负责公共卫生实验室工作，所以不经常回来。但是每次回来都

会忙干家务活。比如除草，打扫卫生，买菜，带我和弟弟看 牙，给我配眼镜等等。他每次回来总会提

醒我要保护眼睛，少看电视。 

      爸爸爱好文学、历史、和地理。他用气宇轩昂的成语给我和弟弟起了名字：夏宇轩和夏宇昂。

爸爸特别喜欢京戏，小时候还曾经学过，所以他会唱几句，每次他唱的时候，引得我们大家都大笑起

来，非常开心。 

      爸爸喜欢吃面食，他也会做，所以经常做点心给我们吃。 爸爸还喜欢运动，每天坚持游泳一个

小时。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所以他的身体很壮，不胖。 

      我的爸爸很爱我们，我们也很爱他。 

李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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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