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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常识：中秋节  

编辑：刘泽霖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

统的中秋佳节。这是一年秋季的

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

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

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

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

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

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

“八月节”。此夜，人

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

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

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

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

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

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

节”。 

我国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

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

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

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

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

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

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

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

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

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

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

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

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

少，大小要一样。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

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

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

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

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

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

中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

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

嫦娥，面如皓月”.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

盛行。在北宋京师，八月十五夜，

满城人家，不论贫富老小，都要穿

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说

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

佑。南宋，民间以月饼相

赠，取团圆之义。有些地方

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

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

俗更加盛行；许多地方形成

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

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

龙等特殊风俗。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

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

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

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

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

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

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

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开口说话就要付钱的地方是哪

里？ 

2) 吃什么东西最令人扫兴？ 

3) 什么东西嘴里没有舌头？ 

4) 什么东西穿门不入户 

5) 谁最会像赵本山 

6) 谁是百兽之王？ 

7) 什么人一年只工作一次？ 

8) 什么东西最容易满足？ 

9) 小新把香蕉皮扔在院子中间，

他的妈妈看见了却不责怪他，

为什么？ 

10) 什么“海”没有边？ 

脑筋急转弯 

编辑：李玉文 

1）电话亭 2）吃闭门羹呗 3）茶壶嘴里 4）钥匙 5）摄像机 6）动物园园长 7）圣诞老人 8）袜子 9）因为

他的妈妈在扫院子 10）苦海（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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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推广普通话，浙江宁波某县县委书记、县长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决定在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用普通话发表讲话，带个好头。 县委书

记：“兔子们，虾米们，猪尾巴！不要酱瓜啦，咸菜太贵啦！” （翻

译：同志们，乡民们，注意啦！不要讲话了，现在开会了！）县委书记

讲完后，主持人说：“咸菜请香肠酱瓜！” （翻译：现在请县长讲

话！） 县长说：“兔子们，今天的饭狗吃了，大家都是大王八！” 

（翻译：同志们，今天的饭够吃了，大家都使大碗吧！） 

作者：  ———仲伟晓                                                                      

卧春（我蠢） 

暗梅幽闻花，（俺没有文化，） 

卧枝伤恨底。（我智商很低。） 

遥闻卧似水，（要问我是谁，） 

易透达春绿。（一头大蠢驴。） 

岸似绿，    （俺 是 驴，） 

岸似透绿，  （俺  是 头 驴，） 

岸似透黛绿。（俺是头呆驴。）  

1、药品广告：“咳”不容缓  

2、山地车广告：“骑”乐无穷  

3、眼镜广告：一“明”惊人  

4、驱蚊器广告：默默无“蚊”  

5、透明胶带广告：无可替“带”  

 

星光小幽默 

编辑：张上  

6、网吧广告：一“网”情深  

7、钢琴广告：“琴”有独钟、一见钟

“琴”  

8、热水器广告：随心所“浴”  

9、空调广告：终生无“汗” 
 

编辑：张上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99%BE%E7%B1%B3&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9%A1%E6%B0%91&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7%8E%8B%E5%85%AB&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A9%B1%E8%9A%8A%E5%99%A8&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80%8F%E6%98%8E%E8%83%B6%E5%B8%A6&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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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物：谁是克里斯·洛克？ 
编辑：沈陶然 

    克里斯·洛克，1966生于南卡罗莱纳州，但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黑人社区

中长大，从小梦想成为喜剧演员。18岁参加纽约喜剧团巡迥演出时，受到黑人

巨星艾迪．墨菲的赏识，乃提携他参加《比佛利山超级警探2》的演出，从此进

入电影圈。 

        1990年加入电视节目《周末夜现场》演出了3年，其后以电影演出为主力发

展方向，参演了暴力片《纽约黑街》。1993年尝试编剧的电影《CB4》没有获得

成功，乃专心在电影和电视界演出，曾获得两座艾美奖，也有了一个以自己名

字为名的电视节目。电影方面则以《致命武器4》和《怒犯天条》的配角演出较

著名。他最著名的電影有《荒失失奇兵》系列，曾於2005年主持第77届奥斯卡

金像奖。现在，克里斯將会在《亚当等大人2》扮演库尔特·麦肯齐。 

他们样子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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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刘姓著名人物—刘晏 

