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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林東小學三（4）班 學生作品 
 
王聰作品 
 
大話三國（上）  
 
 
                     第一回  桃園結義  
 
    晴空萬里。劉備穿著從阿娘思家（其實是阿拉斯加）進口的草鞋，挎著籃子，

熊貓似的跑向集市賣菜。一路上啃著肯德基雞腿，吃著“大流星”牌雪糕，咬著巧

克力甜麥圈，喝著冰紅茶。不小心撞上了牆，頓時撒了一地。他鼻青臉腫，眼冒

金星：“該死的牆逞什麼能！”一抬頭，看見牆上有一則榜文：“如今張角、張保

造飯，讓靈帝大傷腦金，請各同志快來報時，組成兵鳥，如此可拉倒了 5 只雞，

50000 元。”  
    “我的媽呀！錯字連篇！還與我同宗！什麼世道？  “唉！”劉備唉聲歎氣。“不

過也好，可獎 5 只雞，50000 元呢！”劉備身後傳來一陣聲音，他扭頭看去，只

見一個黑臉大漢正站在身後：“你好，我叫張飛！叫我‘不毛腿’，我想跟你做哥

們兒！”張飛大大咧咧地說道。“哦......嗯......這......好吧！”劉備答應了。張飛緊緊

握住劉備的手，把他的手都握疼了！“哦！對了，你叫什麼名字呀？”張飛反問劉

備。劉備聽了，立刻掏出一張小紙，上面寫著：  
劉備簡介：  
姓名：劉奮，字壅玄德  
年齡：28  
身份：劉勝先生之後  
星座：雙子座  
屬相：虎  
特長：賣草鞋  
出生年月：......  
張飛看了，頓時大嘔特嘔，連眼珠子都瞪了出來，頭髮出豎了起來，還老上廁所，

馬桶聲一次一次警報響起。  
“我今天心情很好，你陪我去公園吧！“劉備三話不說，拉起張飛就往公園跑。不

一會兒，劉備和張飛來到了 “逗你玩”公園。一陣讀書聲冒了出來：“孫子兵法第

三十六條......”張飛大喜，今天不但遇到了一位酷愛賣草鞋的哥哥，還能在公園中

瞧見一位未來的軍事家，真是三生有幸啊！趕忙拉著劉備飛般闖了進去。  
他們定睛一瞧，只見一個長著大鬍子的棗紅臉大漢在桃樹下讀書。  
劉奮和張飛忙上前躬身施禮：“我是劉備，小名：小防備。”  
“我叫張飛，小名：小飛腿大漢，久仰閣下大名。”  
“我是關羽，人稱紅臉書生，外地人氏。”  
“哦”，張飛和劉奮異口同聲地驚歎一聲，“我想和你們做朋友，不知可否？”  
 關羽微笑著說：“我們不如去桃園結義吧！”   
 “ 好主意呀！” 三人一溜煙跑進桃林。  
一切準備就緒，在結義時，劉備不幸被桃子咂中了，昏了過去。關羽耍大刀，不

幸割掉了自己的鬍子，氣得呼了一聲，也昏了過去 。張飛見劉備和關羽都昏了

過去，氣得揮舞雙拳，大喊：“上天不公啊！俺三人如今結義為兄弟，理應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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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當，為什麼如今二位哥哥都昏了過去，我就沒這份福氣啊？真......”話音沒落，

桃樹被他的大力神拳砸倒了，將張飛壓昏過去。  
 雖然三人都昏過去了，但是醒來後三人卻都異常高興。劉奮微笑著點頭說：“這

不正應驗了一句話：有難同當，以後你們必定還會有福同享的。”關羽和張飛一

聽，喜出望外，都連連點頭：“大哥的話真是金玉良言，有理，有理！”  
 
