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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水似海，滴滴如珠 ――唐若洋作文集 
    

 
         女儿有名唐若洋。教女儿学中文，就是从她
的中文名字开始的。我们告诉她，池塘虽小，也可
以盛满纯洁如海之水，也可以汇入大洋，从而拥有
一个无边广阔的胸怀。 
 
        记得女儿若洋一开始学中文，就喜欢上中文
了。没学多久，她就告诉我们，中文字个个看上去
就像搭积木，不同的偏旁搭成不同的字，而不同的
字还能再搭成新的字；写起来，也像画画似的，非
常有趣。对中国的历史，她也充满无限的敬意。她
在一篇演讲的文章中写到，一个国家存在了 5000
多年而不倒，背后一定有很多秘密。而要直接了解
这个秘密， 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去学中文。 
 
        这些年来，若洋一直很喜欢上中文课，她常
常说，姚老师将她们班的学生都当成朋友，什么话
都跟她们说，她非常相信她们的老师，上课轻松，
学得愉快。她英文写作一直很好，我们也一直鼓励
她多读中文，多用中文写作。作为家长，我们很高
兴姚老师给她们创造这样一个机会，让她回顾，整
理并打包一下自己这几年来写过的作文，相信她从
中一定找到了更多的写作乐趣，并愿意在这里和大
家一起分享。 

 

塘水似海，滴滴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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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我喜爱的一个小物件或玩具 
 

学法语的软件 
 

     十二月二十五号正好是我的生日。今年是我的十二岁生日很特别，因为是我的本命
年。所以妈妈爸爸决定借圣诞老人的名义给我买一个很特殊的礼物, 
也就是我 喜欢的圣诞/新年礼物。 
  
     说起学法语，可能是受妈妈影响的，她在大学学过法语，爸爸也很喜欢巴黎，我很小
的时候很想学法语，所以我刚到中学，选择语言，就毫不犹豫选了法语。 
 
     这个特别礼物－法语软件，可以帮助你的日常用语，比如说让你每次都重复日常用
语；也可以提高你的词汇，比如在简单的上下文里，它会放一到两个难点的词汇：它也会
帮助你的发音，它会教你牙齿，嘴唇，和舌头的位置；我觉得 有趣的是它会让你有成就
感，每当你完成任务，它会奖你一些小游戏或者是法国学生生活和法国风光短片了； 后
它会给你挑战性的水平，让你继续学习。 
        
     如果我继续努力，我可能会是法语班上 好的学生了！而且，爸爸答应我中学毕业的
礼物就是去法国，如果我学好法语，到时候交流就不会是问题了。今年我 喜欢的礼物，
既特别也很有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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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篇：我喜爱的动物 

可爱的小猫 
 
     每天早上一起床，小猫就在我的床地看着我。等着我跟她一起去玩儿。 

     每天放学，还没进门小猫就飞快的来欢迎我！它跳来跳去，好像是疯了一样！尽管我
每天都是会有很多作业，我还是会挤出五到十分钟跟她一起玩一下。我用个吊这羽毛的鱼
钢在小猫眼前甩一甩，小猫就会象打雷大么快去抓它。我的眼睛都跟不上！ 

     我吃晚饭的时候。小猫也会跟我一起坐在椅子上。它圆圆的眼睛盯这我饭碗里的鱼，
好像就是要抓出来吃！有时候她还真会跑道桌子上去，用爪子去碰那条鱼的头。我每次都
得把她给抓下来。过一会儿，鱼都吃完了以后，就会在我的腿上睡着。 

     晚上睡觉前，小猫会先跟我说一声"晚安"才会倒在她的床上。它既不睡觉也不想玩
儿，就躺在那里看着我。有一点神密的感觉。 

     小猫真是我 好的朋友！ 

 

第 3 篇：我喜爱的植物 
我家餐厅的玫瑰花 

 
在我家的餐厅里，总是摆放着一束最美丽，最幽香的玫瑰花！每天早晨当我醒来，我可以从我的

卧室里闻其香味。一大早它就给我一个好心情，看见它我的脸上挂满笑容。他们也是见过的最亮

红色的玫瑰。清晨太阳的光线反射过来，晚上他们有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我家的小猫眯最爱吃它的叶子，常常让我发现就让让它离开。看见他们盛开，之后又会难过地看

