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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掉了下来。我们同学个个都

非常喜欢听孙老师的讲课。我

们在听故事中学会了怎样写文

章，怎样把我们自己的文章写

得生动，把故事讲得感人。孙

老师在上课时，还教我们怎样

写演讲稿，还让我们在课堂上

练习演讲，给我们点评。一次

次的练习不仅锻炼了我们上台

讲演的胆量，还学会了上台讲

演的技巧。 

我们写作班的同学进步真

大。去年一开学，所有写作班

的同学都在讲故事比赛中讲活

了一个个故事，今年又在演讲

比赛中取得了如此出色成绩。

写作班的同学继续加油！ 

刚刚得到的消息，在上周

结束的大华府中文演讲比赛决

赛当中，傅东东，李美人，刘

泽霖等同学，过五关，斩六

将，荣获比赛的优胜奖。我们

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博城中文学校一年一度的

演讲比赛结束了。写作班所有

的同学都参加了比赛，并且取

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不仅囊

括了高中组和初中组的前三名

（高中组：傅东东荣获第一

名，张艺臻获得第二名，李美

人获得第三名；初中组：刘泽

霖荣获第一名，敬馨仪获得第

二名，沈陶然获得第三名）。

而且，高中组的傅东东，李美

人和初中组的刘泽霖将将代表

博城中文学校参加华府地区的

演讲比赛决赛。 

我们写作班的同学取得如

此好的成绩和孙老师的精心指

导是分不开的。孙老师的讲课

非常精彩，孙老师在讲一种写

作方式时，常常给我们举出一

些生动的例子，贯穿一些很有

趣的故事或亲身经历。还记

得，有一次孙老师给我们讲万

圣节故事时，学生们被吓得尖

叫起来，还有同学吓得从椅子

博城中文写作班演讲比赛战绩辉煌 

张艺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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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就职典礼威严壮观 

编辑：傅东东 

马丁·路德·金曾使用过的

《圣经》。奥巴马宣誓之后，

现场鸣起了21响礼炮，以此礼

遇作为国家元首的新一届总

统。 

    随后，奥巴马发表了约18

分钟的就职演说，阐述第二任

期对国家前景的展望，重申了

美国的建国精神，并呼吁民众

团结。他还说：现在，决定在

于我们，我们不能延误。我们

对原则不能错误地采取绝对主

义，不能以愿望取代政治，不

能以谩骂代替说理辩论。我们

必须采取行动，尽管知道我们

的做法也许不完美。 

   在就职典礼上期间，军乐

队的演奏以及音乐家们的表

演，把现场气氛推向更高更

热。拥有16项格莱美奖记录的

女歌手碧昂斯演唱了高难度的

美国国歌。大约80万美国人

一大早便从四面八方涌入从

国会大厦西侧至林肯纪念堂

之间约9平方公里的区域，虽

然人数不及2009年奥巴马就

职时180万人的一半，但现场

依然人山人海，放眼望去蔚

然壮观。 

    随后，奥巴马夫妇还分

别出席了就职午餐会、庆祝

游行。当天晚上，他们还将

参加两场庆祝舞会。美国一

流的艺术家们将登台献艺，

以庆祝奥巴马于2012年11月4

日连任总统。如此，这场为

期三天的以“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未来”为主题的就职

典礼系

列活动

将落下

帷幕。 

    面对近八十万热情的观

众，美国2012年大选当选总

统奥巴马1月21日在美国国会

山宣誓就任美国第44任第57

届总统。 

    当天11时25分，美国总

统就职典礼正式拉开序幕，

国会参议员舒默首先致辞，

随后在祈祷仪式，唱诗班唱

颂歌之后，连任副总统拜登

首先宣誓就职，他手抚《圣

经》，在美国首位拉美裔女

大法官索托马约尔的主持和

带领下正式宣誓。 

   11时50分，最高法院首席

大法官罗伯茨主持了总统宣

誓仪式。奥巴马左手按在第

一夫人米歇尔捧着两本《圣

经》完成宣誓，这两本《圣

经》分别是前总统林肯1861

年宣誓时使用的和民权领袖

                著名人物：巴拉克· 奥巴马 
编辑： 沈陶然 

巴拉克· 奥巴马，再
次当先美国总统，他是美
国的第一个黑人总统。奥
巴马出身在1961年在夏威
夷。奥巴马的爸爸是从肯
尼亚来的一位黑人，他的
妈妈是一位美国白人，来
自堪萨斯州来的。奥巴马
也是唯一的从夏威夷出生
的总统。那时候，夏威夷
还不是州，只是美国的领
土。出生在领土的人也是
美国人，也可以参加竞选
总统。 

1988年奥巴马进入哈佛
法学院。1991年，奥巴马
当选为了伊利诺伊州的参
议员。在接下来的 1 9 9 8
年，2002年，2005年奥巴
马连续任了好几届的参议
员。2007年2月10日，奥巴
马在伊利诺伊州里的旧州
议会大厦宣布他要竞选总
统了。2008年他辞掉了参
议员的职位，与约翰•麦凯
恩（John McCain）竞选总
统。奥巴马获得了365个张
选票，约翰•麦凯恩只获得

到了173票。奥巴马赢得了
总统职位。在2012，奥巴
马再次竞选总统。这竞争
对手是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奥巴马以332张
得票，再次当选为美国总
统。奥巴马还获得一些少
数族裔的支持，在2012年
大选，他得到了80%的穆斯
林投票。 
    奥巴马是一位很伟大
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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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傅东东 