 
第二回：三顧茅廬  
 
自從桃園三結義之後，劉，關，張三人一直忙碌于創業之中。  
這是，劉備去一棟豪宅繼續推銷自編的草鞋，積少成多，想攢點本錢。本以為能

推銷出去幾雙，沒想到被從天而降的保鏢三下五除二扔了出來。  
“不過就是推銷幾雙草鞋罷了，用著那麼認真嗎？ 哎！”劉備摸著屁股咕噥著。

這裏，掛在他胸前的摩托羅拉 38 響了起來，“喂，你......” 還沒等劉備說完，手

機裏另一頭就嚷開來了：“備哥，我是小飛腿張飛呀！經司馬先生介紹，我們已

經找到了一個合適的經紀人！此人姓諸，名葛亮，字孔明，人稱‘臥佛先生’。”  
“怎麼叫個‘臥佛先生’？”  
“據說是因為 他一臥下來就要睡著，在他旁邊扔手榴彈都叫不醒他！”  
“哦，夠拽！明天我們就去拜訪他！”  
次日，豔陽高照，萬里無雲。劉、關、張三人動身前往隆中。半途，因所乘飛機

缺油的緣故跌在了叢林裏，幸好關羽為防萬一帶了三隻降落傘，他們三個才倖免

遇難。“哎喲，好熱啊，小飛腿拿瓶可口可樂解渴！”  
“是可口可樂還是百事可樂？” 咚！張飛頭上鼓起一個大包。  
“別像蠟筆小新，少廢話，拿來解渴就是！”噢，張飛拿起背包，翻了起來，包裏

的物品一個個飛了出來：亞洲小天王專輯《飯特稀》，日本影皇土豆泥巴小次朗

最影片《我的百事可樂》，李嘉磊的《大話三國》......就是沒有可樂。  
說話間，一道強光直射大地。“小飛腿，快用高倍望遠鏡看看是什麼東西。”劉備

大叫。張飛說著從行李中掏出一個長 50 米，厚 0、5 釐米的可伸縮高級望鏡看起

來，只看了 0、1 秒鐘就發出了殺豬般的尖叫：“U-F-O-啊！”咚，一個不明圓形

物壓在了張飛身上，只露出兩條長滿黑毛的粗腿。小飛腿，沒事吧？劉備跑過去

解救張飛，沒想到被突然落下的艙門壓中了，也只露出兩隻穿著草鞋的大泥巴

腳。關羽見狀也跑了去，可令人費解的是，飛船竟整個兒翻了過來，也反把關羽

壓焦了。這時，一個人爬出了飛船，此人竟是諸葛亮！  
“咦，人呢？” 剛剛還看見三個傻瓜在這兒呢！沒想到居然身懷絕技---會隱身

術！“嗯......嗚......你才傻瓜呢......”劉奮在艙門底下憤憤地說。諸葛亮拜聲找去，

這才發現原來是自己的飛船砸到了別人。於是，他一邊使用“縛雞之力”，哎喲－

哎喲－著拉他們出來，一邊賠禮道歉：“哎呀，真不好意思！這個飛船是我前天

發明的，尚且屬於試驗階段，所以探聽探聽其實性強不強。剛才壓到了你們，真

對不起呵！”劉、關、張三人搖晃著身體，費力的從地上爬起。張飛定睛一瞧：“哇！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來全不費工夫！站在眼前的穿著工作服的黑臉書生，不正是

司馬先生給的那張圖上所畫的諸葛亮嘛！”  
“你真是諸葛亮？”劉備不相信小飛腿的話，搶上前去摸了摸諸葛亮，“照《三國

演義》這本天書上說，我們應該去隆中“顧茅廬”，方能可記得諸葛先生！小飛腿，

你再仔細鑒別一下。”  
“哎喲，別忘了我們現在是在《大話三國》裏，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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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那麼你就當我們的經紀人吧！月薪且給你 5000 元吧！”  
“呃！這可不行！”諸葛亮搖頭晃腦拒絕拒絕，“我只想要過平平安安的生活，可

不想陪你們去送死啊！”  
“7000 元！”  
“不行”  
“10000 元！”  
‘不行不行！’  
“先生，您開個價，我賣草鞋不容易，體諒體諒我們這些小本經營吧！”劉備眼淚

滾滾，如滔滔黃河之水邊綿不絕。  
“是啊，我每月賣紅棗也只賺個千零八百的，你也太過分了！”關羽也急了。  
小飛腿忙著坐在一邊地上拔草搓麻繩，嘴裏還嘰裏咕嚕：“早聽我話帶根麻繩一

