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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网站上人们可以互相

添加“写作朋友”，问问

题，计算他们的写作字数，

请教以前参加过此活动的作

者。网站上有一个专门为参

与者所设的论坛。 

“全国小说写作月”

不只是用网络联络的。每一

州都有“全国小说写作月”

的代表，在当地的图书馆主

办活动。这样，参与者就能

面对面地跟别的作者聊天和

讨论他们的写作。 

如果你自己对写作有

兴趣，应该考虑参加全国小

说写作月。只要十三岁以上

就能参加。想参加的人可以

在网上www.nanowrimo.org报

名。有可能你有一天会写出

一本了不起的小说！ 

Inside this issue: 

十一月终于到了！许多

人都知道，这是美国的“全国

小说写作月”(National 

Novel Writing Month

[NaNoWriMo])。今年，大约有

200,000人会参加这个活动。

许多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

的目的是在十一月的三十天之

内写一本50,000 字以上的小

说。大家开始拼命地写，顾不

上吃饭和睡觉，只想着人物，

情节，小说和结束，还有写到

那50,000 字的终点线。 

谁能达到这个50,000 

字数终点就是一个胜利者。人

们每天不停地想，不停地写。

这个活动不仅激励人们在三十

天之内写出来50,000 字的小

说，而且给喜欢写作的人们互

相勾通的机会。 

每个作者都会遇到困

难；写一本书不容易！有一个

好办法：参与者可以在“全国

小说写作月”的网站上跟别人

交流和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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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主办 

全国小说写作月  

作者：张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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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知道自己会干什么不

会干什么.可是, Detective 

Terry Holtz 老觉得他很

好。这两个警察开始工作

时，他们就开始抓坏人。抓

坏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

玩。他们有时候也不会抓啊

到坏人。这个电影拍得很

好，也很好玩。这两个警察

以后就越来越懂得自己和别

人的感觉就成了好朋友了。 

星光电影院 
作者：李玉杰 

 去年出了一个电影叫

The Other Guys。 这个电影

讲两个新的同学打算在纽约

当警察。纽约的交通很乱，

很多坏人也在偷东西。这两

个警察要好好合作起来才能

把纽约控制下来。可是，这

两个警察很不同。这两个同

学的个子，性格和态度都不

一样。Detective Allen Gam-

ble 是一个很平静的人， 

我很希望你能看到这个电

影，不想错过啊！ 

恩节。感恩节是

一个团圆的节

日。人们常常会

去亲戚或朋友家

吃晚饭，聊天，

玩游戏，等等。

但有些人就在自

己的家里过感恩

节。大家为什么

过感恩节呢？  

 1620 年，大约有100 

个朝圣者搭乘Mayflower船

来到了美国。 

感恩节 

作者：张立麓  

 

 1621年，有一个印第

安人叫Squanto 教会了这些

朝圣者怎么种菜。秋天的时

候，他们种了玉米，豆子，

南瓜，和许多别的东西。那

个印第安人的帮助让他们活

下来了，所以他们想庆祝他

们的成功。朝圣者们办了一

个特别大的盛宴，有鱼，水

果，鸭子，南瓜，豆子，玉

米，鹿，和鹅。那是一个很

快乐的日子。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

了，我们就要准备过感恩节

了！感恩节是十一月二十四

日。那天学生们不上课，所

以大家都可以开心地庆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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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什么有家医院从不给人

看病？  

6. 什么东西天气越热，它爬

的     越高？  

7. 什么只能加不能减？  
 

8.   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什  

么家? 

9. 两只狗赛跑，甲狗跑得

快，乙狗跑得慢，跑到

终点时，哪只狗出汗多?   

