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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劉啟洋

1.有一位男孩開心地餵羊兒吃草。

2.有兩位小朋友輕輕地觸摸馬兒。

3.小朋友們看見很多可愛的動物，感到十分高興。



1A  許善茹

1. 晚上，我們一家人在家中一起看電視。

2. 可愛的妹妹在家中幫忙做家務。

3. 早上，我和爺爺帶着小狗去公園做運動。



1B 潘素行

1. 星期日，我們一家在家裏看電視。

2. 星期六晚上，妹妹在家裏抹桌子。

3. 今天早上，爺爺和我在公園做運動。



1B 吳宛兒

1. 早上，小青和祖父在九龍公園做運動。

2. 星期六上午，小心和小兒在商場買衣服。

3. 今天，宛兒和媽媽在圖書館看圖書。





聖誕節
2A 梁心妤

聖誕節快到了，爸爸從百貨公司買了一棵高高的聖誕樹回家。

我們分工合作裝飾聖誕樹。爸爸掛上彩帶，媽媽和小明佈置掛
飾。接着，我們把可愛的小天使放在聖誕樹的樹頂，還掛上美麗的
襪子、漂亮的禮物和七彩繽紛的彩燈。

最後，我們完成了裝飾。開啟彩燈後，聖誕樹閃閃發光。我們
看着聖誕樹，歡呼拍手，十分高興。



聖誕節

2B 嚴樂遙

聖誕節快到了。今天，爸爸買了一棵聖誕樹回家，我很開心。

我們一家人一起佈置聖誕樹，爸爸掛上漂亮的彩帶，媽媽掛上
七彩繽紛的吊飾。接着，我們把美麗的天使放在聖誕樹的頂部。

最後，我和爸媽看着閃閃發光的聖誕樹，感到十分開心。



聖誕節
2C 吳卓謙

聖誕節快到了，爸爸買了一棵高大的聖誕樹回家。

我們一家人一起佈置聖誕樹。爸爸把彩帶掛在樹上，我和媽媽
也把七彩繽紛的聖誕燈飾掛在樹上。接着，我們把閃閃發光的小天
使吊飾放在聖誕樹頂。

最後，我們把聖誕燈飾亮起來。看，聖誕樹在閃閃發光，我們
高興得拍手大叫起來。聖誕樹漂亮極了！



愉快的生日會
3A 翁才淦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媽媽想給我一個驚喜。爸爸佈置客廳，
媽媽清潔地方，哥哥買小食和蛋糕。

哥哥到市場買了生日會要用的東西和食物後，便回家致電給我
的好朋友，邀請他們來參加我的生日會。過了一會兒，媽媽把食物
都弄好了。突然，傳來一陣門鈴聲，我開門一看，原來是我的好朋
友。我們一起切蛋糕、唱生日歌。吃過蛋糕後，朋友們送給我一份
生日禮物。我打開來看，原來是一輛玩具汽車。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可以和家人、朋友們一起過生日。



中秋節
3B 任思行

中秋節是一個和家人團聚的日子，所以我們在中秋節那天，一
家人到錦綉花園探望公公婆婆。

婆婆煮了一頓豐富的晚餐，當中有我最喜愛的豉油雞呢！晚飯
後，我們一家人吃雪糕月餅，然後用望遠鏡賞月，月亮又大又圓，
美麗極了！

公公家有兩輛可載人的單車，婆婆載着我和妹妹在附近繞了一
圈。之後，我又載着公公在附近繞了一圈。我們玩得很開心！
我真喜歡中秋節啊！



學校旅行
3B 駱紫盈

昨天是一年一度秋季旅行的日子。我們乘旅遊車到烏溪沙青年
新村旅行，大家的心情都很興奮。

到達目的地後，老師説：「你們可以自由活動，但必須注意安
全。」於是我們便分組進行活動。首先，我和同學去運動場打羽毛
球，接着到遊樂場玩耍，可惜，我們認不到路，最終迷路了，我們
都很緊張。幸好，最後我們遇上申老師，她帶我們到遊樂場去。

