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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主办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残疾人。其中几千万人是盲人，他们很多人一生最大

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看清妈妈的样子。 

  但是我要说，这些盲人是幸运的，因为，至少他们还有亲人来牵挂。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数千万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其中又有一部分是孤儿，从记事起就

没见过父母的样子。如果有个人，能让他们叫上一声妈妈，便足以让他们幸福得热

泪横流。 

  但是，这些孤儿也是幸运的，因为，至少他们很健康。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3/10的人患有慢性疾病。还有2000多万重症患者，整天躺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

理。在发展中国家，每年约有8万儿童被人贩子拐走，打折双腿，弄瞎或是弄哑，

沦为乞讨的工具。 

  但是，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至少他们还有生命。要知道，全世界每6秒就有

一名儿童死于饥饿或相关疾病，另外，平均每天还有160人死于飞来横祸。比如坐

在家里，被天上落下一架飞机砸死，或者被晴天一个响雷劈死，或者看流星时被一

颗陨石击毙。每天早晨穿着整洁的衬衫，提着公文包精神抖擞去上班的人当中，就

有千分之一的人晚上进不了家门。 

  但是，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终于死了。再也不用受折磨了。要知道。这

个世界上还有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当中，有的人身体已经溃烂，有的要

靠一根导管，借助机器维持生命，有的成了植物人。据报道，一名英国男子被他的

妻子斩去四肢，关在地下室生活13年，朋友们还以为他失踪了。 

  现在想想，你遇到的那点痛，算什么！ 

引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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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坦白》 

无辜却被判死刑。 

有罪却逍遥法外。 

一个骇人听闻的悲剧。 

 在John Grisham 十月二十六日的新书，《坦白》中，Grisham强烈地抨击了死

刑的残酷。Grisham 是一位擅长写作关于司法审判的畅销书作家。新书《坦白》把他

对司法的剖析带到了新的深度。 

 在这部书里，Donte Drumm 因屈打成招成了杀人犯。他被叛了死刑，做了八年

的死囚。故事从这里开始。在他被执行注射死刑的四天前，在另外一个州，真正的罪魁

祸首，Travis Boyette，对一位牧师承认了自己的罪过。Boyette已经得了脑瘤，而且

已只有数月可活了。他说他想在死之前，为 Drumm洗清冤屈。在仅剩的四天里，

Boyette和这位牧师为了救将要蒙冤而死的Drumm寻找线索。 

 书的内容很震撼。Grisham呈现了司法制度很可怕的一面, 竟然可以轻易地夺去

一个人的自由，甚至他的生命。他批判了法庭对生命的轻视并且痛斥了死刑的惨无人

道。书中说到，对于一个无辜之人，成为死囚是对灵魂的折磨。通过全面地描写Drumm

这八年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的无助和彻底绝望，这部书展示了发生在Drumm身上的司法

悲剧。 Grisham 巧妙地用一个无辜之人来描写死刑的过程，让这个刑法显得更可怕，

让人不寒而栗。同时，这部作品也提到了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Drumm是黑人，

Boyette是白人。Grisham想要表达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 

 

 《坦白》传达了超越故事本身的启示。它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司法审判制度的怀疑

，甚至，让人们重新审视现有的审判制度。 

引用：徐徐馨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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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费尔普斯：一个成功的运动员 

你肯定曾经听说过麦克费尔普斯。 他从七岁开始游泳，一直到现在。他在巴尔的摩长大并且在

那里学习游泳的。他十五岁就获得了资格参加奥运会。虽然是他没有拿到金银铜，他拿了第五名的好

成绩。麦克第一次破世界纪录是在二零零一年。还没到十六岁的他就破了两百米蝶泳的世界纪录。他

已经参加了三个奥运会：2000、 2004 和2008。 

在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麦克费尔普斯拿了八个金牌。他怎么获得八个金牌呢？他刻苦训练：