刘泽霖 

刘晏（约公元716 – 780），曹州南华（今

东明县）人，字士安，是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

理财家。他七岁时就被称为神童。唐玄宗封禅泰山

时，八岁的刘晏送上了一篇《颂》。唐玄宗很赏识

刘晏的才华，就把他封为太子正字，是一种专门找

出、修改错字的一个官员。 

刘晏十岁时，有一次唐玄宗问他，“正字，

正得几字？”,意思是：正字，你能修改几个字？

刘晏回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

得”。唐玄宗听了之后很惊讶。字面上讲，“朋”

这个字不是正的，是稍微往左边歪。但是，这句话

也有更深的含义。在唐朝，宫廷竞争很激烈，官员

们结党营私，称之为朋党。朋党都是走极端的人，

不会公正的。刘晏小小年纪就能如此回答让唐玄宗

和杨贵妃都更加赏识刘晏的才华了。 

刘晏长大后在唐肃宗时代当过刺史，当过

太守，当过户部侍郎，对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

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晏当官时作了三件影

响中国历史潮流的事。第一，改革漕运、第

二，改革盐政、第三，改革财政体系。刘晏很

敬业，所有公事都尽力当天解决，而且做事情

有长远眼光。他非

常廉洁，在他去世

时，他全家的财产

不过是两车书籍和

几斗麦子。在政治

黑暗，官吏贪污的

晚唐时期，能像刘

晏这样清白是非常

值得称道的。  

你们大家一定都喜欢圣诞

节，而更喜欢圣诞老人送来礼物

吧！那你们知道圣诞老人的由来

吗？ 

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尼古

拉斯出生在小亚细

亚巴大拉城，家庭

富有，父母亲是非

常热心的天主教

友，不幸他的父母

早逝。尼古拉斯长

大以后，便把丰富

的财产，全部捐送

给贫苦可怜的人，自己则出家修

道，献身教会，终生为社会服

务。尼古拉斯后来作了神父，而

且还升为主教。他一生当中，做

了很多慈善的工作，他最喜欢在

暗中帮助穷人，圣诞老人是他后

来的别号，这个名字

是出自他暗中送钱，

帮助三个女孩子的故

事。 

尼古拉斯死后被尊为

圣徒，是一位身穿红

袍、头戴红帽的白胡

子老头。每年圣诞节他驾着鹿

拉的雪橇从北方而来，由烟囱

进入各家，把圣诞礼物装在袜

子里挂在孩子们的床头上或火

炉前。 

     传说圣诞老人扮成圣童把

坚果和苹果放在孩子们鞋里。

他乘双轮马车四处漫游，观察

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小孩，如

果表现好，将会得到苹果、坚

果糖等诸多奖品。坏孩子则挨

一鞭子。家长们灵机一动纷纷

采用此传说来鼓励孩子们听话。  

星光小知识 

编辑：张艺臻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27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7275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26912/50872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59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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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游乐场          编辑：张艺臻 

星光音乐家：Eminem      编辑：李玉杰 

  Eminem 是一位美国说唱歌手、音乐制作

人及演员。生于1972年10月17日。Eminem从小

家境贫寒。 Eminem在中学时代对嘻哈乐产生

了兴趣，14岁便第一次登台演出。他在1997年

被说唱歌手兼制作人Dr. Dre发掘，其后签约

至所属Aftermath唱片公司。在其音乐生涯

中，至今共获得十三次格莱美奖的奖项，以及

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项。 

  Eminem的专辑累积销售，已使他成为21

世纪前十年全球唱片销量最高的歌手，世界销

量已超过8000万张。他被滚石杂志誉为“最伟

大的说唱歌手”。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75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75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056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61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73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29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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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欣赏 
编辑：李美人 

今日诗  

 文嘉（明代画家）  

 

今日复今日，  

今日何其少！  

今日又不为， 

此事何时了。 

人生百年几今日， 

今日不为真可惜。  

若言始待明朝至，  

明朝又有明朝事。  

为君聊赋《今日诗》，  

努力请从今日始。 

古诗大意： 

   一天又一天,  

   时间是这样的少,  

   今天又没有作为,  

   这些事什么时候能做好!  