今年的旅行，我和同學玩得很開心呢！



聖誕節
3C 張楚予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到了，這是西方人的節日。西方的聖誕節
就相當於我們中國的春節。

平安夜晚上，爸爸對我説：「要是你今天晚上很早睡着的話，
聖誕老人看見了，就會悄悄地放禮物在你的枕頭旁邊。」於是，我
很早便上牀睡覺。

早上，我一覺醒來，看見枕頭旁邊真的有禮物。我打開一看，
那是我最喜歡的文具盒，我心裏真是高興極了。希望聖誕節永遠不
要結束。

今年的聖誕節讓我過得非常愉快。



澳洲遊記
4A 洪安琪

去年的聖誕假期，爸爸和媽媽帶我到澳洲旅遊。

第一天，我們來到向日葵花海。看到一整片花海，我便興奮起來。那些向日葵像一個個穿着金黃
色衣服的小女孩，她們正向我們招手呢！藍色的天空襯着一大片金黃色的花海，美得像一幅畫。我們
在花海中走來走去，一陣陣花香隨風飄送，讓人心情舒暢。我一面欣賞花海，一面聽着昆蟲的叫聲和
風聲，他們正在演奏交響樂呢！真希望能在這片花海旁邊建一間小屋，然後在這裏住下來。

第二天，我們來到海灣觀看候鳥羣。有些候鳥在覓食，有些在吱吱喳喳地叫。我發現有些在天上
列隊地飛，便馬上拍下這美麗的時刻。我十分喜歡這些可愛的鳥兒，真希望能飼養一隻呢！

最後一天，我們來到農莊體驗生活。我們坐上一輛像坦克車的車去採摘果實，翠綠的樹木夾道歡
迎我們。樹上有很多果實，有的果實是黃色，有的果實是粉紅色，有的果實是紅色。果子都很新鮮，
而且十分美味可口！我希望能在這個鳥語花香的環境中生活。

來到澳洲，我既愛那美味可口的果子，也愛那自得其樂的候鳥，更愛那千姿百態的向日葵。澳洲
的景色真是美不勝收。希望能再來一次。



踢足球
4C 楊健勇

今天是星期六，我和同學到公園踢足球。

我和同學分配組別後，就開始對賽了。我拿到足球，就向前邊
跑邊踢。我越跑越快，但被對手擋住，於是我決定把球傳給隊友，
可是我一腳踢過去就不小心跌倒了。我的膝蓋受了傷，感到很痛，
要是知道會受傷的話，我就不會跑得那麼快了。同學聯絡了我的媽
媽，媽媽就帶我去醫院。

雖然醫生説我的傷勢不太嚴重，但暫時就不能再去踢足球，要
休養一段日子。我聽到後感到既傷心又後悔，要是我小心點兒就不
會跌倒了。



雨中上學記
5A 林海藍

今天清晨，我被嘈吵的雨聲喚醒。我揉了揉眼睛，慢慢地把窗簾打開，看到窗外烏雲密佈，下着
傾盆大雨，街上的人撐着七彩繽紛的雨傘，看起來就像一道美麗的彩虹。我連忙穿好校服，吃過早餐
便打好雨傘，衝出門口上學去。

走在上學的路上，我看見所有景物都好像蓋上一層薄紗似的，顯得模糊不清。雨水淅瀝浙瀝地落
在我的雨傘上，我伸出手掌，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在手中，就像淚珠流下來的感覺，我頓時傷心起來。

烏雲漸漸消失了，雨水落在不平的路上形成了一個個小水窪。我無聊地向小水窪跳下去，濺起了
一陣水花，就像曇花一現，美麗而短暫。頓時，天上又下起大雨來，我狼狽地打開雨傘，但我還是變
成了一隻「落湯雞」。這個時侯，我看到了兩隻「落湯雞」，我定睛一看，原來是吳穎萱和雷紫琪。
我連忙拿着小雨傘為他們遮擋風雨，但雨傘實在太小了，容不下我們三個人，所以我們左閃右避着雨
點，狼狽不堪。