每天训练六个小时，每个星期六次。每星期他游大概五十个英里。他每天有两次按摩。 

麦克也吃得很多因为他每天游泳。他每天吃大约有12000卡路里的食物。一般的人要吃2000卡路

里。但是因为他有很快的新陈代谢，他的身体能快速的转化固体能量。他的早餐包括三个煎蛋三明

治，烤面包，稀饭，和咖啡。他的早餐的卡路里能比正常人一天吃的还多。 

费尔普斯的身体结构很适于游泳。比起其他的游泳运动员，他的身体产生三分之一的乳酸， 所

以他不感觉累。 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他的翼展比他的身高还要长。他的心脏供血量是一般同年男子

的两倍。 

当然，不管如何，他的成功地秘诀最终取决于他的努力和勤奋。 

作者：王亮 



 

 从前，有个小孩，

他的工作是放羊。 每一

天他坐在山上看着羊。有

一天，他没事情做，觉得

很无聊。突然，他想出来

个办法，如果狼来了，人

们就会来救他。那么一定

会很好玩。于是他就大声

叫起来， “狼来

了！！ 狼来

了！！”村里的人

一听到，就拿武

器，赶到山上。他

们一到，看见那个

小孩躺在石头上笑

着看着他们，羊也

好好的。村里的人

知道他骗了他们，

都气死了，就下山

回家。第二天，那

个小孩，觉得昨天

挺好玩，又叫了起

来。村人又跑到山

上准备救那个孩

子。但是当他们到达山顶

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孩

子又骗了他们。他们恨恨

的走了。笑了一会，那牧

童才起来干活。环顾四

周，这时候他真的看到了

一只狼向他慢慢的走过来

了，那个小孩惊慌失措，

大声叫道， “狼真的来

了！！救命啊！！”过了

一会儿，没人来帮他， 

村里的人都认为他在说

谎。那个小孩一看情形不

对就跑了。他到了村里，

村民们才发现他刚才在说

实话，就赶快上山。可惜

的是，他们都太晚了，狼

把羊都吃了。 

引用：王韵桦 

              童话故事：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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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肉包子 

一、发面 

用到了400克面粉、190ml温牛奶、20ml白糖、3ml盐、7ml酵母（酵母稍稍多一点没关系） 

温牛奶和白糖混合均匀，放入酵母化开，静置5分钟以后，酵母活跃起来。 

将酵母倒入容器中，加入面粉、盐，先不要揉，先用筷子搅拌成片状。 

接着下手揉，说是要达到三光，尽量做到面光、盆光、手光，不过我揉出来的面团，从来没有像网上那些高手揉

的那么光滑，但是做到手光盆光这应该就够了，面团只要不沾手就行，表面是不是很光滑这个应该不影响发

酵。 

容器有盖子就盖上盖子，不然就用保鲜膜封一下，放在差不多30-30度处发酵，夏天就正好室温，我一般是发一

个小时，面团发至原来的1.5倍到2倍大，呈现蜂窝状。 

把发起来的面团按瘪，再揉面团，主要是为了排气，揉光滑了放着，这时候馅

儿也做好了，接下来就准备包包子了。 

二、发面空挡调馅儿： 

用到了 

a:猪肉（最好要带点肥肉）、葱 

b:盐、糖、蚝油、料酒、香油、生抽 

c:别误会，味全果汁瓶里的不是果汁哈，是自制素高汤 

猪肉剁成馅儿，也可放入料理机中绞，葱切葱花，将葱花放入肉馅中，放生抽

（根据个人口味）、盐、少许糖（可以提味儿）、少许蚝油、料酒、芝麻

油。 

用筷子朝一个方向不停搅拌，期间加入适量素高汤，搅拌上劲。因为这次加了

些素高汤，馅儿比较湿的，趁面还在发，所以我将馅儿放冰箱半个小时。 

三、包包子 

将面团揉成长条。切成大小差不多的剂子，大小随便，主要就是你想要包子的大小，擀皮儿，中间厚，四周薄，

尽量圆，均匀一些，四周做到尽量薄一些 

取馅儿放到皮中间，新手可以少放点儿。，这个关系到包子褶子及收口好不好看。 

收口。有两种，一个是碗口形，还有一种是是奶嘴儿形，我今天这个是碗口形的。 

四、蒸包子： 

蒸笼垫上蒸笼垫，将包好的包子排好，包子与包子中间留些空隙，盖上盖子，放置20分钟左右，二次发酵。 

冷水起蒸，15到20分钟，关火，2、3分钟之后打开即可。蒸第二锅的时候一定要把第一锅的热水倒掉换冷水蒸。 

 

