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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y Jackson      马润嘉
我最喜欢看的书是 Rick 

Riordan 写的 Percy Jackson 

系列。他写的 书很精彩,让

我爱不释手。他一共写过五
本书,书里有很多希腊神话 

和现代生活的结合。

Percy Jackson 是书里面的主
角,他是一个 demigod。
Demigod 是 一个半神半人的
孩子。他从小就与众不同。
喜欢在水底坐着想事。他 知
道自己有神奇的力量,可以控
制水,在水里呼吸和用水来疗
伤,但 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爸爸。

在第一本书 Percy Jackson 

and The Olympians 里,Percy 

的妈妈舍命 送他到一个神的
孩子的营地。他在那里发现
了他爸爸的真秘密。 Chiron,

一个半人半马的 Centaur 告
诉他,他的爸爸是水神与宙
斯、 死神并称三大神,所以
他是最厉害的半神之一。

在营地里,他发现他在学校最
好的朋友 Grover 原来是一
个半人半 羊的 Satyr。他还
认识了一个叫 Annabeth 的
女孩子,她的妈妈是智慧 之
神。他们三个组成了一个队

伍,离开营地去寻找宙斯的宇
宙天星栓 (master bolt)。一
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危险,
打败了蛇头女人 Medusa 和
一个七头喷火的怪兽龙。最
后,他们发现是他们的朋友 

Luke 偷了宇宙天星栓。
Percy 和 Luke 穿着带翅膀的
鞋在纽约上空展 开决战!

Percy 把纽约的水调来,用一
个强大的水柱一下把 Luke

打 得落花流水。他们把宇宙
天星栓还给了宙斯。

Adiam condimentum 
Purus, in consectetuer 
Proin in sapien. Fusce 
urna magna,neque 
eget lacus. Maecenas 
felis nunc, aliquam ac, 
consequat vitae, 
feugiat at, blandit 
vitae, euismod vel.

小语世界      第21期
4/
22

/2
01

2

本期编辑： 黄宇辰 

主编：罗伊馨 

Associate Publisher：
刘麦琪 

Associate Chief-Editors: 
熊祎丽，雷博 

责任编辑：罗伊馨，熊
炜丽，雷博，黄宇辰，
胡舒菡，张彦睿，史浩
文，王安娜，林伊茗



2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回锅肉。回锅
肉真香,看着令人流口水。回
锅肉里面会放很多辣椒,但是再辣我
都不怕!一吃回锅肉,我就可以
吃很多米饭、喝很多冰水。
回锅肉选用有肥有瘦的猪肉,先在白
水里煮,然后放进油里煎炸, 还要放
大葱和豆瓣酱。我们常去的饭馆是
湘园,它在 WHITE PLAINS, 开车要
二十分钟。纽约市里有一家饭馆叫

膳坊,它做的回锅肉更好吃, 可是很
远,开车去那里要四十五分钟。

  有的时候我的爸爸也做回锅肉,但
是没那么好吃。因为回锅肉是
四川菜,爸爸是上海人,所以他不能
做出正宗回锅肉。好笑的是,我
的妈妈是四川人,可是她根本不会做
回锅肉。
  可惜得很,我今天不能吃回锅肉。
因为我感冒了,嗓子有点哑,

妈妈说最好别吃辣的东西。

一天下午,我手头的书都读光了,正
在百无聊赖的时候,突然想 起我从
学校的书展新买的书。记得当时
爸爸拿了这本书,推荐给我, 说:“我
觉得这本书很好!”我不以为然,看
书上的封面是个鱼缸, 有条小金鱼
跳出水面。书名叫《Out of My 

Mind》。我想这是本很奇 怪的
书。

 打开书页,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我越读越入迷,等我迫不及待
地读完它,我觉得这本书讲了一个
世界上最好的故事。接下来的日子
里,我把它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十一岁的女孩,

她的名字叫 Melody。虽然她很 聪

明,什么都能记住,但很惨的是,她既
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很多 人因此
觉得她肯定是痴呆儿。Melody 只
能去一个专門给笨孩子的教 室上
课。直到有一天,她和她的邻居找

到一种电脑,可以帮助她说话。 在
学校,Melody 用电脑跟老师、同学
和新朋友们说话,他们马上意 识到
她不是个痴呆儿。Melody 回家也
可以跟邻居说谢谢,跟爸爸妈 妈

说:“我爱你!我真开心。”

我最喜欢这一部分,因为 Melody 终

于自由了!

书里还有个细节我很喜欢,是关于 

Melody 和她的小狗的友谊。那 条
小狗爱 Melody,经常帮助她。比如
她从椅子上掉下来,小狗就马 上到
她妈妈的房间去,把妈妈推到 

Melody 那里。我觉得小狗很可
爱、 很善良。

这就是为什么《Out of My Mind》
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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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m Ipsum Dolor Set 
Ahmet In Condinmentum. 
Nullam Wisi Acru Suscpit 
Consectetuer viviamus 
Lorem Ipsum Dolor Set 
Ahmet. Lorem Ipsum Dolor 
Set Ahmet In Wisi.”
Leo Praesen

Out Of My Mind
      林伊茗

回锅肉 林伊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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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
林冠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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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吃巧克力糖。我最
喜欢吃瑞士的巧克力糖,可是
巧克力
糖的发源地是南美的玛雅
族。过了几千年以后,西班牙
人找到南美和
南美的可可树。那些西班牙
人把可可豆带回欧洲。欧洲
人在可可里加
入糖和牛奶,发明了巧克力
糖。
  巧克力糖不但好吃,而且对身
体好。肚子疼得时候,吃颗巧
克力
糖肚子就会舒服一点。如果
你每天吃一点巧克力糖,你还
可以降低你
的血压。

巧克力糖真好吃呀!