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學校，我們以飛一般的速度跑進學校，我的的心情由緊張開始變得放鬆。
我們三個人回到課室，突然笑起來，回味當「落湯雞」的滋味。今天，我學會了一個道理，就是「有
福同享，有難同當」。



雨中上學記
5B 安來暄

一天早上，我看見天空烏雲密佈，四周灰濛濛的，像一個黑暗的世界。

出門上學前，我打好雨傘。一出到大廈門前，就下起傾盆大雨。在上學的路上，
我看到很多水窪，像地雷一樣放在路上，但我仍能輕鬆地跨越過去。後來，路上的風
力越來越大，我的雨傘被吹得搖搖晃晃。雨也跟着四周亂竄，我被雨淋得全身都濕透
了，所以覺得很冷。突然，我又看到一道閃電，像一把劍插入我的心裏，十分震驚！
走着走着，我終於走到學校了。

下雨天上學，我覺得很好玩，因為很像一場冒險遊戲，雖然過程很艱苦。我回到
課室安然地坐下來，外面仍然嘩啦啦地下着傾盆大雨。我心想：這場雨下得真狠。怎
知過了一會兒，老師跟我們説現在正懸掛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學校將會停課，我們可
以由家長接回家去。當時，我驚訝得頭髮都差點變白了，我呆呆地看着老師，心想：
我冒着雨，艱苦地回來上學，究意為甚麼？最後，我只能聽老師的話致電回家。



雨中上學記

5C 霍凱琳

早上，我打開窗一看，看見天空下着大雨。我趕緊穿好校服，吃過早餐後便拿着
紅色的雨傘上學去。

上學途中，我感到十分害怕，我抬頭一看黑漆漆的天空，暴雨像個惡魔一樣不停
地飛來飛去。我嘗試了雨的味道，原來像泥土味一樣。「滴滴搭搭」的傾盆大雨，好
像從空中倒下來一樣。大家都匆匆忙忙地趕着路，我真想趕快回到學校。

雨媽媽、風爸爸也趕來陪我一起上學，狂風吹得那些五顏六色的雨傘搖搖晃晃，
雨水像利箭一樣刺在我的身上，讓我感到既寒冷又疼痛。當我到達學校時，已變成了
一隻落水的小雞，全身濕透，我感到很不舒服和難受，真希望今天是學校的假期就好
了。





我的哥哥
2A 顏梓鍵

我今天向大家介紹我的哥哥。哥哥擁有俊俏的臉兒和黑亮的頭
髮。眼睛是明亮的，鼻子是圓圓的，嘴巴是紅豔豔的。

哥哥最愛做手工，我每天都會跟他一起做手工。

我很喜歡哥哥，因為他很疼愛我。我希望可以和他永遠和睦地
生活。



我的媽媽
2B 伍璐寧

我今天向大家介紹我的媽媽。媽媽的臉兒圓圓的像月亮，頭髮
黑亮亮的，眼睛明亮得像一顆寶石，鼻子高挺的，嘴巴紅豔豔的，
樣子十分美麗。

媽媽最愛下廚，她有空就做春卷給我吃。每逢星期六，她還會
教我做飯，我十分開心呢！

我很喜歡媽媽，因為她教導我很多不同的知識。我希望以後都
能與她度過愉快的每一天。



我的奶奶
2C 李雲飛

我今天向大家介紹我的奶奶。奶奶有一張瓜子臉兒、一把鬈曲
的頭髮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漂亮極了！此外，她還有一個高挺的
鼻子和一張櫻桃小嘴，笑起來十分慈祥。

奶奶最愛種植蔬菜，經常採摘一些帶回來烹煮，這些蔬菜十分
美味，我們都愛吃。

我喜歡我的奶奶，因為她給我買零食，還會陪我去公園玩。我
希望奶奶身體健康，一家人和睦愉快地生活。



一個我尊敬的人
5A 劉文珺

我最尊敬的人──伯父有着一頭烏黑而濃密的頭髮，細長的眉毛下有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
挺的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看上去文質彬彬的。