到他们萎缩老去。 

我将他们放在餐桌中间的花瓶里。有时，当我们浇水，水珠就留在花瓣里，当时看来他们是如此

微妙，仅仅是一个微小的接触，他们就会枯萎。 

春天来了，这意味着我家后花园将有更多的玫瑰长出来，我会采摘放在花瓶里。每天会看到的。

但在过去数天在下雨，他们无尽的提醒我，春天不久就来了。我现在能看到的是他们的花瓣软

脆，叶片强，正在吸取了水中的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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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带给人惊奇和梦幻，我希望大家喜欢它，欣赏它，就像我一样！ 

 

第 4 篇：我的“小天地” 
 

我的读书天地－牛顿图书馆 
 
 

     我家附近有一个图书馆。一进门就可以听到翻书的声音，可以闻到新书的味道。那就
是我的，“小天地”－牛顿图书馆。 
     我从小就爱读书。小学里一有书展的时候我就会去看看有没有书我是我喜欢的。可
是，很多书他们都没有，而且他们的书很多都是我根本没有兴趣去读的。有一天，我的英
文老师推荐一本书给我，说是特别好! 所以我就去了一趟图书馆。 
     那就是牛顿图书馆，离我们家开车只要五分钟。四周都有绿树环抱，门前有小桥流
水，简直就是读书的好地方。门廊前有好几个人物雕塑仿佛告诉你图书馆的历史痕迹。 
如果你是从大门进去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从边门进去，那你才会看到
这个图书馆特殊的地方！每到一个节日的来临的时候，它们就用那节日的特殊象征去装满
一个玻璃橱窗！比如说在中国人的春节时候，里面有十二生肖那些动物娃娃的雕塑来庆祝
中国新年。很有意思！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好多小圣诞树和圣诞节的历史。感恩节，独立
日，还有好多我都不知道的节日也都会让你体验一下。每次我都会学到好多我以前闻所未
闻的事情！ 
     我对图书馆如此着迷。更重要的是，它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要写作文的时候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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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一下图书馆，看看有没有书可以帮助我更加了解作文的题目。所以每次我都会把作文
写的很好。有一次老师叫我们做一个关于美国当地人的项目。当时我不是很了解美国当地
人，所以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好讲美国当地人的书。每本书读完后就会学到一些新的信息。
信息都汇集在一起分析，做出来的项目内容很丰富，得了老师的夸奖。我对科学，历史，
天文，和社会都很感兴趣！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当医生，所以我对医学和人体也感兴趣。
图书馆里就可以提供关于这些方面的书满足我的好奇心和求知心。 
     我喜欢我的小天地，不仅因为它能够提供我要的书籍，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其他的地
方能够代替它。它就是我的小天地，每次一到那里我就不想走，因为我知道下次来还会有
更多的惊喜！ 
第 5 篇：一种自然现象 
 

大自然的变化－彩虹  
 

     那里有一片深红色，一片夕阳橘色，一片明亮的黄色，一片浅绿色，一片天蓝色，还
有一片蓝紫色。这是什么？这就是美丽的彩虹。 
     秋天到了，去尼亚加拉瀑布就可以看到世界上 漂亮的彩虹。在任何特定阳光灿烂的
日子，你就可以看到彩虹瀑布。它的光明的颜色从薄雾中发光。我闭着眼睛，也无法挡住
那彩色明光的亮度！太阳照着彩虹，让它变得更加光彩。看到彩虹的明亮，就会感觉到轻
松和快乐。 
     彩虹整天乖乖的飘在瀑布上。它不能动，但它的优美使得它看起来好像就在瀑布上自
由的舞动。它带着它的颜色跳到瀑布的每一边，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它也在咆哮的水上
跳来跳去。 
     它穿着一件飘动的裙子。裙子很长很长，从高高的云层之中潜水到瀑布的深水里去。
这件裙子是如此柔软，如此柔滑，它本身好像就是从云中冒出来的。我直想伸出我的手，
去抚摸那光滑的布。 
     天快黑了，彩虹就把它那件彩色的裙子脱下来。每天让人欣赏它的美丽，实在是太累
了，所以晚上都可以安静地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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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篇：Translate the story of Anansi and talking melon  
 