10. 为什么人们要到市场上

去？  

新童话故事：龟兔赛跑的故事 
李美人 选编 

（一） 

从前，有一只乌龟和

一只兔子在互相争辩谁跑得

快。他们决定来一场比赛分

高下，选定了路线，就此起

跑。 

   兔子带头冲出，跑了

一阵子，眼看它已遥遥领先

乌龟，心想，它可以在树下

坐一会儿，放松一下，然后

再继续比赛。 

   兔子很快地在树下就

睡着了，而一路上笨手笨脚

爬来的乌龟则超过了它，不

一会儿就爬到了终点，完成

比赛，成为货真价实的冠

军。 等兔子一觉醒来，才发

觉它输了。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

示是：缓慢且持续的人会赢

得比赛。这是从小伴随我们

长大的龟兔赛跑故事的版 

医院，救了那个小兔子。当它

知道小兔子没事的时候，又往

回跑。 

 这时，乌龟已经到了终

点，左看右看，没见到兔子。 

 “那个兔子是不是又睡

着了呢。哎呀。那个懒懒的兔

子呀，”乌龟心里想。过了几

分钟后，乌龟才看到兔子满头

大汗地跑了过来。 乌龟问兔

子：“你为什么才到啊？”这

时，兔妈妈也跑了过来，告诉

乌龟刚才发生的一切。乌龟一

听就说，“兔子，虽然我赢了

比赛，但是你助人为乐，才是

真正的冠军呀。” 

 从此以后，兔子和乌龟

就变成好朋友了。 

脑子急转弯 
张艺臻选编 

1. 在什么时候1+2不等于3？ 

2. 谁天天去看病？ 

3. 什么动物，你打死了它却

流了你的血？   

4. 用椰子和西瓜打头哪一个

比较痛？  
 

1．算错的时候  2。医生  3蚊子有  4。头比较痛  5。兽医院  6。水  7。年龄 8. 老人家  
 9. 狗不会出汗 10.因为市场不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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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二） 

   兔子当然因输了比赛

而感到失望，为此它仔细分

析了它失败的原因。它很清

楚，失败是因为它太自信，

大意，以及散漫。如果它不

自以为是，乌龟是不可能打

败它的。因此，它向乌龟挑

战，再来另一场比赛，而乌

龟也同意。这次，兔子全力

以赴，拼命地跑，快到终点

时，它听到哭声，转头一

看，一只兔妈妈正在抱着一

只小兔子。 

“小兔子玩儿的时候一不小

心把头撞在大树上出血了。

快帮我把孩子送到医院去

吧！”兔妈妈着急地说。 

 兔子想都没想就抱起

了小兔子赶紧往医院的方向

跑。兔子又拼命地跑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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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欧阳 

谭宇啸选编 

  

 出自姒姓，与欧阳

姓同宗，以封地名、侯爵

名为氏。夏朝帝王少康的

儿子无余，被封于会稽，

建立了越国，为诸侯国。

到春秋的时候被吴国给灭

掉了。十九年后，勾践又

复国。到勾践六世孙无疆

为越王的时候。被楚国所

灭，无疆的次子蹄被封于

乌程欧余山的南部，以山

南为阳，所以称为欧阳亭

侯，无疆的支庶子孙，于

是以封地山名和封爵名为

姓氏，形成了欧、欧阳、

欧侯三个姓氏。  

欧阳氏是春秋时代著名的

越王勾践的后裔。欧阳氏

与欧（区）氏同出一源，

都是越王无疆的子孙，而

越王无疆，则是距今2400

多年前越王勾践的七世

孙。欧阳氏的得姓，大约

有2000年的历史。根据

《路氏》上的记载说，越

王无疆的次子，被封于乌

程欧余山的南边，后代中

有欧氏，欧阳氏。根据

《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

载，欧阳姓出自姒姓，夏

帝少康的庶子，受封于会

稽，传至越王无疆时，为

楚国所灭，无疆的儿子

蹄，改封乌程欧余山南

方，为欧阳亭侯，子孙就

以欧阳为氏。据《郡望百

家姓》记载，欧阳氏望族

居于渤海郡，就是现在的

河北省沧县。由此可见，

欧阳氏和欧氏同出一源，

都是越王无疆的子孙，而

越王无疆，根据考证，则

是距今3000多年前越王勾

践的七世孙。换言之，欧

阳氏和欧的得姓历史，大

致4000-5000多年。故欧阳

氏后人尊无疆为欧阳姓的

得姓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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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语 