捆不就得了。還說我不懂得尊重人才，現在後悔了吧！趕快搓根麻繩，現在捆還

來得及！”  
話音剛落，一個身背書包的男孩踏著一朵祥雲從天而降，出現在他們面前。“你

是幹什麼的？” 劉備發問。“我就是大名鼎鼎的李嘉磊！愜無名小卒！”  
“沒聽說過！”四人齊呼。  
“我是你們這個故事的作者！”  
“好你個狗屁作者！害得我好苦啊！寫我被保鏢踢出門外，寫我乘坐飛機失事，

寫我被 UFO 砸中，弄得我小命差點兒丟了！”  
“唉，我也沒辦法，為了豐富故事情節嘛！這次我過來的目的就是希望見證者是

諸先生能當他們的經紀人，這樣故事才能繼續寫下去 ！不然再這樣周旋下去，

我的稿紙都快沒啦！可憐可憐我吧，稿紙只剩下三行了耶！”  
說完，劉、張、關、諸他們四人撇開我一溜煙跑了，只剩我傻乎乎地一個人站在

那握著一支鋼筆繼續思考。欲知後事如何，請呼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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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林東小學三（4）班作品  
 
春  
林東小學齡    三（4）班   陳浩航  
“春天在哪里啊？春天在哪里？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裏……”你們聽過這首歌

嗎？媽媽說這是我以前最喜歡聽的歌曲。但我的奶奶還把它改為：“春天在哪里

啊？春天在哪里？春天在那陳浩航屁股裏。”我奶奶說這是她在我還是小寶寶的

時候哄我的“咒語”，只要一念這一“咒語”，我就不哭了。我覺得真神奇啊！  
春天的確很美妙！你看，到處的樹木都長出了嫩嫩的葉子，就像搬了新家。花朵

也爭鮮鬥豔地開了。蝴蝶聞到了芳香的氣味都紛紛飛來了，它們在草叢中、花叢

中穿梭。有的在翩翩起舞，有的在竊竊私語，有的在玩遊戲。小草從泥土裏爭先

恐後地鑽出來了。藍藍的天空，燕子全從北方飛回來了，好像要趕回來享受一下

春天的陽光和溫暖。  
 
文具爭吵  
 
中山市坦洲鎮林東小學  三（4）班  劉亨  
 
在一個小朋友的文具盒裏放著許多文具，這些文具都生活得很平靜。有一天他們

的爭吵打破了原來平靜的生活。  
文具盒對所有的文具說：“在文具中我的功勞最大，因為我給你們提供了一個家。”
鉛筆跳出來說：“呸！你這爛文具盒還想做主子。功勞最大的是我才對，我幫主

人畫畫、寫字等等。如果不是我同情你，我也不會住在這個家。”  
鉛筆還沒說完，橡皮擦就打斷鉛筆的話說：“如果說你的功勞最大，那就錯了。

你幫助主人做作業，可是你老寫錯字，要不是我幫你擦了錯字，你也不會成功。

所以我功勞最大！哈哈！”  
尺子聽了他們的爭吵，更想炫耀自己。於是他像英雄那樣跳出來，用比爾.蓋次

的口氣說：“我們尺子家族有一句永恆的話：‘創新、創新再創新！’小主人的各

種創新的圖案是我們畫出來的。”  
就這樣文具們吵呀吵，老書包聽不下去了就叫他們不要吵，他說：“每個人都說

得有一定的道理。如果沒有了鉛筆也就沒有橡皮擦；如果沒有了文具，也就不需

要文具盒了。”大家聽了這話都安靜下來並沉思著。  
 
 
 
             批評驚魂  
  林東小學齡    三（4）班   陳浩航  
 
今天我非常不開心，我把老師發給我用來記錄各小組的課堂表現的本子留在家

裏，好幾天都忘了帶回來。所以，我被老師批評了一頓，老師說我做事情沒有一

點責任心而且上課又經常隨便說話。接著老師說要沒收我的書包，等到我改過以

後才還給我。那時我害怕極了。我心裏蹦出了兩隻小精靈，一隻不停地對我說：

“那麼丟人，自殺死了就行了。”另一隻拼命地對我說：“不要啊，生命是很寶貴

的，不要那麼容易放棄，你還是向老師承認錯誤吧！” 我經過強烈的思想鬥爭，

決定向老師承認錯誤。但我到教師辦公室找陳老師時，她不在辦公室，我只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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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課室上課，可是我沒有書，伍老師叫我去拿回來，我只好又回到辦公室去拿。