阿兰西和一个会说话的瓜  
 
     一天早上蜘蛛阿兰西坐在一个高高的荆棘上望着大象的园子里。大象当时是在锄他的
瓜田。那些成熟的瓜好像是在对阿兰西喊,”看看我们得汁又怎么多，又多么甜！来吃我们
吧！“ 
     阿兰西很喜欢吃瓜的，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去种瓜太累了。所以他就在树里，一边等
一边看，等到太阳升的高高的，把天晒得好热。 
到了中午，太阳应经晒得吃不消了。大象就把他的锄头放下，到屋子里去休息。阿兰西就
是等到这个时刻。他先把一根刺拔下来，在轻轻的从树上掉下去。他在瓜田里找出 大
圆的瓜在用刺在瓜理挖出一个洞。 
阿兰西挤井洞里就开始吃了。他吃着吃着，吃到他像蓝莓那么圆才吃包。阿兰西就说
“好，我吃好了，大象马上就回来了所以我必须走了。“他准备从洞里出去，可是发现他太
胖了，不能从洞里出去了。 
”我卡住了！“阿兰西说。“我现在出不去，我得等到我瘦了以后才能在出去。”      他就坐在
一堆瓜子上等着变瘦。 
过了好长时间，阿兰西听到大象回到园子。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等到大象来近一点，我
就开始说话。他肯定会以为瓜在讲话！那就会太好笑了！”大象走到瓜田里。“看看这个好
瓜，怎么大！”他说，他准备拉起来。 
“哎哟！疼死我了！”阿兰西说。 
大象吓了一跳！“是谁在说话？” 
“是我说的！这个瓜！，”阿兰西说。 
“我从来都不知道瓜是可以说话的，“大象说。 
“我们当然是可以的。我每天都在讲。就是你们都不在听！“ 
“我真是不相信我的耳朵！“大象说。”一个会说话的瓜，谁会相信啊？我得带给动物之王看
看！他就带着有阿兰西的瓜往着山顶上跑去。他在路上朋见了河马。 
“你带着那个瓜去哪里？”河马问。 
“我带它去见动物之王!”大象告诉他。 
“为什么？动物之王有几百个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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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这个瓜，”大象说。“这是一个会说话的瓜。“ 
河马不相信大象说的话。“一个会讲话的瓜？那太可笑了！像一个。。。“ 
“。。像一个瘦的河马一样,”那个瓜说。 
河马生气的脸都红了。“谁说的？是不是你大象？” 
“不是我，是那个瓜！”大象说。“我告诉你可以说话的吧？现在相信我了吗？ 
“好好好，相信你了！“河马说。”但是我想跟你一起去。我想听到动物之王怎么说。“ 
“那就一起走吧，“大象说。他们两就一起拉着瓜，往下走。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碰见了野猪。“你带那个瓜去哪里啊？“野猪问他们。 
“我们要把它带给动物之王，“大象和河马告诉他。 
“动物之王应经有那么多瓜，为什么还要给他瓜？“野猪问。 
“动物之王是有很多，可是他没有这个瓜，”河马回答。“这个瓜会讲话，我亲耳听见得！” 
野猪笑了。“一个会讲话的瓜？那太可笑了！象一个。。。“ 
“。。像一个英俊的野猪，“那瓜说。 
野猪生气的发抖。“是谁说的？是不是你大象？难道是你，河马？“ 
“当让不是啊！“河马和大象说。“是那个瓜说的！现在你相信我了吧？” 
“好，我相信你们了！”野猪说。“让我跟你一起去！我想看看动物之王会怎么做。” 
一路上他们碰见了鸵鸟，犀牛，和乌龟。他们都也没相信瓜会说话。但是自己听了以后，
也都相信了。他们也想跟着去。 
动物都来到动物之王面前。大象把瓜放在动物之王的脚下。动物之王看见挂就说，“为什
么你会给我一个瓜？我应经有好多瓜在我的园子里！” 
“可是你没有这个瓜，”大象说。“这个瓜会说话。” 
“一个会说话的瓜？我不相信！说一点什么，瓜！” 
那个瓜一句话都不说 
动物之王变得不耐烦了。 
“瓜，如果你能说话，就说一句话吧！我命令你说话！” 
那个瓜不出声。 
动物之王放弃了。“这是一个愚蠢的瓜！” 
那时候，瓜就说话了。“是我愚蠢吗？你在跟一个瓜说话啊！ 
那些动物都没看到动物之王那么生气。“这个瓜怎么敢侮辱我！“他喊。动物之王把瓜拿起
来，在仍的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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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一直滚到大象家。KPOM!它碰到树上，都打碎了！阿兰西从几片瓜中出来。那么多激
动的事情让他变瘦了，也让他又饿了。他就爬到香蕉树上，开始吃香蕉。大象回来了，他
走到瓜田里去。“你这些瓜真是太让我生气了！“大象说。”从先在开始，你们什么话都可以
说。但是我一句话也不会听！“ 
“真棒呵，大象！“阿兰西从香蕉树里说。”我们香蕉应该告诉你的。会讲话的瓜就是麻烦！