   人的一生能有几天,  

   今天没有作为真是值得可惜!  

   假如说姑且放到明天做,  

   明天又有明天的事做.  

   和你说起今日诗,  

   (是为了让你)从今天开始努力!  



 

 星光报                                      Issue10                                                                                                             9 

星光电影院：《Gravity》 

编辑：李玉杰 

你喜欢看关于天文学和太

空探索的电影吗？那你应该去

电影院欣赏新的电影Gravity。

这部电影是一部科幻惊悚片。

影视明星包括Sandra Bullock 和 

George Clooney. 他们想 从被破

坏的航天飞机逃走，回到地

球。Gravity 首演在第七十届威

尼斯国际电影节。在美国于八

月四号上演。评论家和观众的

反应一直非常积极。Bullock和

Clooney的表演都很精彩，电影

摄影也获得了不少好评。 

在 这 部 电 影 里 ，Sandra 

Bullock 和 George Clooney 扮

演主要人物: Ryan Stone 和 

Matt Kow-

alski。Ryan 

Stone 是一个

飞 行 任 务 专

家。她第一次

跟 着 宇 航 员 

Matt Kowalski 

登上Explorer 飞船。两人登上

了飞船以后, Kowalski 用着喷

气背包绕飞航天飞机和测试其

运行状况。刚过一会儿，有一

个信息从任务控制中心发来；

他们对两位宇航员发出警告:俄

罗斯的导弹碎片很有可能会撞到

他 们 。

他 们 必

须 放 弃

任 务 。

之 后 ，

他 们 失

去 了 与

任 务 控

制中心的通信。刹那间，高速碎

片 撞到飞船。飞船四分五裂，

Stone一下子被扔到宇宙里。

Kowalski 在宇宙漂浮着终于抓住

了Stone。他们俩一起用推进器

包, 飞到附近的国际空间站。在

这过程中，

两人讲自己

过 去 的 经

历。这两者

之间形成的

关系是非常

特殊的。虽然他们知道他们很有

可能回不到地球，死在宇宙，他

们还有信心为生存而战。最后观

众才会看到他们俩会不会回到地

球。 

这部电影的拍摄花费了100 

million，在2011年5月份开始拍

摄。这部电影的导演叫Alfonso 

Cuaron。为了

拍这部电影，

Alfonso把演员

拴到一个旋转

的机器上。这

个机器带着两

位演员转来转

去就显得像在

宇宙一样。拍这个电影的方法

很 有 创 意 。    

    这部电影在全国各地演了

差不多两到三星期，一共挣了

$207million。美国首演自己挣

了$40 million。 

在威尼斯地七十届国际电

影节，收到了很充分的表扬。

很多电影导演也赞美这篇电影

的3D效果和精彩演戏。James 

Cameron，Avatar 的导演,对 

Gravity 的评价是：”I think it's 

the best space photography ever 

done, I think it's the best space 

film ever done, and it's the movie 

I've been hungry to see for an aw-

ful long time.” 

去欣赏欣赏这部宇宙生存

惊悚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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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节快到了，美国人家家都烤火鸡。但是，对我们中国家庭来说还是咱们的北京烤鸭配着荷

叶饼甜面酱卷大葱吃起来最爽啊！哈哈哈！这里我向大家介绍家庭版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 