放學了，陳老師把我叫到辦公室，還把我的媽媽“請”了上來，她們都批評了我，

我也覺得我做得不對，我還向她們保證要改過來。  
 
 
金黃的秋天  
坦洲鎮林東小學   三（4）班 劉亨  
終於過了熱熱的夏天，到了涼涼的秋天了。這位小姐姐都把樹葉變成金黃金黃

的，樹葉寶寶們就要離開樹媽媽了。  
樹葉寶寶們很傷心捨不得離開媽媽。樹媽媽說：“你們長大了，現在你們要染黃

地球，給地球一些營養，你們長得更棒，等春天來迎你們回來。”。  
這樣的鼓勵把小寶寶的心點燃了。風伯伯把中國的樹葉帶去日本，把美國的樹葉

帶到加拿大……它們都飛到了別的國家。  
風伯伯把樹葉吹得凍凍的，有些還被吹到了海裏。而樹葉哥哥、姐姐用身體壓住

弟弟、妹妹，把大多數弟弟、妹妹保了下來。不過她們語言不通，只好默默地躺

在地上。綠色的大地終於變成金黃的大地。  
 
快樂的一天        
三（4）班  陳浩航  
 
今天，我八點就起床了。我打開窗一看，嘩！今天天氣真棒！太陽公公好像知道

我們要去旅行，一早就露出了笑臉，真是天公造美！  
我們坐了 20 分鐘的車程，就到了一個漁港。那裏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漁船。我第

一次看到這麼多的漁船。車再往前開了 2 分鐘，我們就到了一望無邊的大海。海

水在陽光的照射下波光鱗鱗，好像有無數的金子在跳舞。過了一會兒，我們到了

目的地———海賓公園。我們直奔冰極樂園。原來冰極樂園裏面很冷，只有零下

10 度。我們穿了那專用的大衣。走進去，有很多冰雕，有的像女神像，有的像

馬，有的像仙鶴，有的像威武的獅子，還有的雕成迷宮，他們設計得很周到。迷

宮內有清晰的指示，好像怕我們迷路。最特別的是 4 米高，8 米長的滑梯。首先

登上“長城”，在“長城”頂滑下來，非常刺激。有點不好的就是玩一次要五元，太

貴了。後來，我們還玩了很多機動遊戲。  
中午，我們在橫琴吃飯。吃完飯我們到了一個叫三疊泉的地方。到了那裏，我很

快就爬上了山頂，那裏的泉水很清，我喝了一口，真清甜。有的老師還用瓶子裝

了些回家呢！  
我們下午四點回到家，我覺得今天真快樂。  
 
果園之夢（上）  
三（4）班  梁浩妍  
我家有一棵龍眼樹。一天我到阻台去看龍眼樹的花，我看呀看。後面不知什麼打

在我的頭上，我就暈倒在地上。  
  等到我醒過來的時候，發現在一個大草原上。草原上的花可多了。有的紅色、

有的黃色、有的藍色，可真多。走呀走呀，我發現有點不對頭，怎什草原上的慢

慢消失？後來全都變成樹葉。我往下一看，“啊”的一聲，我掉在龍眼樹上了。  
  我向後走就看見一間房子，向前走就有一個游泳池。我嚇得又暈倒過去了。  
  接著我又醒了，發現在一棵沙田袖樹上。原來我在馮曉瑩家的樹上。我聞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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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一邊聽著歌，真寧靜啊！真快樂！在歌聲一停我又暈倒了。  
  我醒來以後，在一個花朵上坐著坐著。聽著古典樂，真好聽！聽著，聽著，又

暈倒了。我醒了才知道自己在做夢。  
         果園之夢（下）  
    上集說到，我才知道自己在發夢。今集是不要再夢這裏，會怎什樣？  
    我醒的時候，發現我在雲上。真害怕！我走呀走，看見有一間房子，房子的門