小時候，爸爸總是向我講起伯父創業的故事，那時候我年紀還小，聽完爸爸講述後，我似懂非懂
地點點頭，以為創業很簡單，輕輕鬆鬆地就能賺取金錢，過着夢想般的生活。直到我懂事後，祖母告
訴我：「其實創業並不簡單，你的伯父在創業時曾經遇到我和你的爺爺的大力勸阻，雖然最後答應了
他，但後來公司又出現了資金周轉問題，經過他堅持不懈的努力後，最終才可成立了公司。」聽了祖
母的話後，我才明白創業並沒有想像中簡單。從那一刻起，我立志成為像伯父一樣優秀的人。

伯父雖然家財萬貫，但卻十分節儉，又從不嬌縱子女。有一次，我和伯父一家外出用膳後，在回
家的路人途經一個小公園，裏面有一些小販正販賣氣球。堂弟弟看到氣球後，便嚷着要買。伯父於是
上前詢問氣球的價格，問完後，伯父語重心長地對堂弟弟説：「我們只拿免費的。」堂弟弟聽後，雖
然不滿地「嚶嚶嚶」地抗議了幾聲，但最後還是服從安排，拿了一個小氣球便跟着伯父回家去。

伯父雖然十分富有、事業有成，但他仍然生活節儉，又不會嬌縱子女，讓我欽佩，我要好好向他
學習。





一次幫助別人的經驗
3A 林軒辰

今天早上，媽媽在家裏辛苦地做家務，我看見了也想幫忙。

我請媽媽幫忙預備一桶水，然後把拖把弄濕。我擦擦客廳，擦
擦房間，擦擦洗手間，擦擦廚房，把周圍都清潔乾淨。

我擦完地板後，覺得很累，就休息一會兒。媽媽看見了，發現
地板變得乾乾淨淨，就稱讚我是個好孩子，我覺得很開心。

經過今天的勞動，我明白到原來做家務是這麼辛苦的！



飼養小動物
4A 張雅其

去年有一天，我和家人逛街時，路過一家寵物店，看見裏面有
一隻小貓。小貓的毛色雪白，還有一雙海藍色的眼睛，就像兩顆藍
寶石一樣。牠一下子就吸引着我的目光。媽媽看見我很喜歡這隻小
貓，便把牠買下給我。

我給小貓取了一個名字──冰雪。和牠相處期間，我慢慢和牠0
培養了感情。我也漸漸地發現原來養貓並不簡單，又要買貓玩具，
又要陪牠玩，還要給牠打防疫針。

最後，因為我沒法兼顧學業和養貓，於是我萬般不願意地讓媽
媽把冰雪送給朋友。這次養貓的經歷讓我明白到：買寵物前，一定
要想清楚自己有沒有能力照顧牠們。



一件讓我後悔的事
5C 鄭美甜

記憶就像一個口袋，它裝着你所有的回憶，有快樂的，有憂傷的。而我口袋裏裝着一件至今都讓
我自責、後悔的事。

記得小時候，媽媽給我買了一本書，這本書令我愛不釋手。有一天，我放學回到家，興高采烈地
又想看這本書，卻被眼前的一幕愣住了，只見我的書安靜地躺在地上，第一頁被撕爛了，封面上還沾
了水。我頓時大發雷霆，我在想是誰弄成這樣的，我突然想到妹妹，前幾天她説過：「姐姐，我真不
喜歡你這本的書。」所以我肯定是妹妹的作為。過了一會兒，妹妹回來了，我一下捉住她，説：「是
不是你撕破了我的書？」妹妹説：「不！不是我。」我説：「肯定是你。」我就把她一推，妹妹沒站
穩就摔到地上，哭了起來。