材料：鸭子一只、葱1根、姜1块、桂皮、大料、料酒、生抽、盐、糖、花椒粉、蜂蜜、面粉、开水

适量、油、葱丝、黄瓜、甜面酱、糖 

做法： 

1、鸭子1只，化冻后洗净去内脏，用盐里外均匀的抹一遍。 

2、用蚝油、花椒粉、五香粉或13香调

成酱，将腹腔抹一遍。 

3、腹中填葱段、姜片、桂皮、八角、

香叶，用牙签封口 

4、烧一锅开水，一直开大火保持水

温，不断用开水浇烫鸭子全身约3分

钟，使鸭皮紧绷。 

5、放在通风处风干半天，鸭皮全干

后，用蜂蜜、香醋和生抽（3:1:1）调

成汁，刷遍鸭子的全身，给鸭子“按

摩”一会，继续风干12小时以上。 

6、烤前再刷一遍汁，入烤箱，华氏

300°F烤2小时。其中1小时后拿出来

再刷一遍汁，并且把腿和翅膀用锡纸

包住，防止烤糊。 

7、烤好后的鸭子用刀片成连皮带肉的鸭片，放在荷叶饼中，加甜面酱和切好的葱丝后卷起来吃。  

 

荷叶饼（煎制版）：  

材料：中筋面粉（all purpose flour）400g，热水320ml，植物油三小勺  

做法： 

1、水烧开，滚水倒入面粉中，一边倒一边搅拌，揉成几乎光滑的面团（如果太烫可以稍微放凉一些

再揉），用略拧干的湿布盖好放一边醒1小时左右。 

2、醒好的面先揉匀，后揪成大小均等的剂子（约乒乓球大小），用手稍微压扁。 

3、三个为一个单位，把其中两个小圆饼的一层涂抹上薄油，一层一层的叠起来（最上面一层不要

涂），然后用擀面杖擀成圆薄饼。 

4、放入平底锅用中小火煎，不需再放油，中间稍微鼓起来后即可反面，再次鼓起后即可盛起。 

5、煎好后的饼沿边缘轻轻撕开，即可撕成3个荷叶薄饼。 

学做中国菜—家庭版北京烤鸭  

编辑：李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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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文章 

写作班学生作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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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爸爸，听我说句心里话 

李美人 

    妈妈，爸爸，谢谢。

我爱你们。我承认，这句

话虽然存在我心里，但是

从来没有真心的说出口。

你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

也不知道。但是现在，趁

着感恩节到来，我现在想

真心说一声，“爸爸、妈

妈，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这么多年来的教育我和关

爱我。更谢谢你们对我的

支持和帮助。爸爸妈妈，

这次该轮到我来表达我对

你们的爱。 

    一个多月前，我奶奶

在中国生病住医院了。我

爸爸一知道这个消息就立

刻放下了所有的工作，立

即买机票飞到了奶奶的身

边，照顾奶奶。爸爸对我

说，奶奶一见到她多年没

见到的儿子，就激动的紧

紧抱住了我的爸爸。爸爸

回中国一周后奶奶去世

了。在伴随奶奶的一周

里，爸爸每天装着开心陪

奶奶聊天，喂奶奶吃饭吃

药，擦身洗澡，他每天都

担心奶奶的身体。每天晚

上，爸爸会给家里打电

话，关心地对我问这问

那，我经常心不在焉，只

说几句“爸爸好。”和简

单地回答爸爸的问题。有

时我还觉得

他问题太多

太烦人。而

我从来不问

爸爸或奶奶

怎么样了。

说实话，我

是害怕。我

不要知道奶

奶的情况一

天 不 如 一

天，更怕爸爸受不了。  

    爸爸回美国后一直很

难过，他经常睡觉时想他

妈妈。他说他有一点后

悔。当他妈妈活着的时候

没有更好照顾她。我看到

爸爸的那样的痛苦才终于

明白，我现在就要好好对

待我爸爸妈妈。我长大以

后不想后悔。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后

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听妈

妈的话”。那首歌就是教

小孩怎么好好保护妈妈，

使她高兴。其实，妈妈爸

爸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

只要他们的孩子高兴，他

们就会高兴。但是，作为

孩子，我们也要常常表示

出我们的感恩。我们可以

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表达我

们 的 感

谢 ， 比

如 说 ，

每 天 早

晨 对 爸

爸 妈 妈

说 声

“ 早 上

好 ” ；

晚 上 说

声 “ 晚

安”；他们帮我们时，说

声“谢谢”。孩子们多做

点家务活让爸爸妈妈从一

天的劳累中得到一点休

息。作为孩子，我们得记

住，爸爸妈妈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我们想的。 

爸爸妈妈，我想说声

道歉。这么多年来，我没

有 对 你 们 说 过 “ 我 爱

你”。我也知道，当你们

教育我的时候，是帮我改

正我的缺点，我应该感谢

你们。妈妈爸爸，我承

诺，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好

女儿，让你们放心，让你

们高兴。爸爸妈妈，我爱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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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感谢你们！ 