引用：王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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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语 

   1. 铁路整齐有两行，               2. 兄弟两个一样长，              3.  头戴小帽子， 

两行路程一样长。                  一起工作一起忙。                  身穿花袍子。 

只见一辆小车过，                  冷冷热热都经过，                  为了搞卫生， 

两行铁轨变一行。                  酸甜苦辣一起尝。                  天天挤肚子。 

 

打一个生活用品                   打一个生活用品                  打一个生活用品 

 

   4．小鸟飞来把山抱，        5. 四面有山却不显，             6. 红口袋， 

小山遮住小鸟脚。           二日碰头头相连。                绿口袋。 

此山原在水中立，           居家一共有十口，                有人怕， 

风吹浪打不动摇。           两王横行在中原。                有人爱。 

 

 打一个字               打一个字                         打一个植物 

 

    7． 一只山羊不像样，              8. 两点两土两个口，          9.去头是字，去尾是字， 

        眼睛长在尾巴上。                 不论贫富家家有。              头尾全去还是字。 

            

   打一个字                         打一个字                         打一个字 

谜底下一页揭晓 

引用：方宇安 

 



第三期 Page 8 

第七页：谜底 

1．拉链 

2.筷子 

3. 牙膏 

4. 岛 

5. 田 

6. 辣椒 

7.着 

8. 墙 

  脑筋急转弯 

1） 一只小白猫掉进河里了，一只小黑猫把它救了上来。请问：小白猫上岸后的第一

句话是什么 ?  

2）在什么时候1+2不等于3？ 

3）什么东西越热越爱出来？ 

4）如果诸葛亮活着，世界现在会有什么不同？ 

5）什么东西往上升永远掉不下来？ 

6）什么鸡没有翅膀？ 

7）什么东西有两个脑袋六条腿，一根尾巴七双手，还会边走边叫？  

8）从来没见过的爷爷他是什么爷爷？ 

9）大熊猫一生中的最大遗憾是什么？  

10）谁最喜欢添油加醋？？  

 

谜底请见此页底 

第八页： 谜底 

1. 喵 2. 算错了的时候 3.汗 4. 会多一个人 5. 年龄 6. 田鸡 7. 怪物 8. 老天爷 9. 

没有彩色照片 10.厨师 

引用：李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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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区 

本期题目：孙老师该不该给那些在路上乞讨的乞丐捐钱？ 

辩论区是我们报纸最新推出的栏目。在这个栏目里，我们的编辑运用自己所学的辩论技巧来争论自己的看

法。之后，孙老师给每一个编辑作出评论，解说每个人的长处和弱点。 

你兜里的零钱和路上的人们有没有缘 

 

谭宇啸 

  

 自从2008 年美国进入经济危机之后，在大马路上的乞讨的人们越来越多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拿着一个牌子，上面陈述着他们

的经历和乞讨的原因。很多人可怜这些不幸的乞丐并且把兜里的钱捐给他们,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认为有些乞丐在投机取巧，利用人类

的怜悯心来赚钱。  

 在我看来，这些街头的人应该得到帮助，而且从我们兜里拿出一些钱来援助他们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捐钱的两种后果。其一：这钱被那些急需用钱的人用来救急，所以这钱捐的就很有意义。在我们手里，这钱有可能就是那被遗忘在卧室

旮旯里的几块钱。但是对那些乞讨的人来说，这些钱很可能就把他们一家从饥饿和死亡的边缘拽了回来。从口袋里拿出几块钱做一件大

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其二： 这钱被一些投机取巧的人拿走了。 但是，想想看，这又能对你有多大伤害呢？甚至，你完全可

以把这种假乞丐看做为布衣演员。他们在街上卖艺（假乞讨），所以我们把钱给了他们当作观众费了。很多人会感觉到非常不平衡，认

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一些骗子骗走了。但是，他们很明显的忽略了后果一，也就是那钱被用来真正救急了。 