媽媽聽到聲音便跑過來問：「怎麼了？」我憤怒地説：「妹妹把我的書撕破了。」妹妹説：「不
是我！她冤枉我。」媽媽説：「哎呀！這是我今早喝水時不小心弄的。」我一聽，知道自己誤會了妹
妹，便立即對她説：「對不起！」妹妹説：「沒關係！我沒事了。」

這件事教訓我：甚麼事都要先弄清楚，不要甚麼都不清楚就亂説。



一件讓我反省的事
6A 潘鈺湘

那次糟糕的默書讓我至今難忘，也正是那次默書，讓我悔恨不已，但也令我學會反省。

在一個炎熱的下午，中文老師宣佈下星期一默書，一向默書成績優異的我心裏暗暗地想：反正我
成績那麼好，還用怕這小小的默書嗎？我認為這次肯定拿高分，就不温習了！回家後，我莫名其妙地
想起了中文默書，到底要不要温習呢？這個問題一直徘徊在我的腦袋裏。最後，我還是放棄了温習的
想法。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很快默書的日子到了。過去的幾天，書都沒碰一下的我懷着驕傲的心情
默書。一開始，那些詞語我都能應付得過，可當默到課文的時候，我的腦袋就像被人清空一樣，只能
默出一些比較簡單的字詞，跟之前的狀態簡直是天壤之別，我的心情簡直比石頭還要重，心想回到家
肯定會被罵，就偷偷把今天默書的事隱瞞起來。

俗語説得好，「紙包不住火」。第二天，我忐忑不安地接下班長派的默書本，小心翼翼地打開來
看，無處安放的小手不由自主地按住分數，不想我看到事實，可是一位調皮的同學還是按捺不住，一
把搶過我手裏的默書本，利用他那火眼金睛掃視我的默書分數，他大眼一瞪，「你的分數不是一直很
穩定的嗎？怎會才70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悔恨不已。回到家裏，媽媽責備了我一頓，這件事令
我反省了很久，很久……

就是這次默書讓我反省到：不管是大小事情，我都要認真應對，並要以最好的學習態度面對學業！



我真幸福

6A 王怡柔

我真幸福，為甚麼我會這麼幸福呢？使我幸福的事物有許多：親情、友情、關懷、寬容……但最
使我幸福的，是我擁有母愛。

那時是暑假，我們一家人回老家，我們都開心不已。回老家幾個星期後，有一天我發燒了，體温
一直向上升，直到第二天晚上，我辛苦得睡不着，還拚命咳嗽。媽媽問：「要喝水嗎？要的話我給你
倒。」我點了點頭，媽媽便去倒水。過了一會兒，我實在太難受了，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媽媽半夜
給我探體温，發現體温已上升至四十度！媽媽趕忙又是給我擦身，又是給我降温，忙來忙去，竟一整
夜都沒睡！翌日早上，媽媽還沒有去補睡，又開始一天的忙碌。我很感動，媽媽對我真好！

記得還有一次，我們很想出去玩，可是媽媽身體很累，不想外出。後來，媽媽見我們那麼想到外
面玩，便説：「好吧，我們去海邊吧！」我們歡呼起來：「耶！太好了！」不管甚麼時候，母親的愛
總是陪伴着我們成長，在黑暗的時候點亮了我前方的路。我為有這樣的好媽媽而感到幸福。



愛在廣小的日子
6B 謝永琦

我是一個廣東道官立小學的學生，我們都喜歡叫這所學校作「廣小」。

我是在四年級的時候來到廣小的，剛剛來到廣小時，我真的很不適應，但這裏的同學很不同，他
們都很熱心。當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們都會細心、詳細地解釋給我聽。就這樣，我度過了一個快樂
的四年級。

到了五年級，我開始適應了。每一個新的學年都會有新的同學，以前是高年級的學兄學姐做我的
榜樣，現在我成為了別人的榜樣，我不會因此而驕傲，在他們向我學習的同時，我也會學習別人的優
點。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我已經來到了六年級。可能因為我參加了很多不同的活動，所以很多老
師都認識我，正是這樣，我就成為了老師眼中的「紅人」。來到六年級，同學們都知道快要離開廣小
了，但在廣小快樂的時光和大小事情，我都會銘記在心裏，永不忘記。

