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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二月三日长城中文学校全体师生家长欢

聚一堂，参加学校举办的迎新年春节联欢会。本

期刊登学生作品由九年级万亦平和四年级张冬兰

老师班同学提供。 

2019 年 2 月 3 号下午，费城长城中文学校在位

于费城西郊的 Rosemont 大学礼堂举办了春节联

欢晚会， 长城中文学校近 600 位师生家长来宾们

观看了内容丰富的晚会，晚会之后大家聚餐共享

团年饭，度过了欢乐难忘的美好时光。 

春节晚会以纪兰慰老师编排的汉族少儿群舞《红

灯笼》开场，20 多位身着翠绿舞蹈服装的女同学

们象一朵朵水灵灵的水仙花，她们拿着充满节庆

喜气的红灯笼翩翩起舞，时而穿插不同队形，时

而打开灯笼，动作整齐，节奏欢快，出色的表演

获得场下一阵阵掌声。随后中文学校的各个中文

班和文化班级表演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幼儿班的

合唱《数鸭子》，一年级的《春节到》，舞蹈小

小班的群舞《大王派我来巡山》…三班级的同学

们纯熟地背诵《三字经》，朗朗上口，展现了国

学内涵的深入浅出，舞蹈大班充满维族风情的三

人舞《梦幻画廊》，还有国际中文班的同学表演

的语言类节目小品《请客吃饭》，虽然中文不是

他们的母语，但是他们在中文学校常年坚持学

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口语，表达清楚，语

言生动幽默，当他们抖落出一个个小品包袱时，

获得在场观众们阵阵的笑声。晚会除了有载歌载

舞的语言和舞蹈节目之外，还有气势不凡的二年

级武术表演唱《少林英雄》以及空手道表演，同

学们经过多年的刻苦练习，一个个身手不凡，动

作矫健有力。只见老师手持木板，几位同学先后

以凌厉的攻势，脚手肘并用将一块块木板击得粉

碎。同学们的表演引人入胜，家长们的节目也不

遑多让，家长达丽女士表演的独唱《梅花泪》，

古筝合奏《洞庭新歌》，管素英老师编排的旗袍

走秀《水墨兰亭》，还有朱菲菲老师班家长群舞

《伊人如画》同样水平精湛。家长们都从事各自

专业工作，在紧张工作之余，她们周末送孩子们

到长城中文学校学习，自己也利用这段难得的时

间参加中文学校的各种针对成人设置的文化班学

习，拜师学艺，学业精进，既锻炼了身体又获得

了精神的放松。晚会在后半段逐渐进入高潮，舞

蹈大班学生的藏族群舞《天浴》，以及王丽蓉老

师指导的六年级中文班大合唱《我们的大中国》

将晚会的气氛推到高潮，王老师退休在家，但欣

然接受学校家长的邀请，晚会前一个多月就多次

到中文学校给同学们义务编排指导。她的指导生

动易懂，同学们经过不长时间的培训，就将这首

脍炙人口的歌表演的淋漓尽致，优美的合唱获得

了持续不绝的阵阵掌声。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们也

积极参与春晚活动，在筹备晚会、准备各自班级

节目之余还为晚会贡献了精彩的广场舞《海草

舞》，老师领导们随着韵律扭动身子，动作萌态

可掬，欢笑声掌声不绝于耳，看来同学家长们非

常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群体性节目。在整个演出的

过程中，学校还多次进行彩票抽奖并为多位老师

颁发了持续教育服务奖，2018 年长城中文学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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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师获得“全美中文学校协会”颁发的海外华

