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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一个叫Voldemort的魔

法师谋杀的。那个巨人还

说哈利的父母也是魔法

师。后来，哈利去了一个

叫Hogwarts School of Witch-

craft and Wizardry的魔法学

校。在学校里，哈利与

童年是美好的, 在我的童

年中发生过很多有趣的

事, 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

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五岁

我最喜欢的小说是《哈利

·波特》(Harry Potter)。

哈利是个小男孩儿。他跟

着他的姑姑，叔叔，和表

哥长大。他们都对他很残

酷。他的姑姑和叔叔说他

的妈妈和爸爸死于车祸。

可是，在哈利十三岁生日

的那天，他听到一个叫

Hagrid的巨人说他的父母

我最喜欢的小说《哈利·波特》  

我觉得中文是一门特别难学

的语言。首先，你要记住每

个字的偏旁和所有的笔划。

如果记不清楚，就会写出完

全不同的字或者错字。在四

年级的一次听写时，我写错

了“被”字，就因为少写了

一个点。其次，中文不是表

音文字，等你听到一个字的

读音，并不能马上知道怎么

写，不像英语，可以根据读

音拼出来。第三，你听到一

个字读音的时候，并不知道

对应哪个字。比如说Wù这个

音，就可以写出十几个不同

的字。 

学中文很难，还因为我说得

特别少。现在，每天去英文

学校，跟朋友们都讲英文，

上课也是用英文。其实在三

岁以前，我还不怎么说英

语。那时，妈妈会

在每个晚上给我读

英文和中文书，我

不懂的英文，妈妈

还特意翻译成中

文，讲给我听。可

惜我的中文没有继

续保持下来。 

但是我还是想学好

中文。如果你懂双

语，就会变得更聪明。在中

文学校，我的同学们都很聪

明。我觉得这跟我们从小就

说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有关

系。我还想学好中文，因为

爸爸妈妈都是从中国来的。

学好中文，就可以保持和中

国的联系，了解祖祖辈辈的

传统，更好地 理解中国人

和中国社会。我今年更加要

学好中文，因为这个暑假，

我们全家要回中国旅行了。

赶紧把中文学得更好，到时

在中国，我就什么东西都可

以做，也不会迷路，可以用

中文点自己爱吃的菜，还可

以跟我的表姐一起嬉戏。这

就是我学中文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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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 可是我觉得像走了两个

小时一样。有几次船稍微摇晃了

一下, 我就更害怕了。只是中间

有一次, 我很小心地偷偷看了一

眼西湖, 心里觉得西湖真美丽, 

可是我不敢说, 而且我还是小孩

子, 也真的不太懂漂亮的东西是

什么。船终于到岸了, 大人们告

诉我要下船了, 我才小心翼翼地

把头从桌子底下伸出来, 看看周

围, 觉得安全了, 便飞快地下了

船。 

 

现在当我

回想起这

件有趣的

事,  就觉

得我小时

候真傻, 

但我很感

谢小时候

有这个机会去西湖划船。世界上

有很多人想去中国杭州的西湖, 

姚明度蜜月也去了西湖, 而且我

也有不少的美国朋友都知道西

湖, 都想看美丽的西湖, 特别是

在船上看西湖。我渐渐长大了, 

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不少事, 都有

过一个从害怕到不害怕的过程。

如果现在再去杭州, 我一定要去

西湖划船, 尽情欣赏西湖的美丽

自然风光。  

童年是美好的, 在我的童年中发

生过很多有趣的事, 有一件事我

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五

岁那年的夏天, 爸爸妈妈带我去

中国杭州看我在中国的亲戚。 

中国是很美丽的, 但是我那时还

小, 不太懂大自然的美丽。 

 

一天, 妈妈和外公外婆带我去西

湖划船。到了湖边, 我们看见了

许多小划船。 船两头可以各坐

两个人, 中间有张小桌子。 可

是我却不肯上船, 因为我害怕自

己会掉进水里, 也怕船会翻倒,

像一个大帽子压在我头上。外公

说我一定要上船, 不然我就不是

大孩子。不管我如何哇哇大叫, 

妈妈还是硬把我拉到了船上。虽

然船挺稳的, 我还是感到很怕。 

一上船，我就把头埋在船中间那

张小桌子的下面。船的行程是三

Hermione Granger 和 Ron 

Weasley 成了朋友。他们三人

最终打败了Voldermort ，并挽

救了魔兽世界。 

 

我喜欢这套系列小说是因为该

书作者J·K·罗琳（J.K. Rowl-

ing ）写得很生动逼真。 如果

你读过哈利·波特，你也许会

相信真有Hogwarts这个神奇的

地方。  

西湖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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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这个老爷爷住在深林里, 

他帮助过很多年青人。 Mr. 