前有兩個人。我就走過去，忽然，兩人把手上的東西給我，我一看紙條上寫著一

些古文還畫了一朵牡丹花，花上坐了一個人。我把手摸一摸畫，我被吸進去了。  
    我醒來是發現我坐在了牡丹花上，身上綠綠的，紅紅的，真美麗！然後，我有

了一雙美麗的翅膀，我展開翅膀輕鬆地就飛去別的地方。我飛到了果園裏，果園

真美。我看見有些東西在一棵樹上，很奇怪！我飛近看，原來，這棵樹上結的不

是水果而是麵包，真有趣！有趣的是麵包上寫著字，還有畫著美麗的花朵。  
   於是，我背著一塊麵包飛走。飛呀飛，非到了一個語，數，英的國王，還在王

國裏上了多少有趣課與數，英大比賽。  
  這次夢真讓人回味無窮。  
 
假如我有兩隻翅膀  
三（4）班  陳曉華  
看到小鳥在天空飛翔，聽到科學家到月球上去探索妙......我想有兩隻翅膀就好

了。假如我有兩隻翅膀，我會飛遍全世界，讓我可以學多點豐富的知識，和參觀

全球各地。我想了想，我最想去的地方是韓國。因為，我想看韓國大美女李英愛，

她美麗，善良，大方，活潑，可愛，總之，李英愛差不多是十全十美。我還想去

的地方是：哥斯大黎加，因為我根本沒看過哥斯大黎加是怎樣的。而且哥斯大黎

加是我的故鄉，我住了幾個月就走了。現在我還想看看我住以前的地方是否改變

了。最後，我還想尋找一隻神奇的棍子，這支棍子可以讓人願望成真。我如果我

真的找到這支棍子，我就祝大家學習進步。再見。  
 
未來的學校  
三（4）班     東雪  
現在我們的學校，只是用磚壘起來的，學校裏的體育器材也不多。  
我想 100 年後的學校是用棉花做的。操場上機器人在幫助我們打掃衛生。操場上

面還有一個遊樂場。下課了，同學們可以在遊樂場上盡情地玩。在學校的花園裏

有許多美麗的花，這些花由機器人來看管。花園裏有一個探測儀。如果有同學摘

花，探測儀就會調查摘花的同學是幾年級幾班，叫什麼名字。然後向他的班主任

的手機或者多功能手機上的發資訊：你們班的某某同學摘花，請您嚴厲處置。這

樣老師就可以用電腦輸入他家的網址，然後就可以和他的家長面對面地說話了。  
學生不用帶書包，只帶一個小小的微型電腦就可以了。裏面有語文書、數學書、

英語書，還有美術書，音樂書……體育課可以坐著電梯去操場上課。上面有網球

室、足球場等。  
如果班裏有後進生，可以吃點棉花糖，裏面有好多知識。  
未來的學校，多麼令人嚮往。  
 
 
搶劫  
三（4）班   陳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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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看見一件驚心動魄的事，就是搶劫手袋。  
記得那時我正在和哥哥、爸爸去吃早餐。突然，一部開得飛快的摩托車向一部女

裝摩托車沖過去，“嘣”的一聲，正把開女裝摩托的婦女拖了下來。開始，我還以

為是不小心的，但看清楚才知道，那個開摩托的男人是搶劫的，那婦女被拖到地

上，右手可能也扯斷了，並流了很多血。但她是清醒的，而且還緊緊地抱住那個

手袋，那搶劫的人見已經失手了，也就絕塵而去。整個過程也不到一分鐘，當我

們醒悟過來時，那男人已無影無蹤了。我們只好向前去問那婦女需要什麼，並幫

她打電話通知她的家人。  
唉！多驚險的一幕。這使我想起這段時間社會上流傳著的很多關於搶手袋、手機

等說法，原來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為什麼現在治安那麼差？  
實驗  
三（4）班  袁一凡  
今天，老師給我們做了一個實驗。把一些水倒到一個瓶裏面，再放一點鹽，然後