 

第 7 篇：写一个过程（我怎样……） 
 

怎么做蛋糕 
 

     你想做蛋糕吗？那你就来对了地方。做蛋糕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必须很仔
细。首先，你要准备一下所有的 佐料。你会需要两大杯粉，1/8 小杯盐，四个蛋清，1/2
小杯苏打粉，小杯发酵粉，1 ¾大杯糖，1 1/3 大杯牛奶，小杯香草精，植物油，1/2 大杯
和黄油。如果你要巧克力味道你就要加巧克力分。你也会需要一个大碗，几个小碗,一双
筷子，一个条根，一个量杯，和一个圆地烤盘。你都准备好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做了。先把
你的烤箱顶热到三百五十度。然后在烤盘里面普一个薄薄的一层油。把烤盘放一边。下一
步就是要把粉，发酵粉，苏打粉，和盐在那个小碗里混合在一起。在一个另外的小碗里把
黄油打成一个液体。你也可以放在微波炉里打几分钟。碗里再加糖和香草境。接着，你就
一个一个地把蛋清拌井去。 后就把牛奶和面粉交换地到井黄油，糖，香草境，和蛋清的
拌和里去。都混合在一起之后就可以把它到井烤盘。放经烤箱考三十到三十五分钟。或者
是你看到边上是一个浅棕色。不管那个先到你要把一个牙签擦到蛋糕中间。如果拉出来以
后是干净的，就所名好了。如果还有些东西留在上面，就所名还要考几分钟。考好了以后
让它冷下来一点就可以吃了！       

 

第 8 篇：我们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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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汤 