还有的人认为因为假乞丐占大多数， 所以没有必要捐钱给这些骗子们。可是，这些人也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乞讨的动机。

事实上，有几个人愿意在街头丢人显眼，向他人低头乞讨？人都有自尊心，当一个人向他人请求施舍的时候，这个人失去的自尊不是用

金钱能来衡量的（除非你是和尚，以乞讨为生）。最终，只有那些被逼到绝路的人和那些没有一点自尊心的人才肯去街头乞讨。所以，

你捐的钱还是很可能被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们拿走了。 

三国演义里刘备死前留给他儿子 刘禅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浓缩了我关于街头乞丐辩论的

主题 。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人的龌龊用心来停止我们对不幸的人的关爱。不要以为你的零钱帮助不了他人，反而，要知道,有的时候一片

小小的爱心可以温暖一个人的一生! 

作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我认为应该把兜里的零钱捐给那些街头乞丐. 

 

孙老师点评：题目新颖，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精彩，

结论明白。这是一篇相当出色，不乏闪烁点的好文章。 而且文中无

懈可击的论述，和对历史自如的引用，令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位高中

生之手。老师为此高兴不已，而且颇有成就感。 

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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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张艺臻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站在路边拿着一个很烂的袋子要钱，我们应不应该给他们钱呢？我认为应该给这些乞丐钱。现在美国经济衰退，

大约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失业的人很难再找到一份工作。 National Survey of Homeless Assistance 

Providers and clients 说这些失业人中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一个月前有过一份工作。但由于那份工作不够稳定，他们很快又失去了工

作,只得上街乞讨维持生活。如果你给一位乞丐钱,你能帮助他们度过眼前的难关，让他对生命充满更多的希望。等美国经济复苏了，他

们还能工作，还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为人类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在十三世纪,中国有一位伟大的皇帝朱元璋。他自幼贫寒，父母都死于瘟疫，孤苦无依，成了一位乞丐。后来他被一位和尚收留，

这位好心的和尚还教他知识和文化。最后朱元璋成就了一番霸业，建立了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试想如果那时候没人

收养他，他还能成为一个皇帝吗？ 

    我们应该拿出一点钱给这些没家没工作的人；哪怕是几毛钱都能保住那天的一顿饭。他们是不知道是否能吃下一顿饭,还是饿着肚

子睡觉。无论是多少钱，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就足够了，我们的一点帮助能让他们对生活充满新的希望。“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

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应该得到帮助 

 

孙安洁 

       

 最近一年多来,  美国的经济很不景气 . 失业的人非常非常多 , 已经超过了10%.  我和妈妈经常出去见到无家可归的人在路旁

边要钱 , 很可怜的样子. 我们经常会给一点钱 , 可是朋友们都说不应该给 . 他们说这些人失业是他们自己不好 , 懒惰 , 不努

力,'好吃懒做’.朋友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 .  我还是觉得失业的人很可怜 ,  应该得到帮助 . 

 第一 , 自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的经济非常糟糕. 很多公司倒闭 , 失业率已经超过10%, 是几十年来最高的 . 失

业的人没钱付房子的贷款, 所以银行就把房子收走了. 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而是没办法. 他们和我们一

样生活在设个世界上,  如果他们需要钱度过难关, 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助他们 . 

 第二  ,  现在工作很难找 . 冬天又要来了 .  他们没住处，没吃的 , 很可能会被冷死或饿死 .  如果我们能给一点点钱, 

帮他们度过最困难的时候, 就能救他们一命.  

 第三 ,  尽管我们自己也不是很富裕 ,  但是能给一点小钱, 让他们吃一顿饱饭 ,  我们

心里也会舒服一点. 