李玉杰 

    在 1620年，大量的英

国人逃离英国，来到美国

寻求宗教自由。英国人在

美国建立国家的时候，印

第安人帮助了英国人很多

忙。他们教英国人怎么搭

房子，种地和饲养牲畜。

英国人受到了很多印第安

人的帮助。所以为了庆祝

和感谢印第安人的好心，

每年在十一月份时候，英

国人和印第安人一起吃一

大顿饭。这个节以后就变

成了感恩节。 

    因为感恩

节 很 快 就 到

了，我想感谢

在我的生命中

特别重要的人

爸爸妈妈。我

想现在对爸爸

妈 妈 说 声 谢

谢。我知道，

要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关心

和爱，我就不能成长成现

在的我。爸爸妈妈教我怎

么当一个好人。我经常做

错什么事情，他们总是耐

心地教育我，可我却不想

听他们的说教。我也知道

他们说我是有原因的。他

们希望我能从我做错的事

情中，吸取教训，学到怎

么当一位好人。我想在这

里对爸爸妈妈说声对不

起。 

    爸爸妈妈很辛苦,他们

既要上班又要忙家务和管

教我和弟弟。比如说，妈

妈一般四点从单位回到

家。虽然她已经很累了，

她还是要为全家做晚饭。

她从来也不要我帮他做

饭，因为他希望我能利用

更多的时间安心学习。爸

爸也每天经常刚下班，一

回到家就忙着送我去参加

各种活动，尽管他已经很

累了，一天跑好几个医院

看病人。他回到家他的功

夫都花在我和弟弟的身上

了。  

    妈妈爸爸也经常非常

担心我的学习。很多次我

的考试成绩不好，妈妈爸

爸就很伤心。他们真的希

望我能好好学习，上一个

好大学，找到好工作。他

们伤心为了我。为了真正

感谢爸爸妈妈的爱，我要

坚持好好学习，不让他们

整天伤心，因为他们已经

为我做出了太多贡献了。 

感恩节是为了感谢别

人的。所以今年我感谢我

爸爸妈妈给我所有帮助我

的事，和所有他们送给我

的爱。 

星光报                                     Issue 8                                                          13                              



 

 星光报                                      Issue10                                                                                                             14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李思雅 

亲爱的爸爸妈妈： 

    您们好！在感恩节到

来的时候，首先祝您们节

日快乐！ 

    我今年十五岁了，十

五年来，我成长的每一步

都饱含着你们的爱，我也

深深地向您们感恩。 

    记 得 我 上 小 学 的 时

候，每天早上上学前，爸

爸您总帮我梳头，扎成的

辫子像一个长长的马尾

巴，又干净又好看，我非

常喜欢。每当我想起这场

景时候，都给我带来美好

的回忆。我还记得您有说

不完的有趣故事。每天睡

觉之前，您总是坐在我的

床边，给我讲故事，让我

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懂得了

很多道理，给我带来很多

的乐趣。我常常听着故事

带着梦想就睡着了…您对

我的爱一直记在我心里。 

    妈妈，在我这十五年

的成长过程中，您关心我

的每一步的成长，给了我

您的无私的爱。我总把我

心里的话向

您诉说。我喜欢和您分享

快乐的事情，我也愿意向

您诉说心里的委屈。您总

是带着微笑安慰我鼓励

我，让我高兴起来。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

知道我有时很任性，还有

点小孩子气，但是，您们

对我总是那么的宽容，今

天我要向您们说声对不

起，请您们原谅。感谢你

们对我的爱。 

您们最爱的女儿：曦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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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节的意义   