文优秀教师奖。自建校伊始，有些老师已经连续

20 年在长城中学校执教，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

就没有学校今天的桃李芬芳。 

晚会在 5:15pm 结束，全体演员们上台合影留

念，花团锦簇的大团圆相片给晚会画上了完美的

句号。春节晚会虽历时近两小时，但大家仍觉得

意犹未尽。晚会后，学校为与会者提供了丰富可

口的晚餐。看春晚吃团年饭是中华文化的一部

分，同学们通过这种节庆仪式的经历教育，可深

深地体会到了中国文化“和合”的精髓。家长彭雅

楠欣然赋词一首，写下了晚会感言。 

【苏幕遮】年味道 

换新符，除旧袍，竹爆声声，且把平安报。 

姚女*含苞花意俏，翠叶婷婷，春色宜相照。 

馔美食，尝佳肴，百味消融，围炉当欢笑。 

莫黯乡愁空恨老，赤子天涯，共品年味道。 

注：*姚女， 水仙花的别名 

长城中文学校成立于 1996 年，是工作生活在费

城的一批华人学者们自发组建而成的非盈利教育

机构，整个学校是义工服务性质，从一开始几十

个学生几门中文课，发展到现在 350 多个学生近

70 门课程的规模。长城中文学校位于费城的西

郊，主要为 Lower Merion, TE, Radnor 等学区

的居民服务,学校开设从幼儿班到 9 年级的中文课

程，SAT 补习班，以及舞蹈，绘画，武术，手工

等文化课程。此外，学校还为成年人开设了英

文，健身操，瑜伽，民族舞，交谊舞等课程。学

校每年分春秋两个学期提供八个月的教育，上中

文学校是很多华人家庭周日必行的惯例，他们一

早把学生送到学校来，在学校学习中文和其他文

化课程，大家在学校里边结识新朋好友，交流各

种信息学，有些邀约打牌踢球，这是大家社交活

动的平台，也是休息充电娱乐的场所。长城中文

学校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每年均在宾大，Upper 

Darby 社区文化节义务表演。学校欢迎一切对中

国文化有兴趣的人士前来学习，学校的宗旨是弘

扬中国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

帮助下，相信长城中文学校将来会越办越好。 

本文由万应杰供稿，晚会摄影：付晓颖 

 

 

 

 

参加演出的师生们 

 

坐无虚席的礼堂 

 

精彩的红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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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班的合唱《数鸭子》 

 

 

合唱：大中国 

 

伊人如画 

 

诗朗诵： 感谢 

 

水墨兰亭 

 

新任校长姚海容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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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庄兰讲话 

九年级 C 班 万亦平老师: 

 

要求学生通过自己的理解想像，补充文中缺失的

细节，对话，行动等，特别是结尾，应具出人意

料的效果。这是一次不同以往的新的尝试，现在

看来效果喜人目的达到！（红色段落为学生自

创） 

～～～～～～～～～～～～～～～～～～～ 

《雨夜》（9C  陈威）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突然她看到一道光慢慢朝她的方向走来。

姑娘心想：这时也有人？有救了！可是姑娘也感

到恐惧忧虑。她多想有人帮她、可是又怕遇到坏

人。只见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冲过来，姑娘赶

紧跳到一边去躲避冲过来的自行车。姑娘观察了

一下那位小伙子。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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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姑娘想：他到底想干吗？随着男青年慢慢

靠近，姑娘越发紧张。她大声喊道：“别再靠近了！

要不然我喊人。”姑娘心想会不会有人来啊？试一

试吧。姑娘随后大叫，“来人啊！救命啊！有人想

劫持我啊！”男青年感到不解，他只是想帮忙。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男青年说道：“我不是坏人，你别误会了，

姑娘需要帮忙吗？”姑娘站在那里瞪着眼睛看着他， 

拼命地摇头。他想：她是不会相信我呀。姑娘只

想回家，没想到这么倒霉，一个晚上就遇上了这

么多的怪人，太不幸了… 男青年接着说道： “我

看你的自行车好像坏了，我会修自行车，我可以

帮你。”他然后开始往前走。姑娘摇了下头，分明

就是不相信他。男青年着急地想：我这么能让姑

娘相信我哪？ 

男青年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好，我可以

不靠近，要不你把自行车放在原地，你往后退十

米，我来修自行车，可以吗？”姑娘觉得可以试一

下，毕竟谁会偷一个坏的自行车？，还有现在很

晚了，试一下也无妨。姑娘点了下头，把自行车

放在原地，自己往后退了十米。男青年把自己的

自行车放在原地，然后走上前看了一下自行车：

“我应该可以修，虽然我没有工具，那也试一试

吧。”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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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她觉得那位男青年说的是实话，她现在感