Ashcraft让我戴着一个 假胡子

和一副老花眼镜， 并在我的

衣服里放个枕头。表演开始的

时候, 观众一看到我出场,  就

哈哈大笑起来。 其他同学的

装扮也很好笑。 有的女生

穿着紧身衣扮天使； 有的

男生穿着全身紫色的衣服, 

也戴着假胡子和老花镜。

渐渐地，我们都不再害羞

了。我们在台上的表演得

成功。表演完后，一些观

众还上来来摸我的假胡

子。后来高中学校还邀请我们

去演出。 

 

我永远都不会忘 记Mrs. 

Ashcraft。每每想起我们表演

的莎士比亚戏剧，我都觉得太

有趣了。  

我的童年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其中最有趣的是我读五年级时

的莎士比亚戏剧表演。同时，

也让我想起Mrs. Ashcraft，我

的五年级英文老师。 她的个

子很矮, 才五英尺多一点。大

家很难相信她原来曾经在军队

里呆过。虽然已经50岁了, 她

的言行却像一个20岁的

人, 天天都精力充沛。

她说话时会有很多肢体

语言, 充满了活力, 也很

风趣。她每天都会让我

们很开心。 记得有一

次，一个同学问，

“Mrs.  A，你参加了美国独立

战争吗？”Mrs. A幽默地说，

“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  

 

在五年级的那个冬天,  Mrs. A 

告诉我们 明年的五月十号我

们要给全校表演莎士比亚戏剧

《As You Like It》，一个有点

幽默的爱情故事。在排练的时

候， 我们都穿着那个时代的

衣服。起先，我和我的伙伴们

读不懂莎士比亚的书, 也不敢

上台表演。这时，Mrs. 

Ashcraft就鼓励我们。平时上

课，她还经常训练我们,让我

们做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让

我们穿上紧身衣并在我们的衬

衫里放个枕头。她 还让我们

写幽默故事和笑话, 然后大声

地讲给同学听。 在剧里, 我扮

演一个落难的老公爵, 一个胖

胖的、快乐的和 仁慈的老爷

水球是我最喜欢参加的运动。

我喜欢这项运动，因为它非常

激烈，令人兴奋，也具有挑战

性。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我

参加了美国青少年奥林匹克水

球赛, 我们队得了全美第八  

          我叫庞岳豪。 

据我所知，“庞”的

意思是龙的家，而

“岳豪”的意思是山

中大王，象老虎一

样。我今年13岁，出

生在虎年。老虎是我

最喜欢的动物。我有

黑头发，棕色眼睛。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

色。 

 

童年趣事-我们的莎士比亚戏剧表演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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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出一集。 

 

《妖精的尾巴》的故事发生在

另一个世界。 在那里，每个

人都会简单的魔法。有些人还

会特别的法术，这些法术可以

帮助其他的人完成危险的事，

从事施法的人可以得到报酬。

懂各种不

同魔法的

人还组成

一个公

会。在这

个故事

里，有一

个姑娘叫

露西·哈特

菲莉亚

（Lucy Heartfilia）。她想去

一个著名的公会工作，那个公

会叫妖精的尾巴，有很多人需

要这个公会帮忙。露西加入这

个公会以后，她和她的朋友去

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认为这部书很好，它不但很

有意思，而且也讲了很多道

理。这部书里有许多动人的故

事，也时常也引人发笑。我推

荐这部书的第一个理由是它情

感丰富。第二个理由是这本书

总是充满魅力，让你读完一

本，还想读下一本。我觉得

书，就是要有感情，不然就没

有人读了。相信你读过之后也

会喜欢这套系列漫画书。  

《妖精的尾巴》是一部系列漫

画图书，由几十本书组成。随

着故事的发展，新的漫画书也

将陆续出版。这部漫画书已被

改编成动画片。故事内容与漫

画书一模一样。漫画书有三百

多套， 每个星期出一个套；

而动画片也有近两百集，也是

名。在学校里，我努力学习, 

并喜欢看书。我最喜欢吃的食

物是比萨饼。在我的业余时

间，我喜欢呆在户外, 因为户

外有清新的空气。我另外的爱

好是和我的朋友打篮球, 很好

玩。我最喜欢的假日是圣诞

节, 既有礼物，又不用去上学, 

非常开心。我还喜欢下雪的时

候，白白的一片，很漂亮。 

好书推荐：《妖精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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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中国5次，其中印象最

深的一次是2008年去北京看奥

运会。很多比赛都很好看。我

最喜欢看的项目是水球。 比

赛很精彩也很激烈, 但是我们

旁边的人太吵了, 影响了我看

比赛。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

也挺有意思。我看到了世界各

地的文化，也认识了世界的多

样化。我看了以后, 就想去澳

大利亚。我去过的地方中，最

喜欢的是阿拉斯加。那里很奇

特, 非常冷, 我和家里人参加了

一些很特别的活动, 比如坐直

升飞机去看冰川。冰川雄伟壮

观, 十分迷人。 

 

我觉得中文和中文故事很有意

思。我希望这一年能学到更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