   “不要回应中国挑衅，探

索缓和紧张之路”，美国颇

具影响力的《华盛顿邮报》

26日在社论中这样劝说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后者正为上

任之后的首次访美积极准

备。这种美媒“支持搁置钓

鱼岛主权争议”的声音，27

日引发日本媒体议论纷纷，

一些媒体甚至将这解读为

“美国要向安倍提要求”。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正

陷入一场对改善中日关系是

期待还是质疑的情绪对撞

中。在听取公明党党首山口

那津男的访华汇报后，安倍

对日中首脑会谈表示出“积

极态度”。但对山口此次北

京行期间不断传出的“搁置

争议”说法，安倍政府却又

屡屡断然否认。 

  在日本执政党内部，公

明党有声音主张“搁置

论”，自民党则坚持“一步

星光体育场：橄榄球 

编辑：沈陶然 

攻 队 有 四 次 机 会 ， 叫

“档”。前进十码以上，他

们就得到第一个档，意思就

是他们就有一组新的四个

档。如果他们没有在四次机

会里把球运到十码以外，他

们就得把球交给另外一方。

如果进攻队得分，那两个队

也要交换。一般情况下，即

使在同一只队里面，进攻和

防守的队员也不一样。在进

攻队，有五种位置。进攻队

有攻击线锋， 四分卫，外

接员，跑卫，和边锋。攻击

线锋的目标是保护带球的人

和挡住防守队。攻击线锋里

有五个人，有两个哨锋，两

个截锋， 

和一个中

锋。四分

卫的目标

是传球。他是进攻队的领

导。他可以把球扔给外接

员，扔给跑卫，或者是自

己跑。外接员的职责是接

球。这种球员一般跑到后

面然后接四分卫扔给他的

球。跑卫负责在跑步。四

分卫一般就把球递给他，

然后他跑另外那边。还有

位置叫边锋。他可以既可

以作外接员又可以作攻击

线锋。这就是让美国人为

之疯狂的橄榄球。 

也不退让”。就连日本媒体

也困惑地问道，“这到底是

战略分工，还是联合执政的

缺陷？”28日，日本前首相

村山富市一行将抵达北京。

据报道，安倍还在琢磨要不

要派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

作为首相特使再来中国。 

  有中国学者对《环球时

报》说，不论是“迎春之

旅”还是“融雪之行”，最

关键的还是日本在钓鱼岛立

场上退不退能带来实际缓和

的那一步。 

在每年二月份第一个星

期天， 两只橄榄球队会举

行决赛争夺超级杯。橄榄

球是一个美国传统。这一

天，大家都坐在沙发上看

电视转播和吃鸡腿。可是

观看电视和吃鸡腿，不一

定很有意思。得知道怎么

打，才有意思。橄榄球有

很多的规则。场上有两个

队，各有十一个球员。一

队的人要进攻，另外一个

队要防守。进攻队的目标

是要把球运到另外一边。

如果成功的话，叫着陆。

防守队的目标是要防止另

外一队把球运到那边。进

钓鱼岛事件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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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李 

编辑：刘泽霖  

历史来源 

   “ 李 ” 源 出 有 四 。 

一、据《唐书，宰相世系

表》所载，出自“嬴”

姓。皋陶(gāo yáo,舜、禹

时期的贤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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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ǐ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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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分布 

    甘肃陇西郡，河北赵

郡，河南顿丘郡，辽宁渤

海郡，河北中山郡，河南

襄城，湖北江夏，四川梓

姓比为水，把自己统治的

天下（唐朝）比为船。当

然船离不开水，水能载

舟，船永远是在水面上行

驶的，但李世民最忧

惧的是什么，水能覆

舟。处理不好这个关

系，水掀起波浪人民

反抗了，那么你这个

统治之船也是会被掀

翻的。唐太宗开创了

中国历史著名的“贞

观之治”，虚心纳谏，经

过主动消灭割据势力，在

国内厉行俭约，使百姓休

养生息，各民族融洽相

处，终于使社会出现了国

泰民安的局面，将中国传

统农业社会推向兴盛，为

后来全盛时期的开元盛世

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为

后人留下了千古名言，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

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

失’，意思是看着铜镜你

可以去理正自己的衣帽，

就像我们今天戴帽子穿衣

服总要看穿衣镜；通晓古

代的事情你可以知道一个

王朝为什么兴盛，为什么

会有改朝换代；对照古今

人物你就可以反省自己所

作所为而知道所造成的后

果是得还是失。 

潼(zitong)，河北范阳

郡，四川广汉郡，安徽梁

国，河南南阳郡。 

家族名人   

    李耳(即老子)， 

春秋末期重要的哲学

家。李世民( 5 9 9 -

649)，唐朝第二位皇

帝。李白(701-762) 

中国最伟大的浪漫诗

人，祖籍甘肃秦安，

他被誉为诗仙。李自成 

(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

军领袖，号“闯王”，陕

西米脂人。李鸿章 (1823-

1901）字少荃(quán)，安

徽合肥人，清代政治家。 

李氏名人故事 

    李世民(599-649)，唐

朝第二位皇帝，名字取意

“济世安民”，陇西成纪

人，庙号太宗。唐太宗不

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

家，还是一位书法家和诗

人。李世民早年随父李渊

征战天下，为大唐开国立

下汗马功劳。“玄武门政

变”夺权称帝后，积极听

取群臣意见，努力学习文

治天下，成功转型为杰出

的政治家与一代明君。他

非常清楚地知道‘水能载

舟 亦能覆舟’，他把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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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编辑：李玉文 