 
       从前在纽约的大城市里，有一个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小月。小月很小的时候，爸爸妈
妈去世了。她就跟她的姨妈住。小月的姨妈非常凶，所有的家务都给小月做。到了十二
岁，小月受不了了，就觉定跑走寻找新的生活。 
       她逃走以前准备了好几个月. 她偷偷地在市场找了一分工作帮助渔洗鱼. 鱼味很重,地
方很脏,可是她还是努力的做.每天挣一点钱藏在枕头底下.过了好长时间她终于挣到了五百
元准备去波士顿找她的舅舅.她知道如果姨妈发现她的计划她就完了所以她决定在半夜走.
那天晚上风平浪静.小月带这一些旧衣服, 一个木头碗, 她父母的照片, 她挣的钱,和一条很
薄的被子, 走到街上去.  她看着房子, 知道这是 后一次了. 毫不犹豫, 就跑到火车站. 她到
的时候只有几个人所以就很快地买到票. 火车来的时候, 收票员问她: ”小姑娘, 怎么晚你要
去那里啊?” 小月回答说: ”我是要去波士顿找我的舅舅. 
晚上的票 便宜.” 收票员说: “哦, 原来是这样. 希望你一路平安.” 小月笑眯眯地说: “谢谢
您,” 就跑去找她的房间了. 
       小月把她的东西放在房间里就去饭厅找吃的。饭厅里没有多少人，小月一进去，服务
员就马上给她一个坐位，让她看看菜单。小月一看到菜单就知道那些菜一定很贵。她随便
地翻了一下，每个菜都要￥20 以上。小月不舍得花那么多钱所以她就没有点任何菜. 
旁边有一个老爷. 他看到小月没有点菜就问她 “你怎么没点菜? 不喜欢吃这里的东西?” 小
月回答说 “不是的, 这里的菜看上去很好吃,可是太贵了.” 老爷说 “那么,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吃一点我做的鱼汤? 我一个人吃也很无聊.” 他说着就带着小月到他的桌子去,上有一大碗
鱼汤. 小月一闻到鱼的味道就头疼可是她实在是太饿了所以她坐下来就把一碗汤吞下去了! 
老爷看到小月怎么哦, 就让她把所有的汤都喝完.小月吃饱以后不好意思地说 “谢谢您对我
怎么好. 等我找到我的舅舅, 转到很多钱以后, 我一定会去找你. 再见了!” 就走了. 
       小月在火车上应经坐了两个多星期, 才终于到了小月的地点. 她下火车以后也不知道
往那里走可是她知道波士顿是在南边所以她就一直往南边走.她走着走着, 走到一个村里去
了. 她应经走了两天, 有没有饭吃, 她就到一个家里去要一点饭. 她敲了敲门. 一个老婆婆打
开了门.她一看见小月的瘦腿就明白了. 她到厨房去拿了一碗鱼汤给小月喝. 小月一口就把
鱼汤喝完了. 老太婆很可怜小月, 可是她也没法帮他.她自己也不是很有钱, 经常还饿肚子, 
就给小月一件新衣服. 小月就有开始走啊走啊, 走了三天就又开始饿了. 她坐到旁边的路上,
就昏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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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起来的时候是在一小床上躺着. 忽然, 一个年轻女子走过来了. 她对小月说: “哦, 你醒
了? 你还好吗?” 小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点了点头. “那很好! 我看到你躺在路上好像不行
了, 真是吓死人….” 小月赶尽说 “真是对不起! 我当时是实在是没有力气了.谢谢您带我来到
您的屋子. 我本来是去波士顿找我的舅舅, 可是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月说完就大
哭起来了. 那位年轻女子说 “来吧,我带你去见我的外公. 他一定会知道怎么办.” 她帮助小月
下床, 牵着她的手走到后园去. 那里有一位老爷, 小月看着他很面熟.老爷好像也有同样感
觉. 突然他笑着说 “看来, 你真的是有回来找我了!” 小月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都一起坐下来.
小月告诉他们她一直在街上没有饭吃, 而且还不知道往哪里走. 老爷听到了她这个故事以
后就把小月带到一个池塘去了. 他说“现在我会教你怎么钓鱼. 这样子, 你永远都不会饿肚子
了.” 老爷教了小月一下午, 钓到了好多条鱼. 晚上, 老爷说 “小月,波士顿还挺远的. 你也不知
道你的舅舅是不是在那里. 要不你先留在这里带一些日子, 让你身体养好了以后, 我们一起
去找你的舅舅, 好吗?”小月说 “你们对我怎么好, 我真是太谢谢了!” 他们三个就高高兴兴地
喝鱼汤. 

 
 

 
第 9 篇：看图写故事（怎么反而长矮了） 

怎么反而长矮了？ 

 

     有一天下午，小明和他的爸爸一起到公园。那天是小明的生日，他现在七岁了。他的
爸爸就带他量一量他现在有多高了。也是想记录小明每年的高度。他们没有尺子所以他们
只能去公园用树当作尺子。到了公园，小明选了一个比较幼嫩的小树。爸爸一边牵着小明
的手，一边要拿着锤子，所以只好把钉子咬在嘴里。小明走到树的旁边，小明觉得自己太
矮了，他就把整个身子往上伸。爸爸用锤子把小明的高度很仔细地在树上做了一个标记。
小明走开了以后，他就把钉子打进去。那天是十月十二日。量高度的时候是秋天，天气满
冷的，树上的红色和橘红色叶子都落在草地上了。小明和爸爸回家的时候也在讨论叶子为
什么会落下来。。。 
      一个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小明每天都盼望着再到公园去看看他在一个冬天里长了
多少。那是个星期六，天气非常好。爸爸就带小明去量高度，小明非常兴奋！他们俩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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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同样的地方去，小明看着树上的钉子有一点儿不对劲。他走到树边上，抬头一看，钉
子比他高多了。小明和爸爸都觉得很奇怪，可是他们找不出原因来。那天晚上吃饭的时
候，小明告诉妈妈这个问题。妈妈也觉得很奇怪。第二天早上，她跟小明和爸爸去看看这
个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妈妈到了数边上。后面看看，边上看看，上面也看看。她看到树
上的花，看到树干很粗，就转身说“我知道了！你们俩个真傻，不知道树是会长的吗？那
个钉子是在一样的地方，可是树干长高了所以那个钉子就会跟着一起伸高”。说完了，小
明和爸爸都觉得自己很笨。妈妈说“没有关系，现在你知道了，下次就不会犯这种错误
了。不过你们俩真是搞笑。我还以为小明真的长矮了”。他们三个就笑着，走回家了。 
 