敬馨仪选编 

 

2.不是男孩  

打一个字  

3.朋友一半  

打一个字    

4。牛过独木桥  

打一个字  

1．必  2。姓  3。有  4。生  5。糖  6。水  7。地图  

 

6.不洗真干净， 

  洗洗不干净； 

  不洗有人吃， 

  洗了无人用。 

打一个喝的  

7.高山不见一棵树， 

  平地不见半寸土， 

  五湖四海没有人， 

  世界各国在眼前。 

打一个东西 

5.颜色白白，  

  像雪不是雪； 

  味道甜甜，  

  像蜜不是蜜。 

打一个食品  

1.一剑穿心  

打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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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 

引用：傅东东 

离家一百五十公里 

 一个很苦恼的人问

心理医生，他说：“大

夫，我和妻子都是脾气很

暴躁的人。我们不吵架，

日子就过不去。应该怎么

办？” 

“根本原因是精力过剩。

我建议你一天至少要步行

十公里。两星期之后打电

话告诉我。”医生说。 

 两个月之后，病人

打电话给心理医生，兴奋

的通过话筒对医生喊到：

“谢谢你，大夫，这一切

简直太了不起了！” 

“和夫人怎么样？还吵架

吗？” 

“当然不吵了，要知道我

已经离家一百五十公里远

了。” 

表扬 

“妈妈，家长会上老师表

扬我没有？”山姆问，

“没有，听了半天也没有

听到你的名字。”妈妈答

道。 

“那老师念完同学的名字

后说等等没有?” 

“说了。”妈妈答。 

“那不是表扬了我吗？我

就再等等里头！”山姆

说。  

 

惩罚的后果 

 两位老师一轮 各自

的学生，其中一位说：

“昨天，有一位学生不洗

脸就来上学，我就把他撵

回家了。” 

 另一位老师十分欣

赏地说：“真是个好办

法，今天他一定洗得干干

净净的来上学！” 

“哪里，今天全班学生都

不洗脸了！” 

找不同 
引用：敬馨仪 

星光报                                     Issue 5                                                           6                                                               



 

星光报                                     Issue 5                                                           7 

菜谱 
方宇安选编 

  

 
担担面 

      制作方法: 

 

1.用富强粉500克加水125毫克和面，和匀后擀

成片，再切成细面条。  

2.将以上佐料（按5碗计算）装入5个小碗内，每碗加入高

汤少量，待面条煮

好后挑在碗内即

成。 

 产品特点： 

味麻辣，色鲜红。 

 

准备材料: 

 

面粉500克 

红辣椒油100克 

芝麻酱75克 

川冬菜100克 

葱花50克 

花椒面2.5克 

红酱油125克 

蒜末50克 

豌豆尖200克 

数独 

张立麓 选编 

简单： 难： 

http://baike.baidu.com/view/7169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1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38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20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3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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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馆 

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孩子们早上往窗户外一看，哇，天气真好，天空还飘着一片片的彩

霞。谁知道，玩儿一会儿，天就下雨了，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有一句气象

谚语，叫“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谚语第一部分的意思就是早上的

时候看到彩霞的话，天就要下雨。太阳光有红，橙，黄，绿，靛，蓝，紫

起种色光组成的。他们遇到空气中的水滴时，就会产生彩霞；如果天气里

有很多彩霞的话，那说明天里有很多水滴。随着太阳的升高，云彩会越来

越厚，云彩里的水滴也会越来越多，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坏，下起雨来。晚

霞是由太阳光照在西方低空的尘埃等粒子上散射形成的。这是为什么人们

说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傅东东选编 

牛奶为什么不能空腹喝 

 