盲人摸象 

    从前，印度有一位国

王，家里养着许多许多的

大象。有一天，他正骑着

大象在大街上游玩，忽然

看见一群瞎子在大路边休

息。国王便命令他们走过

来，对他们说：“你们知

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吗？”

瞎子们一齐摇头，说：

“陛下，我们不知道。”

国王笑道：“那你们就动

手去摸一摸吧，然后向我

报告！”瞎子们赶紧围着

大象摸起来。一个瞎子摸

到了象牙，说：“哦，大

象原来是一根又粗又长的

胡萝卜呀。”一个瞎子摸

到了象腿：“不对！不

对！大象这么粗，那里象

胡萝卜，我看是一根门柱

子。”摸到象尾巴的瞎子

说：“哈哈！你们都说错

了，大象是一根绳子！” 

    这个成语用来比喻对

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

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

想要做出全面的判断。 

 

拔苗助长 

    春秋时，宋国有个农

夫性子很急，他插下秧苗

后，每天都到田边去看看

苗长了没有。一连观察几

天，都不见秧苗长高，他

心里十分着急。有一天，

他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 

只见他跑到田里，把秧苗

一棵一棵从土里拔高一

些，然后走到田边一看，

秧苗果然长高了许多。他

心中暗自得意，马上照着

样子把整块田的杨苗都拔

高了。大阳挂在天上像一

团火球，农夫拔了一天秧

苗，累得筋疲力尽。回到

家里，农夫对儿子说：

“唉，今天可把我累坏

了。辛辛苦苦干了一整

天，总算帮助秧苗长高了

一些。”儿子一听，居然

还有这样的好事，连忙跑

到田边去看，只见满田的

秧苗全都耷拉着脑袋枯死

了。 

   “拔苗助长”这一成

语 ，

比 喻

不 顾

事 物

发 展

规

律 ，

强 求

速

成 ，

结果反而把事情弄糟。也

写作“揠苗助长”。 

 

亡羊补牢 

    从前，有个人养了几

只羊。一天早上，他发现

少了一只羊。原来关羊屋

子破了一个洞，他没有及

时修补，羊从这个洞钻出

去跑掉了。邻居劝他说：

“赶快把洞补一补吧。”

他说：“反正羊已经跑掉

了，补洞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早上，这个人发

现少了一只羊。羊还是从

那个洞钻出去跑掉的。这

时，他才明白邻居讲的话

有道理，于是快把洞补好

了。从此，他的羊再也没

有丢。 

   这就是，亡羊补牢，为

时未晚  

星光报                                     Issue 8                                                          6                              



 

星光报                                     Issue 8                                                          7                              

                  星光科技：Windows 8 
编辑：李玉杰 

在 去 年 十 月 份 ，
Microsoft的 新 产 品 ，
Windows 8操作系统进入了
美国市场。两个月过去
了，让我们现在来看看
Windows 8的 有 多 好 。
Windows 8的开发始于2009

年 。 在CES 2011上 ，
Microsoft公 司 宣 布 了
Windows 8操作系统的存
在。操作系统发布于2012

年十月二十六日。Windows 

8操作系统引入了大的变

化。主要是提高用户体
验，移动设备，跟平板电
脑的Android和iOS相比。
它也引入了新的触摸界
面 。 用 户 也 可 以 在
Microsoft的新的网上商店
购买新的软件。Windows 8

中用新技术，如USB 3.0，
4KN Advanced Format 和
ARM Architecture. 它包括
新的安全功能, 如恶意软件
过 滤 和 防 病 毒 功 能 。
Windows 8 出来的时候，被

文学欣赏：《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一个方向吹》 (徐志摩) 

编辑：李美人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
个方向吹》这道诗 写于
1928年，可以说是徐志摩
的“标签”之作。诗作问世
后，文坛上只要听到这一声
诵号，便知是公子驾到了。 
    全诗共6节，每节的前3

句相同，辗转反复，余音袅
袅 。
这 种
刻 意
经 营
的 旋
律 组

合，渲染了诗中“梦”的
氛围，也给吟唱者更添上
几分“梦”态。熟悉徐志
摩家庭悲剧的人，或许可
以从中捕捉到一些关于这
段罗曼史的影子。但它始
终也是模糊的，被一股不
知道往哪个方向吹的劲风
冲淡了，以至于欣赏者也
同吟唱者一样，最终被这
一股强大的旋律感染得醺
醺然，陶陶然了。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全诗的意境在一开始
便已经写尽，而诗人却铺
衍了六个小节，却依然闹
得读者一头雾水。诗人到
底想说些什么呢？有一千
个评论家，便有一千个徐
志摩。但也许该说的已
说，不明白却仍旧不明
白。 

评得很差。很多人感觉新
的用户界面很难用。它需
要一些研究，用户才能完
全使用Windows 8。尽管有
一些小问题，Microsoft 已
经买了6000万份，Windows 

8软件。我建议大家先别买
Windows 8, Windows 7 还
是最好用的Windows牌本。  

    上一期我向大家介绍
了徐志摩最著名的一首
诗——《再别康桥》，这
期我再向大家介绍另外一
首徐志摩的代表作——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
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 
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
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
向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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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电影院：Lincoln （林肯） 
编辑：李玉杰 