 当然, 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主要是靠美国政府的努力, 政府要把经济搞好. 给穷人好一点的

福利. 我们能做到只是一点应急情况下的帮助,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尽力地帮助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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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 

 应不应该帮助乞丐？ 

王俐婷 

         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不好，很多人没工作，没钱。在美国的社会下，如果没钱就没办法生存。没钱就没有吃的，又没有住的

地方。如果没有这两个基本必需品，那人怎么生活？很多的乞丐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乞讨。我们的生活很舒适，帮一帮人家不会改变

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帮助还将给生活中缺少温暖的人一点安慰。 

        有钱捐给乞丐是我们的一个能力。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才赚到钱，可是很多乞丐可能是因为没钱就没上大学，或是找不

到任何能做的工作。如果我们赚的钱超出我们的需要，捐一点钱给他们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而这份善良却能使一个人坚强的生活下

去。很多人会说没工作是乞丐自己的错，同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谚语并没有错，不过，假如你连买钓竿的钱都没有呢？ 

        很多乞丐可能是因为之前生活的不幸，有的是无法适应平民生活的老兵。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的经历所以并不了解他们的痛苦。

离开战场，他们已经习惯每天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从军队回来找不到工作，被迫沦为乞丐。还有些人小时候就没钱，住的地

方也不好，影响了学习。学习不好，就没办法读大学，没有办法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所以现在依然贫困，自能过乞丐的生活。 

        虽然他们当中有些是骗人的，但绝大部分人是真的没办法才会去乞讨。现在，寒冷的冬天很快就要到了，很多乞丐可能会因为

没有人相信他们，或者得不到需要的帮助而挨饿受冻。当我们生活在自己温暖的家里，应该想一想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并且伸出援

助之手帮一帮他们，救他们一命！ 

 

       孙老师点评：观点明确，感情真实，文章中对乞丐和贫困阶层的人们充满了同情，表现出作者

的善良和爱心。文章有比较强的说服力，而且有自己的思考，非常难得，应该说是一篇很不错的文

章。不足之处是文章还缺少一些条理，有些观点和描述重复出现，另外，语言还不够简练。 

给路上的穷人前总会是好事吗？ 

李玉杰 

我们经常能会在路上看到有人举着牌子。他们说，他们没有钱，又有很多孩子，需要帮助。我是看到爸爸一般都会给钱然后妈

妈有时候不会给钱。为什吗是这样？我们应该不应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呢？ 

 

爸爸说每次他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他打开窗户问这个人，为什么人家穷，和用这些钱用在什么。我也相信这是最好的办法。妈

妈是少次给钱因为他怕这些钱会跑到坏人的手里去，然后坏人会把钱划在烟酒等等。这样，妈妈给的钱对我们的社没有帮助，只有损

失。这有点像东郭先生和郎的故事一样。“千万不要可怜这些坏东西。”妈妈很聪明，因为它总是不会可怜坏人。妈妈的办法是给组织

食品，钱和衣服。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钱放在好的地方，不是在坏人的手里。 

 

给路上的穷人钱肯能使一个危险的注意，最好捐给组织，所以保重你的钱会满满地帮助人生活。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机会过一个

满意的生活！ 

 

孙老师点评：观点明确。但论据和论证缺少条理。另外语言过于口语化，不够简练清楚，希望

参考其他的文章认真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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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是否应该施舍？ 

徐徐馨埜 

        因为近几年美国经济的衰落， 美国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无家可归之人越来越多。因无家可归，在路边乞

讨的人也就渐渐普遍。据统计，目前在美国已有三百五十万人无家可归。面对这些在路边乞讨的人，我们应不应该施舍？ 

        我认为在从自己腰包掏钱之前，先要考虑下面一些因素。第一，如果是二十岁到五十岁的年轻或中年人，我们就不应该给钱因

为他们至少还可以靠体力找到工作，而乞讨不是他们唯一能生存的方式。乞讨只能表现出他们的懒惰。更进一步讲，给钱只能让他们更

依赖乞讨。 

        第二，很多年轻人无家可归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在美国，百分之六十五的无家可归是因为酗酒，还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因吸毒所

造成的。这些人对自己不负责任，所以他们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为它们的行为负责任。所以，面对这些年轻人，我们不应该给钱。 

        虽说不能给年轻人钱，但如果碰到高龄的老人或是瘫痪或残废的人，钱是应该给的。这些人已经没有办法谋生，乞讨是唯一的

方法。他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牵扯着社会的命脉。当我们对他们不理不睬的时候，我们是在制自己的社会于不顾。所以，为了不让