我最喜欢吃的是全聚德烤鸭。
刚开始,我没觉得去吃烤鸭有什么兴奋的。但是
我们到了全聚德,看到門口有一个很有趣的大鸭
子卡通模型,马上就感到真好玩。全聚德里面很
热闹,很多人在那里吃吃饭。
喝了一会儿菊花茶,服务员给我们摆上烤好的鸭
子,然后把烤鸭切成片,整齐地摆在盘子上。他
们还端来薄饼、甜面酱、葱丝和黄瓜条。奶奶
教我怎么把甜面酱、葱、黄瓜和烤鸭都卷在饼
里。我开始吃的时候,没觉得那么好吃。但是吃
了几口,就觉得真香,最喜欢葱和甜面酱在一起
的味道。
服务员端来一大盆鸭架做的汤,里面还加了冬
瓜。我先尝了一口,发现很好喝,就一连喝了好
几碗。最后,我们把所有的汤都喝完了.

这一天我吃得很饱,直到晚上还很饱,没吃晚
饭。我真喜欢去全聚德吃饭!所以每次去中国,

我都会去全聚德吃饭!

全聚德烤鸭
李欢欢

 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我
最喜欢吃小笼包了。
  小笼包里有热气腾腾的鲜汤,

喝了汤就会鲜到心头!小笼包
里还
有肉,肉馅里还有葱。葱也是
我喜欢吃的东西。小笼包外
面是一层薄
薄的皮儿,我觉得那个皮儿也
很香。
  我第二喜欢吃的是白兔软
糖。白兔软糖是奶油做的,很
可口,也
不是很甜,味道刚刚好。我不
喜欢甜腻腻的糖。白兔奶糖
是我最喜欢
的中国糖果!

小笼包了
都嘉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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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巧克力。我
喜欢巧克力因为它很甜,也很香, 另
外我特别喜欢巧克力化了以后在
我舌头上的感觉。

巧克力是从可可豆来的。把可可
豆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先放在桶 里
发酵,这样可以产生巧克力的香
味。这个加工过程大约持续一个
礼 拜。然后再把可可豆放在太阳
下晒干。晒干的可可豆再被运到
巧克力 工厂,把可可豆都磨成粉末
再变成液体,这个叫 Chocolate 

Liquor。 这个液体能跟叶子奶油搅
拌着去做巧克力。

巧克力还有各种各样的风味、各种
各样的形状,我都喜欢,但是 我最喜
欢的是黑巧克力!

    

谁是你最爱的人？他会是一位英
雄，一首歌曲作家，或你的父亲？
我最爱的人是我的母亲,她有高高
的个子，黑黑的眼睛,一头长长的
秀发，非常美丽。她对我很亲切，
不管什么挑战，不管什么糟糕的情
况，她总是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
我，使我感觉更好，她从来不生
气。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痛的死

去活来，你首先想到的人会是谁
呢？我首先想到的人就是我的妈
妈。有一次，当我5岁时，我生病
发烧，体温超过F 100度，我不断
地呕吐，好像内脏都要吐出来似
的。我觉得很难过。母亲两天呆在
家里，照顾我，给我喂饭，帮我洗
衣服，她比天使还善良。在她的精
心照顾下，我很快就好了。还有一
次，我六岁时，得了咽喉病，我说
话的声音嘶哑得像青蛙的叫声，我
的喉咙感觉像砂纸。我慈祥的母
亲，又留在家里照顾我。有一次，
我呕吐，弄坏了她的衣服，但她一
点也没有对我生气。她是一个真正
善良的人。

    我的妈妈工作是最幸苦的。每天
晚上很晚才完成工作。有一次，我
在凌晨三点醒来喝水。整个房子都
沉浸在睡眠中，非常寂静。突然，
我听见有敲击键盘的声音。我脚步

轻轻地走过去看了看，这正是我妈
妈！我很惊讶。从来没有想到我妈
妈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我感到
非常的难过。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你需有

什么东西她会给你买？有一次，我

上学时后，发现文件夹子坏了。那

个夹子是20美元买的。我回家后，

妈妈知道了，就趕忙去给我买了一

个。还有一次， 我丢了我的眼

镜。那付眼镜是花了500美元配置

的，还配有太阳镜片。我想，太贵

了，妈妈一定不会再给我买。可

是，当我告诉她以后，她就去带着

我去配一付新的眼镜。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无

论发生了什么事，她从来不生气，

她总是尽一切可能让我感觉更好。

我最爱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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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词”习作

雪山巧克力的 cocoa 来
自南美洲,吃在嘴里甜在
心头! 有不同的口味,你买
一盒我们送一盒。雪山是
世上最甜最香的巧

克力,吃了学习工作工作
更有力!

 - 都嘉瑛

巧克力
李欣欣

我最爱的人
王之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