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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 1 班专刊(一) 

指导老师：王开春 

********************************************* 

《秋天里的故事》 

作者：邹梦菡 

一个秋天的早晨，小猫正在主人的家

里睡觉。过了一会儿，它醒了。小猫伸伸

懒腰，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就小声地跳下

床来。它走到厨房里去吃早餐，但是门上

响起了轻轻的“嗒嗒”声。小猫很好奇，

所以它就跑到门那里去观察。它一看，看

见一只小松鼠正在用爪子敲门。 

它翘着头，

问：“你好，小

松鼠，你为什么

要敲门啊？” 

小 松 鼠 回

答：“我想跟你

一起玩。我每天

在树上看见你在

后院里自己玩，

多没有意思。我

们在树上玩得很开心，你要不要跟我们一

起玩呀？” 

小猫想了一下，说：“好吧，但是我

得先问问我的主人，看他们说我可不可以

去跟你玩。” 

“不用问啦！玩几分钟就回来了，明

天再玩。走吧！” 小松鼠带着小猫跑到一

棵大树前。松鼠抬起头来，指了一下。

“这就是我们家的树。怎么样，喜欢

吗？” 

那棵树高高的，在小猫看起来都长到

云里了。它跟着松鼠慢慢地爬上树，到了

松鼠的家。小猫和松鼠玩了一会儿，小猫

就觉得很饿。 

它说：“嘿，小松鼠，我有点儿饿。

明天再玩吧！” 

松鼠回答：“明天见！” 

小猫试着往下爬。第一步，它就抓不

住了。“喵！！我不能下去了！” 它等着

主人从房子里出来救它。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主人终于才出来。

“小猫！你在哪里？” 他一眼看到了在树

上挂着的小猫。主人连忙去拿了一把梯

子，把小猫从树上救下来了。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小猫就知道不

再爬到树上去了。它后来就一直跟小松鼠

在草坪上玩。 

《2021 秋天的一天》 

作者：潘如意 

2021 晚秋的一天，我打开窗门，一阵

秋风从东边过后，远处的叶子纷纷的飘

落。我兴奋地下了楼走出来。 

路上两旁已经

覆盖了许多红叶。

我走着走着不知走

了多久才发现我已

经走出了小区来到

了离小区有点距离的房屋前，忽然几个小

朋友们从他们的家里跑过来，跳进房屋前

的一堆树叶，一起大笑着玩耍了起来。看

到这场景的我，被他们的天真可爱活泼玩

起树叶的氛围给逗乐了。 

我继续的往前走，不一会儿被左边的

一棵又老又美的树吸引了。一阵阵风吹

来，树叶轻轻地漂浮着慢慢地落下来。已

经是晚秋的时候，可我不感觉到冷，被阳

光照射过的天空暖暖的。我闭上眼睛感觉

秋天的声音和秋叶的淡淡的香味，小鸟儿

在树枝上的叽叽喳喳声……我睁开眼睛，

只见一只松鼠从树上机灵地从树枝跳下

来，它的嘴上还含着一颗小果果。记得曾

在网上有人分享说松鼠秋天要将自己吃的

胖胖的后，又将多余的食物找地方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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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冬。可到第二年再去找它埋藏的食物