张恩得 

1621年的

秋天，从英国来到美国的

清教徒们庆祝他们的第一

次大丰收，此时此刻，他

们无比感谢曾经帮助他们

的土著人。因为就在一年

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被

冻饿而死，正是这些土著

人教会了他们怎样种地，

怎样种菜，怎样获得足够

的食物。许多年之后，美

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林肯就把每年十一月的第

四个星期四定为感恩节，

并且全国休假一天。 

感恩节的意义是让我

们感谢那些增经帮助过自

己的人，我们可以借这个

机会给他们寄一张卡片，

或者写一封书信，来表达

我们心里的感激之情。同

时，全国放假，我们可以

在家里感谢家人，吃好吃

的东西。 

今天，我们中国人就

像400多年前的英国清教徒

一样，从遥远的中国来到

陌生的美国，在这里，我

们得到过无数人的帮助，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在感恩节来临的时

候，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爸

爸，是他教会了我很多事

情，我要感谢妈妈督促我

练习钢琴，感谢爷爷耐心

地教我中文，感谢奶奶每

天煮那么多可口的美食以

及陪我和妹妹一起玩……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

太多，我想自己对于他们

的最大回报，就是去帮助

更多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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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时节说感恩 

刘泽林 

    在1620年11月 的 一

天，一个叫"五月花号"的游

船在北美洲科德角停了下

来，船上载着102位路途遥

远，来此寻找宗教自由的

英国人，他们在这陌生的

新大陆上住了下来。 

    但是，因为疾病和食物

短缺，在那年冬天过后，

一半的人都去世了。第二

年的春天到了，一天，这

些英国人看见了一个高大

的印第安人向他们走来，

这些英国人很恐惧，他们

觉得这个印第安人或许会

伤害他们。但是，当这个

印第安人开口时，英国人

的恐惧瞬间变成了惊讶，

因为这位印第安人在讲英

语。 

这位印第安人的名字

叫萨莫塞特。他告诉英国

人，科德角地区最强大的

印第安人领导是马萨所

特。第二天，萨莫塞特把

他的一个朋友斯匡托带到

英国人那里。斯匡托帮助

英国人种地，教他们怎样

捕鱼和种植玉米，并为他

们带来了美味的火鸡。在

印第安人的帮助下，这些

英国人逐步安定下来。为

了庆祝丰收并感谢印第安

人给他们的帮助，英国人

在深秋的一天，把周围很

多印第安人请来聚餐。这

就是第一个感恩节聚餐。 

为了纪念这个故事，

美国政府把每年十一月的

第四个星期四定为感恩

节。 

    感恩节的意义何在？ 

    首先，感恩节营造了一

种气氛，让人们在繁忙的

生活和工作中不要忽略维

护家庭的亲情，停下来感

谢对他们有恩的人。 

其次，一个人的一生

中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关

心和帮助。一个人无论有

多么忙，感恩节到了，都

应该回家看望父母，和家

人团聚。 

在美国，感恩节一直

是一

个很

重要

的节

日。

每当

感恩

节到

来的

时

候，美国人会尽量的回到

自己的家里看望父母。他

们的感恩节晚餐一定会包

括火鸡、南瓜馅饼、填充

物、肉汁等等。所以，感

恩节也是一个重要的家庭

团聚的节日。 

    在中国也有历史悠久的

庆祝丰收的、全家团圆的

节日——中秋节。在中华

文化中历来重视家庭的亲

情，主张孝和悌。中国民

间还有很多关于感恩的俗

语，如：“滴水之恩，涌

泉相报”，“感恩是小

德，忘恩是大恶”等等。

在日常的生活中，子女也

应该在心里常惦记着父

母，常回家看看让父母感

到愉快，也就是实行孝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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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紫色的薰衣草 