社会衰落，给他们钱是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 

        当然，凡事没有绝对。统计告诉我们有很多人假装无家可归， 而且当我们给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这些钱是否真正

用在了该用的地方。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钱捐给可信赖的组织，比如说，避难所，募捐，等等，这样会让善款发挥最大的效能。 

        所以，我们要根据情况不同，采取不同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孙老师点评：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极其有力，而且层次分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

语言干净利索，毫不拖泥带水，显示出你很强的语言把握能力。这是一篇

出色，难得的文章，老师非常喜欢。 

 

反方 
      王亮 

在当今美国的经济中，由于预算削减和其他金融问题使许多工人失去了工作。因此，迫使许多人行街乞讨。然而，对于那些行

乞街头的人们，我不认为人们应该捐钱给无家可归的人或失去工作的人，因为他们不仅是在浪费时间，而且会助长乞丐好吃懒做的行

为。原因在于： 

首先，乞讨是一种浪费时间，人们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寻找工作，这将为人们提供一个比乞讨更为稳定的收入。对于那些

流浪乞讨人员来说，他们可以使用大好的时间在网上搜索，努力找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大街上。 

另外，如果人们把钱给乞丐，乞丐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当收入，使他们活得跟好。其实，乞丐就像失败的银行，尽管政府

救助他们，但他们并不一定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责任。长此下去，他们将继续乞讨，成为路人的烦恼。 

总之，我们不应该送钱给乞丐，如果下次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不要给他们钱，想想他们可能有的是时间，应该去做更有意

义的事情。 

 

孙老师点评：论点比较明确，条理比较清楚，但论据和论证不够充分，从而影响了文章的说服

力。另外，个别地方语言不够流畅，让人不明所以。希望你多向其他同学学习，老师相信你一定可以

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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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穷人去学钓鱼而不是送鱼给他们吃 

 

李美人 

 

我经常在路口看到一些人举着牌子向路人乞讨。有些过路的行人心生怜悯，纷纷施舍给他们钱，也有人说不

应该给他们钱。而我认为不应该给街头乞讨的人钱。  

也许，有些乞丐可能是真的有困难，需要人们伸出手来帮助他们；也许，有些乞丐只是好逸恶劳，只想依靠

别人的施舍来生活。如果真的有困难，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条鱼只能解一时之饥，却不能

解长久之饥，如果想永远有鱼吃，那就要学会钓鱼的方法。首先， 这些乞丐应该去找工作，而不是在街头伸手向行

人乞讨。这些乞丐中，好多人年轻力壮，他们是可以工作的，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和家人。有些乞丐乔装打扮，装得

很可怜的样子，以获取像孙老师这样的来往行人的同情。  

其次，给街头乞丐捐钱，有可能会助长他们不劳而获的思想。他们还有可能用这些钱去买毒品或烟酒。如果

我们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我们可以通过慈善机构捐款。给穷人提供就业机会、职业训练，这样可以帮助他

们从根本上脱离贫困。  

另外，美国政府给美国穷人很多帮助和救济。比如，发给他们“食品劵”。四口之家可以得到668美元的食

品劵。而且，他们还可以得到房屋补贴，免费医疗和税收补助。穷人的孩子还可以享受在学校的免费早、午餐等

等。  

因此，我认为帮助穷人就要帮助他们学会钓鱼，而不是送鱼给他们吃。  

 
 

 

孙老师点评： 

题目新颖、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谨、很有说服力，而且语言简练，毫不 

拖泥带水，是一篇相当不错的文章。唯一遗憾是应该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

故事简要叙述一下，因为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而且，这样一来，你的文章也会

更有趣味、更加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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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师该不该帮路上乞讨的人？ 

方宇安 

 

 孙老师经常在路口送钱给那些不幸失业，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家的人。我认为他不该这样做。 

 

如果每个人不给钱那些乞讨的人，他们就会积极地去找工作，去挣钱  活他们的家人。如果他

们真的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应该去领取政府救济金。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把大家给的钱用在养家糊口上面。如果他们用那些过来的钱去买酒或者

可卡因之类的毒品，那他们就成了酒鬼或者吸毒者，那他们永远都不会去找工作了。并且可能从此失

去工作的能力。这样给他们钱就是害了他们。 

 