的时候它却忘记埋藏的地方了。年过一年

这些埋在地下的果子等就发芽生长成树或

丛林了。想想环境绿化还有松鼠的功劳

呀！ 

松鼠快速的把果子吃完了，然后在草

地上跑来跑去，好像在寻找什么……它的

嘴在叶堆里快速地将叶片放在嘴上立刻爬

上大树上。我仔细在树上寻找注意到，枫

树上有个松鼠巢，是从树叶做的。小松鼠

跑进巢，把嘴里的干叶放下来，然后不见

了。 

松鼠回家了。我想，我也该回去了。

我转身，就开始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2021 年的暑假》 

作者：韩奕超 

在 2021 年的暑假里，我做了许多事，

玩了许多游戏，但我认为这个暑假里最大

的收获还是归于打篮球。 

没打篮球前的几个

星期里，我整天呆在家

里，无所事事。一天，

爸爸上班回来后给了我

一张表，是篮球课，呆

在家里还不如去试试

呢。“行!”我一口答应了。第二天，刚入

馆，我就有点后悔了。里面闷热无比，没

空调，不通风，简直是一个火炉。不一会

儿，我就大汗淋漓，我嘀咕着在这要在里

面打球得多热啊！可已经报好了名，我只

好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向训练场走去。 

来训练的队员们陆

陆续续的到了，不一会

儿，教练老师也到了。

老师似乎一点也不在意

现场的高温，轻快地走

了过来，教我们打球的

技巧。刚讲到一半就有

人问：“老师，这里这么热，为什么不开

空调？”老师的面孔上滑过一丝微笑：

“到这里，你们就算是运动员了，运动员

这点苦都吃不了能干什么？不开空调就是

为了磨练你们的意志，让你们打起精

神。”我点了点头，在心里默默决定，一

定不放弃。第一节课都是在教我们动作，

还不算太忍受不住。但第二节课，老师便

和我们在球台上打了，刚打了一次，我就

感到头有点晕了，但看着别人一个个都打

得十分卖力，我一下子又来了精神，用全

力接住每一个球，打每个球。正是在这种

艰苦的环境下，使我们领悟很快，进步很

大。 

几天的篮球训练课很快就结束了，我

也学会了许多篮球技巧。我们的队员们都

学得很好了。最重要的是我渐渐迷上了篮

球。 

《难忘的 2021 夏天》 

作者：袁毅安 

2021 已经结束了，可 2021 的夏天让我

很难忘记。从 6 月底到 8 月初，我去了马

萨诸塞州 5 周。我住在我表弟的家里，我

们一起玩电子游戏、打网球、骑自行车、

徒步旅行、去海边，

还去游乐园。每天都

很开心。在那里我还

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我们一起去的海边冲

浪游泳，大家玩得很

开心。记得其中的一天气温有点低，水很

冷，波浪很大，去海滩上游玩的人就少很

多。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我们在水里互相

泼水玩耍和游泳。那天我们游了很长时

间，还互相打趣说我们就是男子汉！然后

我们上岸后就在木板路道上开始四处走

动，并购买了许多食物和小商店，如衣服

和纪念品。我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只风筝

后，我们又很快地回到沙滩上放风筝，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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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长们开车来接我们回家。这是我记忆

最深的一次旅行，那天我真的很开心！ 

《2021 夏日之旅》 

作者：林恩彤 

时 间 过 得 很

快，又要到学校放

署假的时候了。 几

个月前妈妈就计划

带我们全家去马来

西亚渡假。放假的

第二天，我们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去

机场乘飞机开始我们马来西亚的旅程。 

第二天到机场后办理登记前后的手续

感觉一切都很顺利。飞机需要飞行大约二

十个小时才到马来西亚。 旅途中并不感觉

累，因为我很快就要见到我的婆婆了。 我

们到了马来西亚婆婆家后，婆婆非常开

心。在婆婆家的那段时间婆婆每天带我们

去吃喝玩乐，品尝所有的当地美食。 如带

我们去品尝了当地最出名的怡保白咖啡，

还喝当地不同口味的奶茶肉骨茶；吃海南

鸡饭，炒粿条等等，吃很多不同风味的面

条和还有印度面包。马来西亚最出名的水

果是榴莲和山竹。榴莲的品种为猫山王最

出名，榴莲是水果之王，山竹是水果王

后。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喜爱吃榴莲因为

它的味道很臭，好像臭豆腐。 可是一旦喜

欢上榴莲就会上瘾的。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有很多高

楼大厦和购物中心。所以到吉隆坡去游玩

和购买的人很多，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我

们去了黑风洞，黑风洞是山洞里有一个印

度寺庙。这个山洞是个旅游景点，不光有

寺庙，还有很多很多猴子。山洞里有很多

猴子，喜欢爬很长的楼梯，边爬边玩耍逗

游客们笑，特别是小朋友们。到了晩上我

们也顺便到夜市场去逛逛。这一次旅行只

有两个星期，我们和婆婆在一起生活和外

出游玩都非常愉快开心，就是时间太短

了！很遗憾没有时间去马来西亚周边的邻

国，如新加坡和泰

国去旅游。只能期

待下次了。谢谢婆

婆让我们有了一个

难忘的夏日之旅，

盼望明年再相聚！ 

《2021 年的夏天》 

作者：唐鸿浩 

我上完七年级一学年的网课后，2021

年的夏天就开始了...... 

2021 年的夏天，我读了很多书，如 

“Harry potter”、“Percy  Jackson”

等。其中基本是我已经读过的，还有几本

书，如“ Savage inequalities”等是我

第一次读。 

几个星期后我又开始了上网课。我上

的是化学物理地质学，生物学，动画片计

算语言学和网页设计，加上数学和写作。 

高兴的是八月份我妈妈带我去我姐姐

家去了。我姐姐在 Carnegie Mellon 大学

上学，姐姐的房子就在她学校的附近。 姐

姐房子是新，而且很

大。房子里面有好多间

房。我姐姐有一间房，

我去后也可以住一间。

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

楼上三间房是她的三位

同学住的。因为还在暑

假期间，那三位同学还

没有回来。 

我在姐姐那里继续读书,也看 YouTub

e。姐姐这里的房子是很好的但是空调却时

常出问题，所以在夏天里住着没有空调热

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在热天没有空调的

情况下我会到房子的外面的树下读书或者

上网课。很快我就要从姐姐那回来，因为

我从 South Brunswick 转到 Princeton 的

新学校了。我相信我会喜欢我的新学校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