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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八年级马力平，郑芷兰 
 

我如果只有三天的光明，我就要珍惜这

三天，第一，每天我会观察我身边所有

最重要的人和事物：我的父母，朋友和

宠物。我会观察这些人和动物的样貌，

动作和表情，而且会观察每一个人和动

物的特点。这样我就有这些小小的记

忆，我会多么的珍惜它。如果我没有了

光明，我就看不到我朋友的笑容，我父

母的温柔，连我的猫 Jojo 生气的表情我

都会错过 。 
 
我如果只有三天的光明，我第二想做的

就是每天做一些我最喜欢的事情，我会

把我最喜欢的书都从读一遍，把我最喜

欢的电影重看，我会高高兴兴地玩

乐 ， 为我每一天做的事情留下纪念，

我多需要靠它们一辈子。每天对我来说

 
如果给我三天的光明 
八年级马力平，刘朵睿 

 
如果我的生命只有三天的光明, 我不奢求

去著名的山川河谷看美景, 我会用心地去

仔细体会普普通通的每一天。当早晨第

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 我不再躺在床上睡

懒觉。 我会起来穿好衣服推开门去拥抱

每一缕阳光，看着这金色的阳光洒在我

的身上, 照在新发出来的树芽上, 洒在刚

搭建好的鸟窝上。 这一切都是那样的熟

悉而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它们已经是我

生活的一部分, 陌生是因为我总是那么轻

易地就忽略了这一切, 没有去真情地享

受。而当我知道我要失去的时候, 我又是

如此的贪恋。  
 
如果我的生命只有三天的光明，我每一

天都要和我家人在一起，我要看清我爸

爸妈妈的每一个皱纹，我要去欣赏而不

是嘲笑我妹妹的每一幅画, 看她选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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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多么大的影响，这样我可以永远记