我在這裏提醒大家，時間是不會等人的，六年的小學生涯中你會有喜樂和悲傷，這些都是你成長
的經歷，請大家好好珍惜這段時光。



一件讓我反省的事
6C 宋怡斐

去年暑假玩了好一個月後，沒做過功課的我被迫開始想起要做功課了。由
於我還是玩性大發，面對一桌的功課我一點耐性也沒有，反而煩躁不安，靠在
椅背上生悶氣。

這時，毫不知情的妹妹拿着她最喜歡的故事書走了過來説：「姐姐，我們
一起看這本書，好不好？」我正在氣上心頭，見妹妹一來，不知為何就更生氣
了，衝着妹妹就發起火來：「別煩我，好不好？真煩人！」妹妹被嚇倒了，但
還是一臉孩子氣地問我：「姐姐，你怎麼呀？」我更生氣了，衝着她大喊：
「不要在這兒煩我了，出去！」妹妹又害怕又傷心，邊哭邊離開了我的房間。

妹妹離開後，我冷靜下來想了想，覺得自己不應該衝着妹妹發脾氣，她是
無辜的。第二天，我買了個蛋糕，向她道了歉。從這件事我領悟到：自己煩躁
時不能拿別人出氣，要冷靜才可以解決問題。



我真幸福
6C 陳靜潔

美國的文學之父歐文曾經説過一句名言：人類的一切努力在於獲得幸福。不錯，一些仁人志士實
實在在地追求着幸福，而幸福卻時時刻刻地存在於我們的身邊；哪怕是一件十分細小的事，也會温暖
你的心房。

七月中的一個涼爽夜晚，一顆顆亮晶晶的星星掛在夜空。我們一家人圍坐在小圓桌開始吃飯。外
婆端上了我最喜歡吃的番茄炒蛋，因為我下午沒吃過甚麼東西，肚子裏空落落的，便狼吞虎嚥地吃起
來。炒蛋吃了一塊又一塊，一碗飯快見底時，卻發現媽媽一口也沒吃，還忙着給我夾菜。看着媽媽那
慈祥温柔的臉，我的眼圈紅了，因為我知道，媽媽剛下班，肚子肯定比我還餓，自己卻忙着照顧我！
我閃着淚光，温暖的幸福感緊緊地擁抱着我！我想：媽媽，您既然忙着為我夾菜，那我也給您夾一次
菜吧！於是我趁媽媽不注意時，眼疾手快地將蛋放進媽媽的碗裏，但這一幕還是被媽媽看到了。媽媽
欣然地笑了。

這簡單的一幕讓我明白到：幸福就是有家人陪伴在身邊。





秋高氣爽的日子

3C 張楚予

秋天到，金風送爽，吹紅了楓葉，吹開了桂花，更吹響了豐收
的號角。

果園裏，果子都成熟了。樹上結滿了圓圓的杮子、黃黃的梨子
和紅紅的石榴，一串串葡萄還壓彎了藤架。到處都是香香甜甜的味
道，秋天是個果香四溢的季節啊！



怎樣培養健康的上網習慣
4B 冷明軒

今時今日，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互聯網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上互聯網看影片、做功課、搜集資
料……我們還可以在互聯網上玩各種各樣的網上遊戲，輕鬆一下。

可是，沉迷上網帶來的影響更加深遠。有些人過份沉迷網上遊戲，這樣不
但會損害他們的視力，而且為了玩遊戲連續數天不睡覺，便沒有精神上課，影
響學業。我們也不能完全相信網上的資料，如果我們不加以分析，會影響我們
對事情的看法和判斷。

為了保護眼睛，我們玩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的網上遊戲，便要看二十秒風
景或綠色植物，讓眼睛休息。最後，我們要好好分配學習和上網的時間，不要
因為沉迷瀏覽喜歡的網站而忽略正常的社交生活。