    Lincoln这部电影是关

于Abraham Lincoln，和他

试图解放奴隶而致力于一

场比内战还艰苦的战役。

从1865年，林肯开始推动

宪法第13修正案在国会的

通过。在这段时间里，林

肯试图结束战争也要团结

全国。他的选择影响未来

几代人的命运。这部电影

的导演是Steven Spiel-

berg. 他选的演员都演得

很出色：Abraham Lincoln

(Daniel Day Lewis), 

Mary Todd Lincoln(Sally 

Field), Thaddeus Ste-

vens(Tommy Lee Jones)和

Robert Todd Lincoln

( J o s e p h  G o r d o n -

Levitt)。这部电影2012年

10月份在New York Film 

Festival首播。在2012年

12月份，影片被提名为七

个奖项像Best Picture 

(Drama), Best Director, 

和 Best Actor (Drama)。

影片的评级是PG-13。 

7.耳朵肥大尾巴小，

爱吃爱唱爱睡觉，浑身上

下都是宝，还能天天造肥

料。 

8.身披一件大皮袄，

出坡上面吃请草，为了别

人穿得暖，脱下自己毛。 

9.一物生来怪，肚外

长口袋。袋里藏宝宝，走

路蹦得快。 

10.是花不能戴，空中

开六瓣，轻轻飘下来，大

地一片白。 

1.它走星出亮晶晶，

它来星去天变明，地球围

它天天转，万物靠它长和

生。 

2.看它看不到，抓它

抓不着，吃它吃不饱，人

人不可少。 

3.天空彩色桥，桥上

没人跑，桥下孩子拍手

笑，太阳下山不见了。 

4.千条线，万条线，

落在河里看不见。 

5.生来白光光，像块

玻璃样，越冷越结买，热

了水汪汪。 

6.你走它陪同，你停

它也停，阴天它不见，晴

天伴你行。 

脑筋急转弯 

编辑：李玉文 

1.太阳 2.空气 3.虹  4.雨 5.冰 6.影子 7.猪 8.绵羊  9.袋鼠 10.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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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中国菜：沸腾鱼片 
编辑：李美人 

    

   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

临，很多家庭都已经在计划春节家庭年

夜饭的菜谱了，鱼是大年夜饭桌上必不

可少的一道菜，象征年年有余。这里我

想大家介绍又麻又辣又好吃的沸腾鱼

片。 

    沸腾鱼其实是水煮鱼片，属于新派

川菜。当这道菜上桌的时候面上的红油

仍热乎乎的在冒泡泡，好像鱼在里面游

动，因此得名沸腾鱼。此菜又麻又辣又

烫，真是“不摆了”（四川话，意思是

好吃得没有语言了）。 

 

材料 

鱼柳，约1千克，鸡蛋白2个，莴笋尖

125克，蒜苗75克，黄豆芽75克，宽红苕粉条100克（干货），郫县豆瓣40克，辣椒粉20

克，花椒粉3克，精盐2克，酱油5毫升，味精2克，水豆粉50克，清水750毫升，植物油

150毫升 

 

做法 

将莴笋尖切成薄片；蒜苗和黄豆芽洗干净，凉干。将宽粉条泡入清水中约1小时待

用。 

将干辣椒、花椒混合均匀成麻辣椒末。将郫县豆瓣剁细。 

将鱼柳洗干净，斜片成5厘米厚的薄片，装入碗中加2.5克的精盐，鸡蛋白及少许

水淀粉拌匀腌制约1小时待用。 

锅置旺火，放油20毫升烧至四成油温，放莴笋尖，蒜苗、黄豆芽精盐炒几下，断

生既起锅装入大碗中垫底。将宽粉条焯水，熟后铺在蔬菜上面。 

锅洗干净，另放油70毫升烧至三成油温，下豆瓣炒香至油呈红色，加适量水、酱

油烧沸，将鱼片抖散放入锅内，小心炒散后迅速起锅将汤汁及鱼片倒入垫有蔬菜及宽粉

条的碗中，再撒上已经准备好的麻辣椒末。 

锅洗干净，将剩余的油烧至七成油温，淋在碗内菜肴上即成。这时你就会明白为

什么叫沸腾鱼了。 

哈哈，趁热享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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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 
编辑：张艺臻 

看门 
小明的妈妈叫他在家看门，她要出去。但是，最后他们家都被小偷溜进去了。小明的

妈妈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小明说：“你叫我看门，我就拿着门去踢球了。” 
  

两个笨蛋 
父亲教儿子学算术：“一加一是多少？”儿子：“不知道。”父亲：“是两个，笨

蛋！知道了吗？”儿子：”知道了。”父亲：“那么，我和你，加起来是几个人？”儿
子：”是两个笨蛋！”  

 
爸爸五岁了 

“小珍，你能说出你爸爸今年多大了吗？”幼儿园的老师问。“爸爸今年五岁了。”
小珍答道。老师笑了：“小珍，再想一想，难道你爸爸和你一样大？” “是的，我爸爸亲
口对我说过，他是从我出生那天开始当爸爸的。”  

星光游乐园:找不同 

编辑：张艺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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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天，孙老师在课堂上讲了童话的

欣赏和写作，并希望大家根据老师的讲述

试着编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两周后，当

大家把自己的作文交给老师的时候，孙老

师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所有同学的作

品都并不简单，不信，您就瞧瞧！ 

我们自己的童话故事 

—写作班学生作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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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的悄悄话 