得有光明的快乐。 
 
第三，我也会写一篇文章给我的父母和

朋友。我会对我的朋友说我多喜欢跟他

们玩，告诉她们她们每天带给我的快

乐，告诉她们我虽然以后可能会看不得

到她们，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和

我们快乐的每一天。我会对我的父母说

我有多么爱他们，而他们在我的生活里

有多重要。我会告诉他们他们是世界上

最好的父母，因为他们每天每夜不断帮

助我，为了我做那么多事情。我会对我

的父母和朋友说谢谢，我也会告诉他们

再见。我会希望他们也可以记住我们在

一起快乐的时光。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我便不

会伤心，而会感到平静。我会答谢上帝

告诉我我的光明不是无穷的，这样我可

以真心学到生命和光明的价值。 
 

梦游花果山 
五年级马力平一班，孙艾薇 

 
去游乐场玩了一天，我累坏了，在回家

的路上，不知不觉地在车上就睡着了。

突然间，一声巨响把我吵醒，我睁眼一

看，只见四周奇花异草，仙果飘香，风

景秀丽，水汽缭绕，瀑布声像惊雷，树

林茂密。 
 
正纳闷时，我看到前面有四人向我走

来，一个是只猴子，手里还拿着根金箍

棒；一个胖胖的，有一对大耳朵；一个

骑着马，身披袈裟；还有一个背上挑着

担子。这不是《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

吗！那，这里，一定是花果山了！我激

动起来，跑上去和悟空打招呼。他们见

种色彩，我要看我妹妹用一个一个彩色

的块搭的小房子。我也要跟他们快快乐

乐地过这最后几天, 可以永远记住他们的

笑脸。 这些我都要记在我心里。 
 
如果我的生命只有三天的光明, 我还要从

镜 子看我自己。看我的黑头发和眼睛, 想

象我长大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想象我

以后有长头发的样子, 想象我在长高一点

以后会象什么样子。 这是因为一看不见

时, 这一切就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 我要把

这些对我重要的事都全部永远记在我心

里。 
 

梦游花果山 
五年级马力平一班，段炳坤 

 
星期一的晚上，写完中文作业后，我又

看了一会儿“西游记”动画片，真是太精

彩了！我不知不觉地竟睡着了。电视上

的孙悟空悄悄地走了出来，摇醒我说：

“你想不想看一看花果山？”“太想了！”刚

说完我和孙悟空就飞了起来，他一个筋

斗云带着我来到了闻名天下的花果山。 
 
这里有一座高高的山，山上有瀑布，遍

地鲜花，果树丛丛。各种水果应有尽

有：苹果，鸭梨，香蕉，橘子……。最

诱人的是大大的桃子，一个个有足球那

么大，我看了真想尝一尝。孙悟空好像

知道我的心思，叫了一群小猴子们立刻

摘了一筐大桃子送给我。他告诉我说“这

是从天宫带回来的蟠桃核种的，不是一

般的桃子，吃了可以使人长生不老，还

会变聪明呢！”我听了连忙拿起一个桃

子，正要咬。却听见有人喊到“起床了！

起床了！”妈妈把我摇醒，原来是一场梦

呀！ 
 



到我也很高兴，告诉我现在花果山变成

了一个主题公园，不光有他们四人，

《西游记》里其他好多妖魔鬼怪和各路

神仙也住在这里，像太上老君，托塔李

天王，哪吒，观音，等等，哦，对了，

那些“坏人”，白骨精啊，牛魔王啊，东

海龙王啊，现在变好了，也住在花果

山，安居乐业。我们还可以去参观他们

的住所呢！ 
 
我惊呆了，让悟空带我先去看看牛魔

王。悟空一把拉上我，往空中翻滚了几

下，就到了牛魔王的洞前。牛魔王正好

在洞前舞剑，看到我来，舞得更起劲

了，看得我眼花缭乱。等他练完，我问

他，红孩儿怎样了。牛魔王说他已经和

红孩儿团聚了，说完高兴地牛角乱颤。 
 
没和牛魔王聊几分钟，悟空就把我拉到

一个果园里。那里到处都是鲜桃美酒，

我看了口水直流。我咬了一口桃，太好

吃了，直夸奖悟空，向他讨教怎么种出

这么好的桃子。我又想尝几口美酒的味

道，但悟空摇着头说：“你还没到喝酒

的年龄，我不能给你尝啊。”我一急，

想伸手去抢，一下子就醒了…… 
 
原来是一场梦。妈妈说到家了，让我下

车，帮她搬东西。我啧了啧嘴，嘴里好

像还有桃的香味。我一边搬，一边想，

这要是真的就好了，希望下次做梦，还

能回到花果山公园看看！ 
 

我的妈妈 
五年级马力平一班，黄秋涵 

 
我的妈妈平时喜欢穿毛衣和牛仔裤，显

得十分简单大方。我的妈妈在我的心里

梦游花果山 
五年级马力平一班，高圣凯 

 
一天晚上，我做完《西游记》的作业，

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好像飘到了一个

美丽的小岛。岛上有一块很大很大的石

头。石头的周围长满了綠草和鲜花，还

有很多桃树，树上结满了又红又大的桃

子。一群小猴子在树上吃桃子，在小溪

边喝泉水，玩得很高兴。 我猜这就是西

游记里的美丽的花果山吧！ 
 
我继续向前走，看见了几只老猴子。就

问它：“这儿有好玩的吗？带我去看看

吧。”老猴子带着我沿着小溪往上走，突

然看见了一道美丽的瀑布，高高地从山

上挂下来。我连忙说：“真好看！真好

看！” 
 
老猴子带我进了瀑布，看见了一座很大

的石屋。屋里有石桌，石床，石盆，石

碗等等。我想，这是谁在这里住啊？老

猴子告诉我，这是美猴王住的地方，叫

水帘洞。不远处我看见美猴王带众猴玩

游戏。我急忙跑过去，对美猴王说：“你

们这儿有吃有喝，玩得又开心，多好

啊！”美猴王说：“我还要学本领，明天

我就要漂洋过海，去找神仙学本领。”我

也要学本领，可我怎么漂洋过海呢。叮

叮叮，闹钟响了，我睁开眼一看，啊！

原来这是一场梦。 
 

采访跟 AP 班 
林伊茗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林伊茗，我这期想

要借这个时间简单地采访我们中文学校

的刚考完 AP 中文文化和语言考试的班。

考 AP 的学生们都是高中生，班级里的初

中生需要耐心的等待明年才能去考。前



是一个好妈妈，她非常温柔，她关心我

和我们的家。 
 
我的妈妈对我很好。有一年，我希望能

够得到的一个生日大礼物是 LEGO 

FRIENDS。在我生日那天，妈妈就给我

买了这个礼物，还办了一个生日聚会。

我请了很多小朋友来玩。我们玩得非常

开心。我的妈妈平时经常带我们出去吃

饭。她也会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我的

妈妈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水煮鱼，我最

爱吃的菜是酸菜鱼。我的妈妈每个周末

都会收拾房间，我也会一起帮忙。到了

晚上她会给我和弟弟讲故事。我和弟弟

都很喜欢听故事。故事告诉我们很多有

趣的事情。 
 
我觉得妈妈最好！我长大会对妈妈好。 
 
 

几天，高中学生们努力的认证复习，五

月五号终于考好了他们的中文考试。下

面就是我们课堂的采访！ 
 
林伊茗: 你对这次考试的想法是什么？ 
Michelle: 我感觉这次的文化介绍比我意

为的容易多了 
Verna: 我以为这一部分就是最难的！ 
Chris: 我觉得听力的部分非常简单。 
Justin: 是啊，就是需要记住写下来听见的

东西。 
Margaret: 我在理解短文的部分结束了特

别早，结束的时候还省下来很多时间 
Kevin: 是，我在写作 的部分也是这样。 
 
林伊茗:考试时有没有碰见什么奇怪的事

情吗？ 
Justin: 今天没有来的 Ben 的电脑有问

题，把我们考试推迟了一个半小时！ 
Margaret: 我座位旁边有一个男孩子，每

十分钟就打一个打哈欠。 
 
林伊茗:你想要跟明年考试的学生说什么

忠告? 
Michelle: 应该复习文化介绍最多。 
Chris: 嗯，跳几个东西和把它们背下来。 
Kevin: 不要太紧张 
Margaret: 读几本复习课本 
 
林伊茗:谢谢高中生，希望在考试上得了

满分！ 
 
林伊茗:你感觉明年考试中回有什么困

难，或者害怕什么吗？ 
Michael: 我希望明年在文化解释中不会超

过四分钟的时间 
Gillian: 我希望考试时不会像 Margaret 那

样有娱乐 
Julia: 整个考试！ 



谢谢大家，希望你们明年也能考满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