张上 

在上小学之前，我有

许多朋友，但现在几乎一

个都记不得了。而我那些

小学的朋友却让我记忆深

刻，和他们在一起的让我

的 小 学 时 光 是 那 么 难

忘…… 

在小学的五年中，我

最要好的朋友非廖桐鹤莫

属。她是一个出生在加拿

大的女孩，也是一个非常

聪明，鬼点子超多地女

生。虽然经常被老师点名

批评，但她超好的人缘仍

然挡都挡不住。许多事都

是她拿主意，全班女生几

乎都是她的好朋友。 

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和

年级的升高，很多女生从

一个集体被分到不同的小

组，不过，正如廖桐鹤所

说，我、许慧玲和她永远

都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曾

经和她一起寻找神秘黄色

盒子，

并且用

三周时

间推理

出 了

“ 荷

兰”二

字；我

们曾经偶然间在学校音乐

喷泉下发现了不为人知的

地道；五年级我和“廖老

头”成立了“坑爹小队”

我、许慧玲和廖桐鹤还在

没有家长的情况下，查公

交、买门票去了北海公

园，因为钱不够买饭，我

们只好一人一碗方便面。

可能是饥不择食的原因，

那顿方便面觉得比那次的

都香。那次行动成功之

后，她又计划我们集体赶

赴位于北京房山的“十

渡”风景区旅游。因为上

次去北海公园花玩了我们

春游的所有资金，于是心

灵手巧的廖桐鹤开始教我

们做毛绒玩具、水晶挂

饰、毛巾以及毛衣等等，

我们拿这样产品卖了不少

钱。我和许慧玲还学会了

怎 样 订 酒 店 、 买 火 车

票……那是一段无比快乐

的 日

子 。

有 时

我 就

想 ，

如 果

不 合

廖 桐

鹤做朋友，我至今都不致

到怎样做毛绒玩具、怎样

做挂饰，也不会有那么多

大胆而疯狂的想法，更不

会懂得朋友对以自己是多

么重要。感谢廖桐鹤、许

慧玲以及许许多多的朋友

给我带来的充实而美好的

时光。 

现在，每当我打开微

信，都会看到这样一串熟

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号码—

—3456，它代表的是我们

三个人的学号，34——许

慧玲、35——张上、36—

—廖桐鹤，它也代表着，

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过去

了多少年，我们永远都是

最好最好的朋友。 

记得三年级那个月光

明媚的夜晚，廖桐鹤无比

认真告诉我，他的梦想回

到他出生的地方。我说我

的梦想是和他们一起飞向

那个梦幻般的薰衣草庄

园——普斯旺斯。 

淡紫色的薰衣草散发

出阵阵芳香，承载着我们

儿时的梦想和小学时光美

好的回忆，沉淀在这清晨

香甜的空气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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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恩的日子里 