第 10 篇：寓言改写 

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新编 
 

     自从乌鸦被狐狸骗了以后，就格外地小心起来。 
     一天，乌鸦又找到了一块又大又香的肉，它拿着肉摆在了一棵大树上，正准备吃，碰
巧，狐狸也来到树下散步。忽然，它闻到一阵肉的香味，抬头一看，一眼就看见了乌鸦嘴
里的肉。狐狸流着口水，心想：这肉可真肥呀！不过我上一次已经骗过乌鸦了，这一次它
肯定不会轻易上当，怎么办呢？ 
     狐狸想了想，就有了一个主意。它故意板着脸，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严肃地对
树上的乌鸦说：“乌鸦，这次你完了！你跟上次的抢劫有关，我已经把你的一举一动向黑
猫警长报告了，它马上就要来抓你了。” 
     乌鸦一听，气得脸色发白，破口大骂：“你这个坏东西，总是编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来
害人，真是个卑鄙小人……”可话未说完，嘴里的肉早已掉到了地上。 
狐狸叼着肉，得意洋洋地走开了。乌鸦又恨又气，在树枝上不停地叫啊跳啊，可一点办法
也没有。 
     乌鸦饿着肚子朝家里飞快跑去，路过兔子博士的家，它忽然想起来，也许兔子博士能
帮它的忙。它赶紧来到兔子博士的研究所里，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兔子博士。 
兔子博士听了，也非常生气，它对乌鸦说：“乌鸦，你先回家，这件事我来幇你处理。” 
狐狸叼着肉，一边走一边想像着肉的美味。刚到家门口，它就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布告，上
面写着：“今天日本研究所丢失了一块有毒的肉，捡到者切勿食用，请马上送到研究所
来，－兔子博士。” 



12 

塘水似海，滴滴如珠 ――唐若洋作文集 
     狐狸一惊，心想：怪不得这乌鸦又会找到这么一块又大又肥的肉，莫非这肉……它越
想越觉得不对劲，急忙叼着肉向兔子博士的研究室跑去。他一看到兔子博士就大叫起来
“这个肉是有毒的啊？”兔子博士笑了一点，但是他对着狐狸很严肃地说“那当然！你赶快给
我，我得把那块肉给扔掉啊！”狐狸听到了以后就赶紧把嘴里的肉扔到地下去。他就跑回
家去刷牙了。 
乌鸦正在家里。突然，家里电话铃响了，它赶紧接电话。原来是兔子博士叫它去领肉呢！

 

第 11 篇：我想象的一个故事或寓言 
 

婚礼上的小花猫 

 

     我的故事发生在我舅舅的婚礼上。我记得在那之前，还没有参加过一个婚礼所以我很
兴奋！如果让我说出所有发生的事情那故事就会太长了。这里，我就简单的说说我 喜欢
的一些场景。 
     2009 的春天我跟妈妈和妹妹回中国。我们主要目的是参加我舅舅的婚礼所以我们没有
待很长时间。中国的婚礼是很复杂。又是要接新娘，又是要堵车。每个部份都很重要也很
有趣，但是我 喜欢的部份就是新郎和新娘照相。我以为照相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其实
一切都很精彩也很好玩。那个摄影师是专业的，拍照地方的风景太美了！每个角落都是绿
草，树上长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舅妈的裙子特别长所以走来走去需要我妹妹和我的表妹
一起牵着。我负责把花瓣撒在路上。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一边走一边拍照片。新娘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 
     当中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跟着大家一起走，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一只好小好小
的猫在后边跑来跑去的。小猫真是好可爱啊！它的毛是据黄色的，看上去很软，也很亮。
眼睛就像一个大圈圈。我好想去摸摸它可是又怕走丢了。小猫这里闻一下，那里碰一下，
跟一个小孩一样好奇。每次舅舅和舅妈停下来照相的时候，他就会跑到边上，仿佛是去抢
镜头，想跟新娘比美。别人可能没看见，可是我是看的清清楚楚。不知道摄影师拍照的时
有没有把它也照进去了！拍完后，小猫就又躲井草里，相是要玩作迷藏。我陪着它好半
天，快要走了的时候，一只大猫突然跳到小猫前面。它看起来挺凶的，好像是要保护小猫
咪似的。我说了一声“再见”就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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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故事。从中我体会到，每个你认为简单的事情都可能会有一些有趣又有意
思的小插曲，让人开心不已，甚至很长时间以后都难以忘记。 