 有时候孩子们起来晚了以后，急忙冲到厨房里，喝一瓶牛奶，就去学

校了，实际上，这是不好的。牛奶是由蛋白质组成的，一早晨，肚子空空

的，需要的不是蛋白质，而是糖类和脂肪。喝了一瓶牛奶的话，就把牛奶

里的蛋白质大材小用了。还有，早上起来的时候，肚字不会消化牛奶，还

有，把胃肠里还没有消化掉的营养都不饿冲走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不能

早上一起来就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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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哭了  

作者： 张艺臻   

 

妈妈有时会哭，但最让我难忘的一次是今年六月份。那一次妈妈为一件事哭了两

次，一次是因为伤心而哭，另一次则是因为高兴而哭。 

六月底的一个星期五，我在学校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把脚扭伤了。学校的nurse要给妈妈、

爸爸打电话把我接回家。 为了不让妈妈、爸爸担心，我拒绝了，并坚持着上完课直到放

学回家。到了晚上，当爸爸妈妈看我站都站不起来了，就逼着我告诉他们脚受伤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把我带到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看了看我的脚又给我照

了几张X-ray片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医生回来时说，“你的脚上有个fracture，可能骨

折了，但 要去看专科医生。”听到这儿，我看到妈妈的眼睛渐渐开始变红，当医生教我

如何使用拐杖时妈妈的眼睛已经湿了。医生给我教完后，妈妈搀扶着我上车，我看见妈

妈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在车上，我坐在妈妈的后边，但从反光镜看到两行泪水从妈妈的

眼里往下流。我对妈妈说，“妈妈，别伤心了。我这脚没问题，昨天我不是都走回家了

吗？”妈妈把脸上的泪擦了擦，回头笑着说，“我没伤心啊，我好好的，现在主要是你

怎么办。”尽管妈妈笑着对我说，但妈妈的两只眼睛还通红通红的，脸上的痛苦也从眼

睛中流露出来。看到妈妈伤心、难过的样子，我的心就像被刀刺了一样。唉， 都是我不

小心，闯下了这么一个大祸。 

 星期一，妈妈又带我去看一位专科医生。医生检查完后，又让我去照x-ray片。当

时，妈妈一直坐在墙角处，双手紧紧地抓着她的包，显得很着急，似乎盼望第一位医生

说错了。我照完片后，回到妈妈的身旁，妈妈冲我笑了笑，我能感到妈妈的手有些颤

抖。过了一会儿，医生拿着三张x-ray片走过来笑着说，“我很高兴的告诉你，你的脚拐

得比较重但没有骨折。”我和妈妈都特别高兴！刚才妈妈脸上的愁容和焦急一下子全都

消失了，现在的妈妈就像一个圣诞节早上找到礼物的孩子一样，笑得闭不上嘴了。当我

们乘电梯离开诊所时，我看到妈妈的双眼又红了，但我相信这一次绝不是因为伤心和难

过了。 

 通过这次脚受伤，我更懂得了妈妈多么爱我。这里，我想给妈妈说， “妈妈，谢

谢您，我爱您！” 

 

孙老师评语：我们生活在父母身边，每天都会有感动，只是被我们忽略了而已。其实与

学习好和日后有成就相比，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健康和快乐更让父母高兴的了。通过作

文，老师看出了你的进步和懂得感恩，我为此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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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妈妈和一位阿姨到当地的Strathmore音乐厅听去听知青组歌--《岁月甘

泉》。这个音乐会讲的是，四十多年前大陆的年轻人去农村上山下乡的故事。爸爸就是

那一代的人，他十八岁时离开亲人和城市到安徽农村做了五年的农民，经历了许多的艰

辛。妈妈听音乐会的时候，联想到爸爸，以及那个年代的许多人，她的内心充满了同情

和感动。 

 妈妈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那些美丽而又忧伤的歌词和曲子让她还没听到一半就

开始哭了。妈妈想到爸爸艰辛的青春年代和知青无望的眼神，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淌。