李美人 

放学了，小朋友们都

陆陆续续地回家了，喧闹

了一整天的学校渐渐地安

静下来，教室里静悄悄

的，只有课桌椅们还在默

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慢慢地，夜渐渐深了…… 

突然，从168号教室

里传来一阵阵声音，原来

静止了一整天的桌椅们感

到疲倦了，他们在左右移

动着，伸着懒腰。这时，

从教室最后一排传来阵阵

低低的哭泣声。桌子哥哥

定睛一看，原来是旁边的

椅子妹妹在哭泣。桌子哥

哥问：“椅子妹妹，是什

么事让你如此伤心？”

“桌子哥哥，”椅子妹妹

伤心地说，“我的小主人

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不认

真听课，坐在我背上不停

地摇摇晃晃，还用脚不停

地踢我的腿，在我身上留

下了许多伤痕，到现在还

在 痛 呢 ， 我 真 受 不 了

了。”桌子哥哥同情地

说：“椅子妹妹，我非常

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你看

我也不是这样吗？我的脸

上被小主人乱刻乱画，弄

得我脸上伤痕累累，变成

了大花脸，真是太不文明

了。”“唉！我也好不到

哪去。我的小主人将她嚼

剩下的口香糖贴在我干净

的脸上。”另一个桌子姐

姐抱怨着。电脑叔叔也生

气地应声说：“哈，我也

好惨啊！小朋友们每天用

力地在我身上敲打。有

时，还将喷嚏打在我的脸

上。”这时在一旁一直倾

听他们说话的地板爷爷伤

心地说：“有些小朋友把

垃圾扔在我身上，还时不

时有很重的书本和其他重

的东西砸在我身上；还有

些小朋友每天重手重脚地

拖动桌椅，粗鲁地在我身

上刮来划去，我这把老骨

头可有点吃不消了。”这

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教

室里响了起来：“我们的

责任是做好本职工作，不

应该一味地责怪孩子们。

他们还年轻。

我们有责任帮

助他们认识错

误，改 正错

误。”原来是

教室里的吉祥

物——毛绒猫

头鹰发话了。

黑板奶奶听了

这些议 论后

说：“是呀，他们都还是

孩子呀，我们应该给他们

改正错误的机会。”说完

她连忙拿起一支粉笔在自

己的脸上写了几个大字：

“ 爱 护 公 物 ， 人 人 有

责！”大家异口同声地赞

同道：“让我们一起努力

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吧。” 

168号教室里悲伤和痛苦的

气氛渐渐地消逝了，教室

里又恢复了平静…… 

第二天，天亮了。教

室里仍旧静悄悄的，好像

昨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过。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

着上课的铃声响起，盼望

着看到孩子们那一张张可

爱的笑脸，闻一闻从老师

杯子里飘出来的咖啡香

味。只有黑板奶奶身上的

几个大字似乎在述说着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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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兔选外语 

刘泽霖 

放学铃响了。小动物们三三

两两地从动物学校里面走出来。

三个好朋友，小白兔，小老鼠和
小山羊要坐同一辆校车回家。在

校车上，小白兔问小山羊和小老

鼠：“你们要选什么外语课

呢？” 
小山羊抢着说：“我要学西

班牙语。因为西班牙语是除英语

之外最实用的语言。” 

小老鼠说道：“我要学中

文。” 

听完他俩的回答，小白兔得
意地说道：“我想学世界语！” 

小山羊好奇地问小老鼠：

“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呢？” 

小老鼠回答道：“学会中

文，我就与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

有共同语言了。中国现在经济蓬

勃发展而且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 他看看小山羊和小白兔

又接着说：“所以中文有悠久的

历史。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到

隶书直到近代的楷书，中文经过

了几千年的沧桑岁月。” 

小山羊不服气地说：“西班

牙语也有自己的历史。从美索不

达米亚人的楔形文字到腓尼基人

的字母文字到古希腊语到拉丁语

再衍生到包括西班牙语在内的多

种西方现代文字。如果从楔形文
字算起，西班牙语也有几千年的

历史了。” 
小老鼠却不同意“实在很牵

强！中文几千年中只有书写形式

在简化，语言本身并没变。”  

小山羊不知如何回答就转头
问小白兔“小白兔，你为什么选

世界语？它的历史也太短了。” 

小白兔说：“世界语也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了。据记载，波兰
的一个眼科医生柴门霍夫经过十

年的努力在1887 年创造了世界

语。世界语有28个字母，是以印

欧语系为基础创造的一种人造

语。” 
小山羊说：“世界语和西班

牙语一样，都是拼音文字。它的

特点是不管一个生词有多长，你

都能一下读出来。这是因为拼音
文字的最小单位是字母，你一看

就能知道怎么发音。” 

小老鼠又说：“拼音文字是

容易读。可是你从一个单词的字

母组成却猜不出这个单词的意思

来。中文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
的特点是表意，一个字不管有多

么复杂，都能看出它的意思。那

是因为象形文字的最小单位，偏

旁部首，都有自己独立的意

思。” 

“你知道么？西班亚语有很

多近亲，像法语、葡萄牙语、意

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中文可并

没有呀。”小山羊忿忿地说。 

小老鼠想了一下回答道：

“那是因为象形文字变化少。象

形文字是用形来表达意思。意思

固定，文字就不变。而不像西语

那样，有一种发音系统，就有一

个语言分支。” 

小白兔不解地问：“那变化

少是好，还是不好呢？” 

小老鼠笑道：“当然是好
了！假如我是一只中国汉朝的老

鼠，在当今中国复活，我还能知
道去那里找到吃的。因为中文变

化少，所以，我还能认识‘粮

仓’，‘庙’和‘油’这些字，

还能找到庙宇和粮仓去偷粮食
吃，偷油喝。” 