到很愧疚，刚才她还以为对方是一个坏人。姑娘

在修车铺歇脚时看到了一位男生，看起来很面熟。

她往前凑了一下，没想到就是那位在路边想帮他

的男青年。她现在觉得很尴尬，她错怪的人就在

她面前，她竟然还没有勇气去面对他。“你好，哪

里需要帮忙，你不就是那位路上的姑娘吗？”那位

男青年问道。姑娘回答：“对不起，刚才我把你当

成坏人。” “没关系，大晚上，姑娘有戒心本就正

常。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你，才引起你误会。”

姑娘连连说对不起，待自行车一修好就跟男青年

道别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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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夜》（9C  魏廉）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姑娘推着自行车走了很长时间。她停了一

下，准备休息一会儿， 就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声音。 

她回头看一看后面发生了什么，可能有人来帮忙

了么？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一个流里流气的小伙

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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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姑娘很害怕，不知道男青年是坏人还是真

的想帮她。姑娘继续慢慢地后退。看见男青年还

不走，她大声尖叫起来。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男青年看见姑娘又准备尖叫，赶紧说，

“我不是坏人，我想帮你修自行车。”姑娘看了看

他，感觉他不像坏人。于是渐渐放松下来。 

 男青年蹲下去看了一眼她的车胎。他看到

车轮摔变形了于是就想尝试把它修好。但是鼓捣

了二十分钟还是不行。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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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刚抬着车进到屋里就听见女青年说，

“哥，需要帮忙的姑娘来了。”姑娘大吃一惊，抬

头一看，原来就是刚才帮他修车的那个男青年。

男青年说，“反正你也知道我家在哪了，你的车也

很难修好，你先骑我妹妹的车回家吧。姑娘说 : 

“太谢谢您了！”于是骑上车走了… …               

～～～～～～～～～～～～～～～～～～～ 

            《雨夜》（9C 朱羿灵）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走了一会儿，姑娘累了，她就站在路边，

边休息边想着该怎么办。她决定等一下，希望有

人来帮助她。过了一会，她听到有人从远处骑着

自行车往这边过来。是一名男子沿着马路一边骑

自行车，一边吹着口哨。她试图引起男人的注意，

希望他能够帮助她。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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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那个男子走近她，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当他靠近时，姑娘不停地退缩，她以为他会像刚

才那个男子一样。他很困惑为什么她如此害怕他，

并试着和她说话。他问她是否可以帮助她，但姑

娘只是不停地退缩，并且开始大声尖叫。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只想帮助你，” 那个男子说。 “你不必

那么害怕。” 姑娘仍然抓着她的钱包，吓坏了。该

男子叹了口气，并不停地解释他不会伤害那姑娘，

但只是想帮忙。在和姑娘谈了一会儿后，她终于

放松下来，把钱包放回自行车篮。 

那个男人走向她说：“让我试着就在这里

帮你修好它。”他跪下来看看自行车出了什么问题。 

“你认为你可以修好它吗？” 姑娘说。 “我也许能

够。”男子回答道。他去尝试修理自行车。姑娘在

旁边等着。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姑娘跟那个女青年走进自行车店，女青年

带她去厨房喝茶。 15 分钟后，那个女青年回来说：

“你的自行车已经修好了，你可以骑回家了。” “哇，

真的吗？” 女孩回答道。 “非常感谢你！” 女青年

微笑着说：“不客气。” 姑娘问道：“你为什么这么

晚还开门？” “我哥哥早些时候来到这里,告诉我一

个姑娘的自行车坏了，需要马上修车。我们专门

开门等你的。” 女青年回答说。女孩惊讶地说：

“他真是个好人! 请告诉他，我谢谢他!” 