妈妈在包里找到了几张纸巾。可不一会儿，妈妈就把纸巾全用完了。纸巾没有了，但妈

妈还是一直在哭。无奈之下，妈妈只好用自己的袖子擦干脸上一串串眼泪。妈妈怎么都

没想到她会哭到那个地步。当音乐会演完了，妈妈的袖子都湿了，眼睛也肿了。 

 妈妈一走进家门，立刻给了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又哭了起来。妈妈对爸爸

说，“我真希望这个拥抱可以弥补四十年前你心里的创伤!” 

 

 

 孙老师：你很善于向大家讲述自己家里发生的那些既感人，又非常真实的故事，

像以前的《让爸爸锻炼身体》，这一点与老师很像。因为老师认为，只有自己经历过的

事或亲看所见的东西才最有力量，也最能打动人心。  

 

作者：张立梦  

妈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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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麓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姐姐和我同时告诉妈妈，我们要放弃芭蕾。妈妈很吃惊，觉

得我们应该继续练习芭蕾，所以她给我们讲了跳芭蕾的许多好处。妈妈还说，坚持了那

么多年，现在放弃实在是太可惜了！妈妈告诉我们，她小时候很想学芭蕾，但家里没条

件送她去学，所以跳芭蕾就永远变成了妈妈心里的一个梦想。听完故事后，姐姐却说：

“妈妈，您的愿望又不是我们的愿望。”我知道姐姐的话伤了妈妈的心，因为妈妈开始

哭了，而且越哭越伤心。我感到了妈妈内心的痛苦，妈妈的哭声让我也想哭。我不知道

怎么办，或怎么安慰她。过了一会儿，妈妈终于同意我们不跳芭蕾了。我想妈妈不会伤

心了，可是第二天，妈妈下班回来，一句话都不想说。看着妈妈心情沉重的样子，我一

下子改变了主意。我走到妈妈的身边，看着妈妈的眼睛说：“妈妈，我想我还是接着跳

芭蕾。”听了我的话，妈妈愣了一下，然后一把将我紧紧地搂住，说：“谢谢你，好女

儿。”可她的眼泪再一次流出来。不过我想这次绝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高兴。 

 

孙老师：虽然老师对你的故事并不陌生，但再次读起来依然令人感动。夫妇为我

们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们可以回报的其实非常有限，用自己的行为帮父母实现自己没有

实现的梦想，就是一种很好的回报，对吗？  

妈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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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东东 

  

 我从没有看见妈妈哭过，因为在我的眼里妈妈是一个很坚强乐观的女人。可是，

我听爸爸说，妈妈至少哭过两次，而且，我每一次都在场，只是我都记不得了。 

 妈妈第一次哭是在医院的产房里，当医生第一次把我抱给妈妈看时，妈妈激动得

哭了，因为我是她第一个孩子，妈妈的心对我充满了爱心。 

 爸爸告诉我，妈妈第二次哭是送我去中国，也是妈妈到美国三年以后第一次回中

国。妈妈一下飞机就看到了姥姥和姥爷，妈妈一下子就扑到姥爷的怀里紧紧的抱住姥姥

和姥爷泪如泉涌（我当时两岁，就坐在小推车里）。事后，妈妈告诉我她哭的原因就象

那首著名的歌“我的中国心”的歌词里唱得一样：“河山只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未亲

近。 ”我想妈妈是太思念她的故乡和亲人了。 

 孙老师： 妈妈两次流泪虽然内容不同，但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因为亲人的出

现，喜泪而泣。第一次是因为你的降临，妈妈孕育了十个月的孩子平安降生；第二次是

拥抱自己的父母和祖国。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其实女人也一

样。 

    “泪如泉涌”这个词用得很好，非常准确和生动。 

妈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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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周前,孙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妈妈哭了”。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见我妈