 

 
 
 
 
第 12 篇：我 

我 

 

     那是谁啊? 黑头发, 黑眼睛, 黄皮肤. 哦, 那就是我－一个典型的中国女孩。 

     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很有礼貌但 不喜欢讲话的人。其实, 我特别喜欢讲话。我是跟谁

都说的上来的人! 可是上课的时候, 

     我会把嘴巴闭上好好听课，所以每一个老师都觉得我很听话.。我放学以后都会有一大

堆事情要做, 有的时候发现没有时间去完成。 

     即使我没有时间去做每一件事, 我可以做的事情我都会努力去完成，而且尽力做好。 

我的个子高, 人很艘， 

所以适合跳舞和踢足球!应为跳舞需要好身材，踢球需要腿长，跑得快，这两条我都 合

适。 每个星期六我去 The Dance Academy 跳中国民族舞，每次课都会跳三到四个小

时，所以每次跳完了以后都觉得很累，在回家的路上有时候还会在车上睡着了！可是在跳

的时候我一直坚强，很努力，不觉得累，舞蹈不只是动一下手脚，还必须用眼睛表达感

情。人再累，也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让人看上去很活。再说踢足球，我踢球也是队上打

得比较好一点的，我的腿长所以就跑得快，人家有球的时候我一下就追上了，可是这还不

是但我的 大长处，我打的好的 大原因，我觉得是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每次球被提

到哪里去我是 先反应。我一拿到球就会用 快的速度跑到球网，别人想跟，也跟不上

来，而且我的控制球和抢球的办法很多，总能拿到球。归根结底，我的 大优点就是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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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情做得好。我不偷懒，只是有的时候不想做浪费时间的事。可是如果我答应做一件

事，我一定会把那件是办得好。 

     虽然我有好多好多优点，可是没有人是完美的。有的时候我性格很强，不愿意听别人

的意见。爸爸老是让我这个可以改一下，那个没有做好，每当他多说几次，我就觉得就很

烦人了。大部分时间我是不想再改什么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可是，如果我

听他的话，我就把那事情做的更好了，毕竟他比我有经验！比如说，我每天会带一个

binder 到学校去，Binder 里面我会放一个小铅笔包。我买了好多好多笔，所以我那个铅

笔特别满，把我的 binder 搞的太大。所以我爸爸建议我把铅笔包拿出来单独拉。当时我

觉得太麻烦了，所以就没有换。几个星期以后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好可爱的小铅笔包，我就

把 重要的笔都换到那里面去了。现在我的 binder 小了好多，而且我的笔还是很整齐！

我觉得如果我愿意跟多听别人的想法，那我就可以把每一件事做到 好。还有，我晚上睡

得太晚。我的事情很多，所以每天晚上都搞到很晚做作业。我知道我自己应该早一点睡可

是每天都会有做不完的事。晚上睡不好觉，天天早上都太累，不想起来。妈妈建议我把

重要的事情先做，不重要的事情留在明天，我听了她的话，现在好多了。 

我这个人优点很多，可是我的缺点也不少。我常常会犯错误，可是每一个错误会都是一个

教训。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改正我每一个错误，我就可以更接近完美了。 

 