小山羊急切地问：“假如我

是一只古希腊的山羊，在当今欧

洲复活，那我会怎样呢？” 
小老鼠回答道：“那你是找

不到水草的。因为西语变化特别

多，周围是不认识、听不懂的各

种语言文字。所以，你只有饿

死。” 
他得意地接着说：“象形文

字很多都来自农耕民族。农耕文

化讲究传承。我特别热爱农耕民

族，他们总会种粮食给我吃。” 
小山羊眯缝着眼笑道：“你

可是农耕民族最恨的东西！西班

牙是游牧民族出身，我就是游牧

民族的最爱！游牧民族讲究公

平，自由；哪里有水草，我们就

到哪里去生活。” 
小老鼠问小白兔：“世界语

代表什么文化呢？” 

小白兔涨红了脸，哑口无

言。 

小山羊说：“语言是文化的

载体，所以，学一种语言可以了

解一种文化。一个没有文化背景

的语言，就没有生 命力，那你

为什么还要学呢？” 

小白兔说：“世界语是最公

平的人造语言！学世界语，对所

有学生来说都是外语，都是一样

的难度。” 

 “你说得没错，但是学会了

也没用。中文可是非常有用。知

道吗，中文还是联合国的官方语

言。世界语是么?” 小老鼠问。 

小山羊回答：“世界语当然
不是。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

语，英语和法语都是！” 
小白兔急红了眼睛，也说不

出话来。 

“到站了！该下车了！”河

马司机喊道。 
下车之后，小老鼠和小山羊

各自回家了。小白兔一边朝家走

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那我也不

选世界语了。在动物学校我选西
班牙语，星期天，我就去博城中

文学校学中文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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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猴子 

在一个很远很远的森林

里，住着一个老猴子。十

几年前，这只猴子喜欢独

自生活，所以它把房子建

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自

从搬到山坡上以后，它很

少与其他动物交往了。随

着时间的流逝，猴子一天

一天的变老了。 

有一天早上，老猴子正

悠闲地一边喝咖啡一边欣

赏着窗外美丽的大自然景

色，听着远处叽叽喳喳的

鸟叫声。突然他看到房外

的一棵大树下有一只火红

的狐狸。猴子觉得不可思

议，好多年动物们都没有

从它房门前经过了。猴子

又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

狐狸正伸着头看着一只坐

在树上的乌鸦，嘴里含着

一块奶酪。猴子高兴的在

他的房子里开始找东西，

准备接待客人。 

突然“BANG 

BANG！”两声枪响从猴子

住的小山坡传遍了整个森

林。森林里的所有的动物

都好奇的朝枪响跑去。他

们跑到山坡下，只看到山

坡上杂草丛生,一棵又老又

大的树透出一股阴深的气

息。所有的动物都已经忘

记猴子住在这山坡上了，

张艺臻 

动物们都不敢上去。最

后，只有年轻的老虎和鳄

鱼壮大了胆子走上山坡去

看个明白。动物们都在山

坡下等着老虎和鳄鱼的消

息。过了很长时间，一点

动静也没有。太阳开始一

点一点的往下爬。动物们

变得越来越着急和害怕

了。当太阳消失在远方

时，所有的动物都只得回

到它们温暖的家里，也为

老虎和鳄鱼担心。 

第二天，天还没亮，动

物们就又在山坡下等待着

老虎和鳄鱼下来。山坡

上，一片静悄悄。忽然，

从山坡上传来了说话的声

音。说话的声音变得越来

越大。动物们终于听到了

鳄鱼的说话声， “谢谢老

爷爷！”没过多久，就看

到老虎和鳄鱼晃晃悠悠的

走下来了。动物们连忙伟

上前追问老虎和鳄鱼。老

虎说，“山坡上住的是十

几年前失踪的猴子。它很

久没见动物了。所以，当

它一见到我们就热情的欢

迎我们。老猴子给我们做

了十几盘菜，还把酒都拿

出来了。” 

所有的动物都惊呆了。

“那两声枪响又是怎么回

事呢？”鳄鱼连忙说，

“还记得以前狐狸给我们

讲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吗？其实，乌鸦老早就看

穿了狐狸圈套。因此狐狸

生气开枪把乌鸦从树上打

下来了。要不是猴子冲出

房子，狐狸就会把乌鸦和

奶酪都走叼的！幸好乌鸦

只是翅膀中了一颗子弹。

猴子现在就在帮助乌鸦养

伤呢！”所有的动物都开

始找狐狸了。 

过了几天，狐狸被关到

监狱里了。但是，鳄鱼突

然生病了,而且越来越严

重,马上就要死了。医生们

检查发现它吃了很多慢性

毒药。动物们仔细一想，

意识到只有猴子才会做这

件事。动物们跑上山坡，

看到这只很老的猴子一瘸

一瘸的走来。近看发现猴

子有一条假腿。猴子慢慢

的说，“是我给鳄鱼下了

毒药。是因为十几年前，

鳄鱼它爸带我过河时差一

点把我吃掉。它把我的一

条腿咬掉了，要不是乌鸦

救了我，我就不会在你们

面前了。”说完，猴子就

跟着警察到监狱里了。过

了几个星期，猴子老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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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看起来很短…… 
敬馨仪  