哭过，不管是开心的哭还是伤心的哭。正是因为这样，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不太好写。 

我曾问妈妈她什么时候哭过，她笑一笑说她从未哭过。一周过去了眼看就是星期天该交

作文了，我只好给远在中国的爸爸打电话,问他见没见过妈妈哭。他先是跟妈妈说的一模

一样， 我急了，开始生气。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终于给我讲了去年他决定长

久回国的时候妈妈哭的事。因为我没有亲眼看见妈妈哭而且爸爸讲的太简单，我只好大

概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 

 

     我记得爸爸刚回国的那段日子，妈妈可能因为一下子身上多了许多事，既要上班又

要照顾我，她身体不太舒服。我当时以为她只是感冒了反正天气也很冷，没想到她那是

伤心。过了一些时间妈妈慢慢地好了也开心起来了。她送我弹琴.滑冰,参加各种各样地

活动，让我的生活跟爸爸在家时一样，至少我没有感到有什么变化。其实我那时也应该

知道妈妈为什么身体不好，只是我不愿去想这个事情，也没觉得她会哭。现在回忆起来

我问自己当初应不应该去安慰她，尽管她自己设法恢复得挺好的呀！我妈妈是一个很坚

强的人，但是我不会直接跟她说的，因为太尴尬了！ 

 

孙老师： 虽然内容比较简单，但这使我看到的拟写得最好的一篇作文，原因有三：一

是为了写作这篇作文所付出的努力令我感动；二是面对家庭发生变化后真实情感的描

写；三是文章的流畅超过任何一次。它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你的写作技巧大大提

高，而且懂得了理解父母，老师为你的进步而高兴。 

 

作者：敬馨仪  

妈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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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第一滴眼泪 

作者：李美人 

 每一位母亲在她的一生中都至少有一次会因为自己的孩子而哭泣。无论是幸福、

自豪、担心或恐惧，流落的眼泪代表着母亲对孩子们的爱。我很少看到妈妈流泪，至今

在我的生活中，我只看到过几次妈妈哭了，而且每一次妈妈的落泪都牵动着我的心，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看到妈妈流泪是在八年前，那时我刚满五岁，终于可以上学

了，我高兴极了。开学那天，我穿着新衣服， 背着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高高兴兴地去

上学。我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末早晨，温暖的太阳挂在淡蓝色的天空，爸爸妈妈送

我到车站坐校车。一路上，我欣喜若狂，又有点紧张，他们不停地叮嘱着我什么。车站

附近已经有许多学生和家长在等校车，我用我五岁的大脑和双眼搜索和观察着周围的一

切。校车来了，我高高兴兴地登上校车，坐在窗口的位置上，向爸爸妈妈挥手说再见，

爸爸妈妈也向我挥手。就在校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我突然看到妈妈在擦眼泪，我不明白

妈妈为什么会流泪、为什么会哭。 

 放学后，妈妈在车站接我。我一见到妈妈就问：“妈妈，今天早晨你为什么哭

了？”妈妈笑着说：“因为我的女儿长大了，她张开小翅膀学着自己飞了，妈妈是为你

高兴才流泪的。”哦，原来妈妈是高兴得哭了，她流的是骄傲的眼泪。 

 那时的我年纪太小，几乎无法理解妈妈的话。现在，我明白当母亲看到自己的孩

子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她们感到骄傲，但多少也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她们担心自己的

孩子长大得太快，很快将不再需要她们、离开她们。作为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成

长，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感受。但是，妈妈您应该知道我们彼此的情感将永远保留在我们

的心中。将来有一天，我会像你期盼的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但是，我会永远记住

妈妈为我流下的第一滴眼泪。 

 

 孙老师：我很难想象这篇作文出自一个九年级学生之手，因为不仅文章真切感

人，而且遣词造句非常熟练和流畅，并有很强的逻辑性，老师为你而骄傲。 

        “苦乐参半”一词用得非常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