              《雨夜》（9C 朱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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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姑娘慢慢地走到了路边，想着：＂这什么

人都没有。我应该怎么办呢？＂姑娘看了一下她

的前后左右，这次，看见了一个小伙子。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姑娘看着这个男孩，发现他真的很高，

吓了一跳。看他离自己很近，不由得害怕地尖叫

了一声。男青年突然明白姑娘是怕他，所以他解

释说：＂我不会伤害你的。＂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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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男青年又跟姑娘说：＂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只是想帮帮你。＂姑娘一听他说的话，就放心

了。既然姑娘不再害怕男青年了，男青年问：＂

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自行车？我可能可以帮你修

一下。＂姑娘看这男青年，决得他不会伤害她的，

姑娘终于说了：＂好。＂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过了一会儿，姑娘发现了路上帮他修车的

男青年，原来这是男青年的家，刚刚出来接她的

是他的妹妹，男青年担心姑娘一个人晚上在外面

不安全，所以告诉姑娘自己家是修车的地方。姑

娘觉得自己先前错怪男青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姑娘的自行车还是无法修好。男青年和他的妹妹

一起送她回了家。  

             《雨夜》（9 C  王宇琳）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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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法修理，只

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人

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点

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着。

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姑娘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路

灯的亮光很暗，地上还很滑。姑娘越走越害怕，

这时姑娘听到后方有自行车过来的声音，姑娘很

开心，心想：“这个人肯定会帮我，肯定会把我的

自行车修好的，我有救了。” 于是，姑娘停止推车，

站在小路的旁边等那人。可是当那人靠近时，姑

娘一看，过来的人是一个流里流气幸灾乐祸的小

伙子，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而且很失望。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男青年看到姑娘一步一步往后退，就说：

“我不是坏人。你的自行车是不是坏了？我可以帮

你把自行车修好的。” 姑娘不信那个男青年，就继

续往后退。姑娘想这个人肯定是个坏人，就大声

叫喊并对他说：“别过来！”男青年心想，我想帮

助你，想不到你把我当坏人了。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姑娘又看到男青年骑着自行车回来，她又

紧张起来。男青年从自行车篮子里拿出修自行车

的工具，说：“我真的不是坏人，我可以帮你修好

自行车。”姑娘一看他拿着修车工具，就相信他，

让男青年帮她修自行车。过了好长时间，还没修

好，姑娘开始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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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

娘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

着，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

年又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

心地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

是，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

前面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

自行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

在这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

还有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

青年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

影，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

铺还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

才不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姑娘一走进修车铺里，就看到刚刚帮自

己修车的那个男青年从楼上走下来。姑娘心想，

他怎么会在这里？男青年说：“你怎么才来？我们

正在等你呢。”姑娘说：“原来这个修车铺是你的

呀？刚才怎么没能修好我的自行车呢？”男青年说：

“刚才我缺一样工具，所以没能修好，现在就没问

题可以帮你修了。”不一会儿，男青年就把姑娘的

自行车修好了。姑娘非常感谢男青年，想要给他

加倍的钱，男青年不肯收，对姑娘说：“这是我家，

不是修车铺，哪有修车铺这么晚还开着呢！”姑娘

这才注意到，这房间根本就不像修车铺。姑娘为

自己刚刚把他当坏人感到很不好意思。姑娘红着

脸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姑娘离开后，一边骑

着自行车，一边不由得咕了一句：“没想到还真有

好人的。”不一会儿，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雨夜》（9C  范琮琦）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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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就这样在路上走了很久， 她觉得很累。 

她就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休息。“要是有个人来帮我

就好了”， 姑娘对自己说。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

小伙子从后面骑车过来。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你好， 你有什么问题吗？” 男青年问。 

姑娘吓了一跳， 大声叫起来：“没有问题, 你快离

开这里， 不然我要叫警察了。”姑娘一边叫一边后

退。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你好，别害怕， 我不是坏人，我只想帮

你一下。 你的车好象是坏了，能让我看看你的车

吗？” 男青年说。    “ 我的车坏了， 你会修吗？ ”

姑娘说。 “让我看一下， 也许我能修好。” 男青年

说。 于是男青年就开始帮姑娘修车。可是他什么

工具都没有。忙得满头大汗也修不好。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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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刚刚有个男的告诉我， 你的车坏了。”修