从前有一位年轻的渔

夫，挣的钱不多，每天连

饭都吃不饱。他的父母已

去世了，唯一陪伴他的只

有一条黑色的狗。这条狗

已 经 非 常 老 了，身 体 虚

弱，但它还是每天跟随着

这位年轻人一起出钓鱼。

这位年亲人虽然才 20多

岁，但是他认为他一生都

会跟这条狗一起钓鱼，不

会有改变的。突然，有一

天一位老人来到小明的面

前，说 是 有 一 个 机 会 给

他，让他改变他的生活。

这位青年听了不相信开始

哈哈大笑了。“您这是在

作弄我吧！” 

 那位老人用一个严肃

的语气对他说“我是说真

的。我这儿有一副地图，

如果你可以找到终点，你

将得到你想象不到的一笔

财富。当然，这条路看起

来很短，但是上面有很多

危险和考验看你是不是应

该拥有这笔钱。很多人已

经试过了，没有一个达到

了终点。” 

“如果我前面那没多人

都没有成功我为什么会去

冒这个险呢？”这位青年

问道。 

“你现在什么也没有，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机会改

变这一点。你也没有什么

可以损失的。你也不会丢

掉信命的。不管你到不到

终点，你的生活都会比现

在好。这条路上有很多城

市，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

点。它们都可以给你一个

好 工 作 的，然 你 不 用 对

吃，住，和穿发愁。你说

你为什么不会去试一试

呢？”老人反问到。 

“既然这样，我为什么

会相信您呢？您说的也太

完美了吧？如果这样为什

么没一个人都不去这些地

方呢？”年轻人坚固的说

道。 

“你让我回答，可我也

没有答案。如果你不是从

那一带来的，加上没有地

图，你是不可能找到的。

相不相信我，只有你自己

决定了。”老人答道。 

年轻人想了一想笑了。

看着生边的小黑狗说“看

来我们该出去看看我们的

运气呀！你已经这么老了

但是我请你陪我到最后，

我的老朋友。”似乎小黑

狗听懂了，它开始汪汪的

叫了起来。年轻人感到非

常 惊 讶，又 笑 了 一 笑，

“好久都没见你这没兴奋

了呀！” 

“那 么 说，你 同 意

了？”老人问。 

“您已经说过了，即使

我找不到终点，我也不会

损 失 什 么。不 管 到 哪 一

步，我 的 生 活 都 比 现 在

好；我为什么不去呢？”

年轻人问道。 

“那好，我把这幅地图

交给你，千万不能丢。明

天天亮以前启程，不要耽

误。我祝你好运！希望我

们能再见一面。我会在终

点等着你！”话音刚落，

老人就不见了。年轻人四

处看了看，然后和小狗一

起回家了。 

第二天，年轻人照着老

人说的天还没亮就出发

了。因为没有多少时间，

年轻人匆匆忙忙的带了一

些吃的和自己存下来的一

点儿钱。他没吃早饭就带

着小狗出去了。走着走着

年轻人突然停了，他想起

了老人的话“希望我们能

再见一面”。“好！那请

您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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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老狗 
李玉杰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儿，

叫小张。他长得又矮又弱，

别的大孩子总在学校里欺负

他。 

有一天小张正在学校里

吃饭时，有一个叫张三，一

位长得很高大孩子，恶狠狠

地跑到小张面前。“小张，

把你的饭钱给我！否则我就

揍你一顿！”小张想装得勇

敢一点，就回答说：“我才

不给你哪！”突然，张三用

力一下把小张端着的饭碗打

到地上。地上撒满了米粒和

菜。附近又没有老师，小

张，没能吃上午饭。 

下午过去了，小张赶快

赶回家，而且逃过了张三和

他的朋友。他一回家，妈妈

就问他“今天怎么样？喜欢

你的新老师么？”小张小声

地回答说，“不错，还可

以。”他跑到自己的屋子

里，想今天的事情。张三真

可恨！我又没法对付他，我

明天只能离他远一点!  

第二天，小张上学时。

他上完数学和历史课就赶快

吃中午饭了。小张赶紧买完

饭就坐在食堂的最远的角。

他吃着吃着，抬头一看，张

三和他的朋友又朝他走来。

张三在喊“把你的钱给我

们！”。小张想逃，可是张

三太快了。他抓住了小张的

衣服把他的饭抢走，扣倒在

地。“看看你明天还给不给

我钱”，说完就走掉了。小

张，连续两天都没吃上中午

饭了。 

小张那天走回家很痛苦

完全忘了走别的路，躲避 

张三。张三和他的朋友一看

前面不远走着的是小张，就

赶块跑上前追小张。小张一

听见后面是张三追他，就拼

命地跑。可是张三太快了，

他不费劲就抓住了小张。他

和他的朋友打了小张一顿把

他身上的三十块钱都拿走，

跑掉了。小张哭了。“你需

要帮助么？”小张听见有人

说话，可是只看见一只很老

又脏又小的狗，就接着哭

了。“你需要帮助么？”小

张抬起头又看一看，根本就

没有人，谁在说话呢？狗又

说一次“你需要帮助么？”

小张大吃一惊，果然是狗在

说话！“你怎么会说话呢？

你是一只狗，不可能吧？”

狗回答说：“我是只神奇的

狗，我可以帮你惩罚这些恶

霸。”“你只是一只狗，你

可以干什么呢？”小张问。

老狗回答说“你一看到就知

道了”。 

小张和这只狗很快就变

成朋友了，小张把老狗放在

书包里，就带回家了。第三

天，小张又上学时。他上完

数学和历史课，走到食堂买

了饭。小张还是打算坐在食

堂最远的角。 

果然张三和他的坏朋友

又看到了小张，喊着“给我

你的钱！不想让昨天事情再

发生了！”张三刚想抢小张

时，老狗藏在书包里用自己

的神奇能力把一点水洒在地

上 。 张

三 一 下

就 滑 倒

了，一头摔倒在地，牙齿都

摔掉了一颗，满地都是血。

大家感觉很尴尬就走了。 

小张现在知道了老狗的

能力了。小张终于吃上了午

饭。下午他走在回家的路

上，老狗还呆在他的书包

里。张三和他的朋友又看到

小张，想为张三报仇。张三

和他的朋友就开始追小张。

小张有点着急了，说“老

狗，你赶快想个办法吧！”