沈陶然 

    感恩节是一个特殊的

节日，这个节日始于1600

年，但林肯总统将它定成

了一个真正的节日。每到

这一天，一个很重要的内

容就是全家团聚，并感谢

那些给过自己帮助的人

们。此时此刻，我要感谢

我的爸爸妈妈。 

我出生在中国，记得

小时候我们家境良好，生

活很快乐。爸爸在一个公

司做经理，管着不少人，

钱也挣得挺多。妈妈是大

学教师，她也非常喜欢这

个职业。但他们知道在中

国读书很辛苦，不仅仅是

填鸭式教育，作业也非常

多，而国外的大学教育有

口皆碑。于是，经过认

真思考，更多地是为了

我的前途，父母决定移

居海外，先移民加拿

大。我们刚到加拿大的

时候，几乎是一无所

有，为了我，他们放弃

了在国内喜欢的工作，

爸爸找到一份新工作不

是他管人家，而是人家

管他。妈妈也当不成老

师了，她去McGill大学

从头开始学习会计专

业，这对我的父母来说都

是个很大的挑战。但他们

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迎

接挑战。 

几年后，因为美国的

工作机会更多，气候也比

加拿大暖和，我们全家便

千里迢迢搬到了美国。为

了丰富我的课后兴趣，父

母帮我报了许多兴趣班，

像游泳、绘画、钢琴、黑

管、中文和数学。最近，

父母发现我对黑管兴趣浓

厚，于是换了一位老师。

我以前的老师住的地方离

我家很近，开车只要五分

钟，而且上课费用也没那

么贵，只是效果不够好。

父母打听到维吉尼亚有一

位老师非常好，尽管开车

要半个小时，而且收费比

现在的老师要贵很多，但

他教的学生都很棒，父母

经过比较，毅然决然地换

了老师。尽管为此将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他

们坚信，我的黑管成绩一

定会进步很大。 

对于父母来说，他们

为孩子付出再多都觉得是

天经地义的事，而对于我

来说，除了对父母充满感

激，还有无限的温暖。我

庆幸自己拥有一个温暖的

家，庆幸有一对善良、伟

大的父母。我将以自己的

方式回报他们，回报他们

的养育之恩和无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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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恩的日子里 

李玉文 

今天是感恩节，我要

谢谢我的爸爸和妈妈。他

们不仅养育了我，而且给

了我漂亮的房子、愉快的

生活和优秀的老师。他们

陪伴我们一起学习，一起

练字，一起去中文学校，

并且给我们机会表现自己

的才能和改正自己的错

误。 

记得我在上四年级的

时候，曾有这么一件事，

让我记忆犹新。音乐老师

留了一个作业，但我根本

就没有练习，希望妈妈帮

我签个字，就算我已经练

习了。我没有觉得这是个

多大的错误，可妈妈发现

我没有练习，并且试图撒

谎，她非常生气，不仅狠

狠地批评了我，而且气得

自己饭也没吃就出去了。

她在外面遛了很久，等心

情稍微平复了才回到家。

她来到我的房间，认真地

跟我谈话，并告诉我这个

错误的严重性。经过妈妈

的启发，我逐渐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并且马上开始

练习，第二天以真实的成

绩 向 老 师 汇 报。从 那 天

起，我再没有犯过类似错

误。为此，我要感谢爸爸

妈妈，是他们教会了我应

该怎样做事，怎样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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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爸爸妈妈！ 

张艺臻 

我喜欢打排球，期盼

着有一天能入选学校的排

球队。进入高中后，学校

排球队开始试训了，虽然

我脚有伤，仍然想带伤参

加试训，但爸爸却说：

“你的伤还没好，不能参

加试训”。这可把我气死

了，我眼睁睁的失去了一

次机会。 

去年我升入十年级

后，我的愿望终于实现

了。在联赛开始之前，爸

爸给我作了一个马拉松式

的演讲，主题是：运动

时，如何避免受伤。听得

我迷迷糊糊，睡意蒙蒙。

心想：我的脚伤已经好

了，不必再

担心了。 

可是，

几个星期

后，不幸的

事又发生

了。在一次

赛前训练

中，当我跳

起扣球时，

队友的脚重

重地踢在了

我受过伤的

脚上。我疼

痛难忍，眼前一黑，跌倒

在地。醒来时，看到教练

和队友们围在我身边，我

想到了爸爸妈妈，不知道

该怎么告诉他们。我既怕

爸爸妈妈伤心，又怕他们

说我不小心。无奈，还得

给爸爸打电话，想告诉他

“我受伤了”。可这简简

单单的四个字，犹如四颗

小石子卡在我嗓子里，

“爸爸...我...”。“怎

么了？”爸爸问道。

“我...”， “怎么了，

臻臻？”。我没敢说完，

就把电话挂断了。 

十几分钟后，令我惊

讶的事发生了。知我疼我

的爸爸妈妈已经猜出我受

伤了，爸爸拿着冰袋，冲

进了学校，立即给伤脚敷

上冰，固定好；妈妈也联

系好了医院去检查。万幸

的是我的脚没有骨折，只

是肌腱和软组织严重损

伤。爸爸拍着我的肩膀

说：“这次一定要好好养

伤，争取早一天回到球场

上”。听到爸爸的话，我

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我的爸爸妈妈精心呵

护着我，鼓励着我。爸爸

妈妈, 谢谢你们，给我的

爱；谢谢你们，给我力量

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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