把雞蛋放進水裏，結果雞蛋沒有浮上來。老師放了差不多半袋鹽，雞蛋才浮起來。  
我在家裏也做了一個實驗。我第一次放了一小勺鹽，雞蛋沒有浮起來。當我第八

次放鹽時，雞蛋浮起來了一點。第十五次放鹽的時候雞蛋的側面浮起來了一點。

我讓媽媽猜倒到幾勺鹽雞蛋才完全浮上來。可是，一直放到二十三勺的時候，鹽

已經融化不了。但雞蛋還是沒有完全浮上來。媽媽放了一些鹽水在我的舌頭上，

我覺得很鹹。  
媽媽又把倒到鍋裏面，煮了一下，鹽水裏面的水沒了，裏面全是鹽。  
覺得這次實驗很有趣。  
 
介紹林東小學  
三（4）班  王原鶴  
 
我從北方轉到了坦洲的一所仙界般的學校-------林東小學。  
我走到林東小學的校園裏面，那裏真是一個神話中的天堂。寬闊的操場，綠茵茵

的草地，高壯的大樹，設計美觀的教學樓，乾淨整齊的課室，還有很多活潑可愛、

機靈勇敢的同學們。我能生活在這個熱鬧非凡的大家庭裏實在是太幸福了。  
我到了老師的辦公室，伍老師讓我坐在陳曉華的旁邊，同學們都走過來問我的名

字，從什麼地方來，我一個一個地告訴他們。那時，我心裏多麼高興啊，好像大

明星似的。  
我最好的同學就是馬倩平，她人很好，又熱情，長得很可愛。我最喜歡和她玩。

有一次，她帶我去參觀林東小學，我走到小賣店那裏，看到了一個游泳池。我很

吃驚，學校裏還可以游泳。林東小學真大，空氣有新鮮。日子一天又一天地過去

了。我在林東小學已經度過了一個學期。我覺得我的成績一般。新學期開始，我

要加倍努力學習，爭取各科都能達到優異的成績。 
 
中山市林東小學三（4）班學生作品  
 
                    天空選美    劉亨作品  
 
    夜晚，月亮姑娘出來了，亮亮的身子顯得很美麗。  
    一天，天空決定開選美大賽。於是，星星、太陽、月亮、烏雲、白雲都來參加。

大賽開始了，裁判蝴蝶、蜜蜂、燕子也來看比賽。第一個出場的是烏雲，烏雲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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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糊的，一點兒也不好看，所以裁判打了 0 分。第二個出場的是白雲，裁判覺得