“没事，别着急”老狗回答

说。突然，大李和他的朋友

都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洞。爬

都爬不出去。“怎么回事？

从来没有看见前有一个洞？

我们怎么会掉进这里？”这

个洞也是老狗变得。狗已经

救了小张两次了。 

小张又把老狗放进书包

里。回家后，小张想把老狗

从书包里拿出来，谢谢他。

可是他已打开书包一看老狗

不见了，就剩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写着：“我的任务已

经完成了，现在该你照顾自

己了。”从此以后，小张变

得更勇敢了，大李和他的朋

友在也不敢欺负小张了。小

张从来也没有忘记那只帮助

他的神奇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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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 

傅东东 

从前有一把斧头嵌在树

根里。这是一把很破旧的

斧头，刀口都生锈了，刀

把子都烂掉了。很多人走

过去都假装都没看见，他

们心里想：“谁要一把没

用的斧头呢？”可是，有

一天一位很穷的农夫走过

这里时，发现了这把斧

头。他走过去一看，心里

想：“这把斧头还可以

用，刀口还比较锋利，我

磨一磨就好了， 还有，我

哪有钱能买到一把新斧头

呢？”农夫就把这把斧头

从树根里拔出来带回家

去。第二天早上，农夫就

到山上去磨刀去了。他从

早上一直磨到晚上，可是

他发现，一天的功夫只磨

下了一点儿铁锈。 农夫看

了很怅然，可他不灰心，

一天接着一天上山磨刀。

农夫的朋友和邻居们都劝

他不要再花功夫了，他们

说：“你这么辛苦，回报

这么小，你还是休息休息

吧。”可农夫坚决把活做

完，他说：“因为我已经

开始做了，所以我必须把

它做完，要不然做它有什

么用呢？” 

有一天下大雨，可是农

夫坚持上山去磨斧头。农

夫被雨水淋着了，那天晚

上发了高烧。农夫的妻子

生气地把斧头往墙上一

扔，斧头撞到墙上，斧头

上面的铁锈都掉下来了。

妻子不可思议，看上去普

普通通的一把斧头原来是

一把金斧头。农夫微微一

笑说：“功夫不负有心

人。” 

行星吵架  

沈陶然 

行 星 ， 所 以 我 是 最 好

的。”火星又说：“这怎

么好呢？谁想让人把自己

弄得那么脏？我是最好的

因 为 我 的 月 亮 最 像 土

豆！”“谁喜欢吃土豆

啊？”土星说。“我是最

好因为我最大！” 木星听

到其他行星们吵架，他也

说“我是最好因为我的皮

带最大，最好看。”天王

星听了跟大家说：“你们

都是普通的行星。我是最

奇 怪 的 。 我 是 竖 着 转

的。”这时，海王星又说

“ 我 是 太 阳 系 里 最 冷

的。”太阳这时候醒了，

听到他的孩子们在吵架，

大声的说：“好了！不要

再吵了。你们都是行星。

你们每一个都很特殊！ 

    从此以后，他们都高

高兴兴的围绕太阳旋转。 

   注：冥王星现在不属于

行星。以前人们认为它是

行星。现在科学家们说不

是了。 

    在浩瀚的太阳系里，

有八个行星。有水星，金

星，地球，火星，土星，

木星，天王星，和海王

星。有一天星星们都很无

聊，所以水星就说：“我

觉得我是太阳系最好的星

星 。 我 是 最 靠 近 太 阳

的”。这时，金星不高兴

了。她说：“虽然你靠近

太阳，可是我是最热的，

所以我是最好的”。地球

听到了，就回答说：“我

是太阳系里唯一的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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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的梦 
李玉文 

一天早上狐狸到森林里走一回儿。他

走了一回儿。突然，几个狮子过来。

“哼，让开路，小笨蛋！”但是狐狸拒绝

给狮子们让路。“呃？不让开路？嗨！”

狮子就抓住狐狸，扔到一边，狮子就走掉

了。 

晚上，狐狸回到家气死了，它躺在床

上，呼呼得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他发

现他在一个路上，拿着一只枪，戴着一个

军帽。狐狸往前一看，看到前面都是狮

子，跟他旁边都是狐狸。  “喂，快开枪

啊！”   旁边的狐狸喊。 “老大？那是

你吗？”老大是他的朋友  “现在怎么回

事呢，跟这狮子打架？!”“你不知道

吗？这狮子们不喜欢我们了，就打架了，

还有，你快点开枪吧，”然后他开枪。狐

狸也开枪。突然，有个大的“咣当咣当”

声影。轰！麦当劳忽然爆炸了，从气里出

了一个坦克！导弹！有个狐狸喊。突然，

一只炮弹就落在狐狸旁边。“轰”的一

声。 

忽然，狐狸醒了，看见是早上，没有

什么炮弹，没有什么狮子。阿，想着狐狸

“现在我知道狮子的力气，但是我不相

信！”狐狸就去外面，找乌鸦吃早饭，然

后去找一找那只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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