我心目中最喜歡的動物
4B 何泳鋒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海豚，因為海豚又聰明又可愛。

海豚的體型較大，身體灰灰的，肚皮白雪雪的，外形非常可愛
呢！

海豚對人類非常溫柔，常常拯救落水者；牠們又非常活潑，在
大海一跳一跳的，活像兔子一樣。海豚也很聰明，有一些海豚受過
培訓後，能表演不同的動作。

海豚又可愛又聰明，我們要好好保護牠們，保護牠們的生活環
境，所以我們不要破壞美好的大自然呀！



我心目中最有趣的動物

4C 楊博誠

我在內地養了一隻狗，牠叫二哈。我養了牠三年多，每天都和牠玩。我每
天放學回到家裏的時候，牠總是飛快地跑到我的面前，在我腳邊團團轉，好像
已經等了我很長時間呢！

有一次，那天是星期六，我正在睡覺，突然，我聽到了二哈的叫聲，我趕
緊起來，看一下外面出了甚麼事。我發現家裏的拖鞋到處都是，而二哈正在咬
着那些拖鞋，我趕忙阻止才能救回好一些拖鞋。

我和二哈在這三年裏彼此的感情也增加了許多，但是牠有一點很奇怪，牠
總是愛咬自己的尾巴，一直沒有改好。二哈永遠都是我要好的朋友。



我最喜愛的一道中國菜
5B 李梓慧

中國各個地方的菜系都有不同的風味。這次我要介紹的是我們熟悉的粵菜——
「竹筍煎豆腐」。我是甚麼時候喜歡上它的呢？是在我六歲生日時，爺爺替我慶祝，
所以烹調了這道菜給我吃。

「竹筍煎豆腐」的材料有蒜、蔥、豆瓣醬、辣椒和竹筍。烹調方法也很簡單，首
先，把竹筍放進水裏浸泡十分鐘。將浸泡好的竹筍焯水，再將竹筍放進鍋裏，淋上花
生油爆炒，至淡黃色就把它放在碟子裏。這時候，我們不要關火，倒上花生油，將切
成塊狀的豆腐一塊一塊地放進鍋裏，適時翻轉直至煎到兩面金黃。最後，把竹筍放回
鍋裏一起炒，再加上蒜、蔥和辣椒炒兩分鐘後，放入豆瓣醬翻炒一下，即可上碟。

這道菜的香味在屋外都能嗅到，用筷子輕輕地夾起，放嘴裏一咬，感覺好像在吃
棉花糖，口感非常柔軟。我為甚麼喜歡這道菜呢？因為每次吃這道菜都能讓我回想到
小時候和爺爺的快樂時光，所以我最喜歡吃這道中國菜——「竹筍煎豆腐」。



秋天
6B 甄晓敏

一年四季都很美，可我最喜歡秋天。

秋天的天空，天高雲淡，藍藍的天上，飄着朵朵白雲，風兒把它們變成各
種各樣的形狀，美麗極了！

秋天裏，果實纍纍，我雖然沒有去過農田、果園，但是從電視上我看到了
金色的麥浪滾滾；新疆的棉花田裏，一個個胖乎乎的棉桃吐出了一團團雪白的
棉絮；果園裏有紅色的蘋果、金黃的鴨梨、橙色的醜桔，掛滿了枝頭；紫色、
紅色和青綠色的葡萄又大又飽滿，晶瑩剔透，水靈靈的。秋天的田野，四處飄
香，一片豐收的景象。

秋天是色彩繽紛的季節。我走進九龍公園，大片的梧桐樹葉，尖尖的柳樹
葉，漸漸變黃了，隨着陣陣秋風飄落下來，像一隻隻金黃色的蝴蝶，在半空飛
舞，有的落在湖面上，像一條小船在湖中飄蕩。

秋天充滿成熟的美、金色的美，我喜歡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