白雲還可以，就給它打了 30 分。  
    第三個出場的是星星。星星一閃一閃的很美麗，可是她太小了，所以裁判打了

99 分。到了太陽，太陽個個都看慣了，所以裁判打了 89 分。月亮終於出場了，

她細細的眼睛，亮亮的身子，可美麗了。裁判看了就打了 100 分。  
    月亮得到金牌就天天吃喝，不做運動，後來就變成圓圓的。第二次天空選美開

始了，不過上場時要跳舞。第一個出來的是烏雲，她不好看，可她跳舞好看，所

以裁判打了 80 分。  
    第二個出場的是太陽和白雲，她們倆可真美麗呀！原來是“黃昏”。裁判給她們

打了 104 分。  
   到了月亮，可是她太胖了，走不動就滾了出來，個個人看見都說：“月亮變成

胖婆。”所以裁判打了 70 分。  
 
                霧松   王原鶴作品  
 
    我的故鄉是在美麗富繞的松花江畔——吉林。  
    吉林是一座的山的水的地城市，江邊兩旁一排排高高長長的柳樹，好象兩條綠

色的長廊，特別是到了冬天季霧松更是一景壯觀。江澤民說：“寒江雪柳，吉林

樹掛，玉樹精花了，名不虛傳。”我們吉林霧松真是太美了！  
    記得小時候的一個冬天，早晨我頂著刺骨的風雪，來到江邊，啊！好美的霧松

啊！柳樹被披上銀色的外衣遠看有的像一名哨乒在站崗，英俊，睛神。有的像一

位美麗的公主，穿著一件雪白的衣服，頭髮白白的好像她正在像卡通人物中的百

變小櫻，她正在使用庫洛牌，那可愛的樣子是沒有人能比的。我走進一看！潔白

如玉的雪花，好像棉花糖一樣真想吃一口。  
    時間過淂好快，我巒巒不舍地回家了。  
 
 
              花園的會議   梁浩妍作品  
 
    在一個青翠的花園長著很多很多美麗的花，花朵們正在開一個會議。寶石花

說：“這幾天下了幾場大雨，把我的花蕾弄壞了，再也不開花了。有花建議寶石

花去看皮膚科。  
    牧丹花說；“雨下得大多了。我喝地飽飽的，可一點肥也沒有。大家建議牧丹

花去打“葡萄糖。“  
茶花說；“以前我的花開得很美麗，下了幾場雨，花就變得像被別人踩過一樣哦！”
有花建議茶花到美容院修整一下。  
    星星花說；“真煩，天天都下雨，我的花變得黑黑的。”有花建議星星花做鐳射

美容。  
    百合花說；“下了幾場雨，我吃雨水吃得胖胖的，我以前的身材也沒有了。大

家建議百花到減肥院去減肥。  
    大家都同聲說：“下雨的日子不好過！“  
 
 
                 第一次種田    陳偉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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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當我獨自在家裏做作時，媽媽突然對我說：“康仔，你去不去體驗一直

種田的滋味？我心想去看一下也無仿，於是就爽快地答應了媽媽。  
    出發了，我拿起鋤頭就往前走。路邊，嬌嫩的小草沭浴著陽光，惹人喜愛。一

層層修整過的田裏都不得長出嫩綠的葉子，在和煦的陽光照耀下，顯得生機勃

勃。走啊走！不知不覺就來到我自家田裏。首先，媽媽就叫我在整平的田上挖一

個個小坑，然後在每一個小坑放上一點點“草皮肥”，最後淋上一些水，把小坑的

泥土搞濕，再放上秧苗，最後填土，再放上水就完成了。啊！原來種一棵小秧苗

也那麼複雜。如果要等收成，那就要付出更多的心血了。怪不得古人說得對，“誰

知盤中餐，粒粒皆辛苦。”  
    大陽落山了，我和媽媽把一片苗都種上了小秧苗，我也體驗了第一次種田的滋

味。  
 
                       挖番薯  黃佩瑩作品  
 
    今天的天氣非常好，正好是郊遊的好日子。下午表哥帶我去鎮上的“永一村”
挖番薯。  
    我們到了目的地就趕忙下田挖蕃薯，我們用斧頭挖松泥土，發現很多番薯在樹

的根部一串串的番薯形狀各異。看見了很多番薯心情非常興奮，這時我想把整個

田裏的番薯都不得挖出來。番薯色彩各異，有紫色，黑色，黃色，白色，紅色，

別人說紫色番薯最好吃。我們急不可待地把那些挖出來番薯在田裏用泥土和磚塊

做成一個完整的鍋爐，用火把泥土燒高溫，再把番薯放上泥土裏。等了整個小時，

番薯熟後漸漸的嗅到了一鼓香味，一口吃下去回味可口。  
     我覺得挖番薯很有趣，今我感受到田園樂趣。  
     
 
 
 
 
               打乒乓球    陳劍雲作品  
 
    今天下午，我突然心血來潮想打乒乓球。於是我對哥哥說；“我們去打乒乓球。”
我和哥只找到乒乓球拍沒有找到乒乓球。後來找到一個乒乓球，不過凹了一點

點。表哥說：“我回家拿杯熱呼呼的水，然後放一個乒乓球在水裏，可以把它複

回原狀。”然後我和哥哥騎自行車去聯一小學打乒乓球。然後我們開始比賽了。

比賽一開始，我就贏了分，我立刻哄堂大笑。可是後來我一落千丈，我不開心。

於是我聚精會神地打，我進步了很快。最後我贏了，我自己贊自己：“我是鼎鼎

大名的隱劍雲，我打敗我哥了！我覺得失敗真的是成功之母，只要努力，一定成

功。   
    今天，我心情很特別，也許是特別高興吧！。  
 
               地球儀      江耀威作品  
 
    我有一個光彩奪目的地球儀。地球儀的下面的一個銀白色的底座，這個底座好

象是一個小喇叭。地球儀上這有一個銀白色的緯度標，這個緯度標，好象是個小

月牙，上面刻著許多阿拉伯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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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緯度標的中間黨政軍民學穿過一根軸，使地球儀可以自由轉動。球體五顏六色