第 13 篇：看图写作文（动物园的早晨） 
 

动物园的早晨 
 

     动物园里住着一个很胖地大象。大象跟平常的大象不一样。它的身体大，腿又小又
短，看起来不是很平衡。它的尾巴也很特别，是很小地。不过， 大象很调皮所以大家都
觉得它很可爱。在动物园里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猴子。它震天没事干，就到处管闲事。一边
看，一边吃它 喜欢吃的水果，苹果。有一天，一个饲养员， Bill， 拿着一些青草去给大
象吃。Bill 个子不高，有一点胖。 重要的是他对他的工作很负责任。他每天的工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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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象吃地好，睡地好，在动物园里高高兴兴地住。大象每天一看到 Bill 就会很开心。他
们俩个这样子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大象也经常喜欢跟 Bill 开玩笑。它有时候会轻轻地去
踩 Bill 让他跌倒。有时候还会喷 Bill 一脸的水。Bill 知道大象只是开玩笑，所以每次都不
会生气。他看着大象笑眯眯地玩儿，也就不会讲它得。可是 Bill 还是要喂大象吃，所以就
用草当着脸，一步一步地往大象走去。猴子觉得他们这样子特别有意思，所以每天都回来
看看。他们三个每天就这样；一个闹个玩儿，一个想完成工作，还有一个就在旁边看热
闹。 

 
 

第 14 篇：记人（一个） 
 

我和妹妹的对话 
 

“姐姐！帮我做作业！快点！” 
“来了！来了！是什么作业啊？” 
“这个数学题目我不董啊！” 
“好好好我看一下，不要着急！” 
我看了一下妹妹的作业。上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加法。 
“这很简单的！你那里不清楚？” 
“整个题目太烦人了！每次做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好啊，那我们一步一步的一起做，怎么样？” 
“哎呀我已经很仔细地做过！这个题目一定是有问题的！” 
“这怎么可能？我刚才已经做出来了！” 
“哇！姐姐，你太聪明了！那你跟我说，因该怎么做呢？” 
“做什么事情都要很仔细。你把每个步骤都写下来，我保证你就会得到真确的答案！” 
妹妹坐在那里阵阵五分钟，一句话也不说在做题目。到了时间，她突然跳起来了！ 
“姐姐！姐姐！这是对的吗？快快快！你看啊！哎呀！快一点吗！” 
我看到妹妹写下来的步骤，虽然有一点乱，可是非常完整。而且这次的答案也对了。 
“这个答案。。。。。是真确的！恭喜你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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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谢谢你了！“ 
“哎呀，没什么的。我也要去做作业了！“ 
“不行不行！这里还有二十四个题目。你得帮我啊！“ 

 
 

第 15 篇：记人（一组） 
一个活动 

 

      老师慢慢地把考卷发给同学。每个人拿着他们 好的笔紧张地等着老师过来。大家都
不说话，所以只听见每人的不同动作。小明不停地用笔打桌子，真是很犯人。小月好像是
被冻了，真个身体都不动，连眼睛也一直往前看。每次拉一百分的小米倒是一点都不紧
张。她还跟坐在她后面的朋友讲话呢！老师发完考卷后就说，“好，可以开始了。”大家知
道只有四十五分钟考试，所以一下子就开始了。 
     这个考试对我来说很容易，所以我二十分钟就做完了。我是班上第一个做好。我回到
位置上时，看见小米瞪了我一下。她每次是第一，所以现在肯定很生气。我回到位置上，
过了五分钟觉得很无聊，就看看别的同学做的怎么样了。坐在我前面的小明，好像还在第
一页上呢！嗨，不知道他怎么才来到我们班。如果我是老师，我早就把他放在低一年级的
数学班上了！小月也只在第二页上，不过他看起来知道怎么做了，笔不停地写。只怕他做
不完，扣分呢。他一定是一开始太紧张了。我听说他的父母特别严格，不拿一百分就很生
气！幸亏我的爸爸妈妈还不是那么严格，要不然，我早就被赶出去了。突然老师就说，
“好了，下课了。没有做完的同学快点交上来。”我看见那些同学连忙完成 后的题目。小
米留下来问老师什么时候会知道分数。我也想知道，不过考试是挺费劲得。我就收拾书
包，回去准备下次的考试了。 
 

 
 

编者：这是我第一次跟姚老师学习整理文章。我觉得我现在写的文章跟过去比有很 
大的进步。我一定会继续写下去，让大家欣赏更多更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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