我认为孙老师把钱给那些路上乞讨的人不是在帮助他们，而是在害他们，所以孙老师不应该这

么做，而应该把钱捐给有关机构，通过它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不应该给乞丐钱 

敬馨仪 

        我觉得不应该给乞丐钱。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用你给他的钱干什么。如果他真的需要帮

助，那么他们可以去一个专门帮助他们的机构。还有他们可以去找一个简单的工作帮助自己，也可以

学一些东西。总而言之我很可能不给乞丐钱。 

 

孙老师点评： 

        观点清楚，明白。只是证据和论证过于简单，影响了说服力。另外没有标

题。总的感觉与议论文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希望下次作文会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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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徐徐馨埜，是Thomas S. Wootton 高中十二年级的学生。我三年

前从博城中文学校毕业，现在是十一/十二年级的教师助理。学习不同的语言是

我的爱好。我可以讲中文，日文，英文，同时也在学校学法文和西班牙文。 

一位比较高的女孩，一头披肩的黑发，有时带着一副眼镜。她是谁哪？是我：

张艺臻。 

我有很多爱好。但我特别喜欢阅读各种书籍。我往往一开始读一本书就无法放

下了，我就跟着书里的人物一起高兴或一起悲哀。我不仅喜欢读幻想小说，我

也喜欢读关于历史，科学，动物等等的书籍。我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当我读一

本很感人的书后，我常常要读好几遍；再过一段时间后，我又要读那本书，让

我对那本书有新的看法。我在读书中，我的世界观也在改变。尽管我很爱读书

我也很喜欢写作，打排球，画画，摄影，听音乐，弹钢琴，吹长笛和短笛等

等。 

 大家好！我叫谭宇啸。我是我们博城中文学校学生组织星光报的主编。我是Tho

mas S. Wootton 高中十一年级的学生。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我们中文学校学生报的主编。因为孙殿涛老师的 

精心辅导，我学会了如何巧妙的运用中文来表达我自己的想法。 

关于我自己，我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虽然不能过目不忘，但是很多书和它们

的精髓已经被我牢牢记住。平常时间，我还爱拉二胡自娱自乐。我从八岁就开

始学习二胡，至今已学了七年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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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孙安洁，今年13 岁。 我喜欢跳舞、读书和画画。我现在博城中文学校读9年级,在

Thomas S Wootton 高中读9年级。 

王亮，十四岁，出生在密西根州。今年九月从新泽西搬到马里兰州，是罗伯特.佛罗斯中学八年级的学

生。现在博城中文学校读八年级。平时喜欢游泳、读书和打篮球，也非常喜欢交朋友。是洛城游泳队

的队员，也是数学兴趣小组的成员。  

敬馨仪，十一岁；现在上六年级，在中文学校上七年级。有时间的话喜欢看电影，但很多时候妈妈拒

绝带我去电影院，所以只好在家看电视。也喜欢画画，尽管有的时候画的不太好。冬天喜欢滑雪，夏

天爱打羽毛球：一年四季都滑冰。也像很多小孩一样弹钢琴。每周星期天上中文学校  

我叫李美人，今年十二岁了。我已经在博城中文学

校学了八年中文。我喜欢音乐和体育，我在刚刚结

束的第三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中获得C组刀术比

赛的金牌。我还喜欢打网球和游泳。我也喜欢弹钢

琴和吹黑管。  

大家好，我是十二岁的李玉杰。这是我第二年给星光报写文章了。我在博城

中文学校上过了五年，现在上八年级。我在Herbert Hoover MS 上学。我爱

打篮球，吹黑管和弹钢琴。我有一个爱玩的小弟弟叫李玉文。我长大以后想

当一个电脑设计家。我很激动，能给我们学校的报纸写文章！ 

我是方宇安，今年十三岁，现在 Herbert Hoover 

中学读八年级。我最喜欢的课外活动是唱歌、跳舞和吹笛子。 

特别是跳舞，我每个星期跳两次，已经跳了五年。 

另外，数学课是我最喜欢的课之一， 

因为我喜欢做数学题目，我也喜欢英文课，因为我很爱写文章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