的，好象是一個花皮球。球體上，寫著許多大小不一的黑體字，還有許多標記，

有圓形的，筆直的，還有彎曲的，傾斜的，最吸引我的是約占地球面積百分之七

十的海洋，這意味著海洋比陸地面積大得多。我非常喜歡大海，將來一定親跟去

看看大海。有時我還情不自禁地哼起《大海啊，故鄉》這首歌呢！  
 
                  孫悟空大戰洛黑人  
                      鄭思行  
    唐僧師徒四人一齊到西天取經，他們走了一個多月了一座大山前面，這座大山

叫洛黑山，裏面主著一個妖怪，叫洛黑人。這個妖怪身材高大，力大無窮，還有

超級武器火焰彈，他一心想吃唐僧。當走到山腳就跳出來說：“唐僧今天就是你

的死期啦！”於是從天空中撲向唐僧，孫悟空一見，太可惡了，馬上拿出金剛棒

打向妖怪，妖怪也不甘示弱，使出渾身解數與孫悟空大戰起來打得天昏地暗。經

過七七四十九個回合，妖怪用完超級武器後，終於投降了。  
    話說孫悟空打敗洛黑人後，師徒四人繼續上西天取經啦，一路風光無限，不知

不覺到了一條大河邊。突然間大浪翻滾，烏雲密佈，從河中走來一個大妖怪，原

來它就是洛黑人的大師兄，叫阿 K。他有厲害的武器，就是火焰劍。自從孫悟空

打敗洛黑人後，阿 K 不服，一次，一見唐僧嚇出一身汗，孫悟空大叫一聲：“喲！

我出來啦！師傅不要怕，有徒兒在。”於是孫悟空與阿 K 大戰起來，從空中打到

河底，再從河底打到空中，打了八百九十五個回合。唐僧師徒三人看得發呆，孫

悟空突然間使出無形飛腳將阿 K 打敗，要阿 K 背他們過了河，繼續去西天取經。  
    洛黑人阿 K 把唐僧師徒四人送過河，去到一個風景優美的小村莊。唐僧師徒

剛到步，馬上就有人出來招呼他們住下。每天三餐招呼周到，吃的是山珍海味，

喝的是人頭馬，漸漸的唐僧師徒四人忘記了去西天取經的事情了。原來這個村莊

的莊主是洛黑人的師傅，他得知徒弟兩人都敗在孫悟空手下，於是想出毒計，在

酒菜上下了遺忘藥，令唐僧師徒四人把正經事忘了。一天，如來佛到處巡視工作，

用天眼看到唐僧師徒四人正在大吃大喝非常快樂，再細看唐僧師徒四人周圍的人

都是由妖怪變成的，於是口中噴出一口仙氣，他孫悟空吹醒。眼睛一看，師傅不

見了嚇得大跳起來，馬上拔出金剛棒大喊一聲：“上當了！洛黑人已經捉走了師

傅。”悟空馬上飛向前一棒將洛黑人打走，救了師傅。  
 
 
                  張曉彤作品：    海邊的黃昏  
 
    陣陣涼風吃皺了平靜的海面，白天擁擠的人群已離去。海浪一波又一波地吞噬

沙灘上的腳印。洶湧的浪濤向無聲的沙灘訴說著它的寂寞。  
    豔麗的晚霞，像是打翻了的顏料灑在天邊，烘托著鮮紅的夕陽。而詩人卻像喝

醉酒的詩人，投入了水面。晃啊晃啊，把藍藍的海洋都染成了耀眼的殷紅。  
漁船點點，如浪花的花蕊，在夕陽的陪伴下，家人的期待中，滿載而歸。  
    遠處，海鳥盤旋在海面，雙翅仿佛擦過晚霞，此時正是：“落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美景。啊！海邊的黃昏真是令人流連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