车铺的女青年说。很快， 姑娘的自行车就被修好

了。 姑娘非常感激。回到家后， 她一晚没睡。 

不停地回想今天晚上的事。 如果不是路上的男青

年和修车铺的女青年， 不知道要走多远才能得到

帮助。她决定以后一定要相信别人， 也要去帮助

有需要的人。 

             《雨夜》（9C  席卡卡）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过了几分钟，姑娘停了下来，准备休息一

下。突然，她听到了一个声音。她把自行车扔到

旁边，抬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她发现有个

打扮得流里流气的人向她走来。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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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姑娘听见那个男青年问：“请问你为什么

这么晚自己在这儿？” 姑娘不知道他是谁，就决定

不理他。男青年又一次问道：“你需要帮忙吗？” 

姑娘没有回答，反倒大声叫了起来：“离我远点！”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男青年在远处停下向姑娘这边看来。当他

看到地上的自行车他就问道；“姑娘，请问你的自

行车坏了吗？”姑娘的心里很紧张，她的冷汗也下

来了，她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姑娘决定不回答

他，只是不安地站着。男青年走近了一点，又问：

“你的自行车怎么了？”这次，姑娘决定回答男青

年：“我的自行车坏了。” 男青年听了，就说：

“我能帮你看一下吗？” 姑娘听了，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男青年开始试着修起她的自行车。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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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十分钟，姑娘的自行车修好了。在

回家的路上，她边骑边想；这真是个不寻常的雨

夜… ... 

               《雨夜》（9C 张菡吉吉）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姑娘一路埋怨着。忽然，她从后面听到了

口哨声。她回头查看，发现是一个小伙子骑着自

行车。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男青年问：“妹妹，你的轮胎是不是坏了？

我可以帮你。” 姑娘怕他像之前的那位小伙子，急

忙喊了一声：“别过来！别再靠近我！” 男青年很

吃惊，立马停下了。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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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男青年离着姑娘远远地。他对姑娘

说：“对不起，我之前有点儿粗鲁，我是真心想帮

忙。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自行车？”姑娘吓呆了，

只好点了点头。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女青年非常热情，兴奋地说：“欢迎欢迎，

你是来修车的吗？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啊？” 姑娘

可怜地回答；“我在回家路上，但车坏了。我就淋

着雨走过来了。”女青年看这个姑娘好心疼，说：

“哇，妹妹，我真佩服你！一个人在雨里走了那么

久，你肯定冻坏了吧？我这就去给倒杯水吧！” 

“不用不用，才是毛毛雨而已。我在路上也没有那

么孤独。我在附近碰到了两位小伙子。第一个小

伙子实在是太烦人了，但是第二位很礼貌，是他

跟我说这儿有修车铺的。” 女青年惊讶地说：“你

碰到的是我的弟弟！哎呦，我没想到他还替我们

拉生意呢。我们这个修车铺是我们一家管理的，

我们就住在楼上。他刚才刚到家，现在应该睡着

了。”姑娘很惊讶，没想到那个男青年真的是好心

好意地帮她：“太巧了！你们这个修车铺是二十四

小时的吗？” 男青年的姐姐回答说：“平时我们八

点关门，但是因为我等弟弟回家，就还没关门。”

姑娘回答：“那麻烦你了，真抱歉！” 女青年抬起

了她的自行车，往里面走着，说道；“别但心，我

修车修得快，十五分钟内就能把它修好。” 果然，

不到十五分钟后，车就修好了。姑娘高兴地感谢

她。 女青年笑咪咪地回答：“不用谢。大半夜的，

你需要帮助。快点儿回家吧，实在是太晚了。”姑

娘再次谢了她，骑上自行车，走了。 

外面的雨也已经停了好久了… … 

               《雨夜》（9C 林善怡）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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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这时，她听见远处传来了自行车铃声和口

哨声。她回头一看，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朝她

走来。她想，吹着口哨骑着自行车，肯定是一个

流里流气的家伙。于是她靠着墙边停了下来，等

着那个人走过去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男青年走近，对她说：“你需要帮忙吗？” 

姑娘吓坏了，对着男青年大喊：“你走开，别靠近

我。我不需要帮忙。”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男青年说：“看起来你的自行车坏了，我

帮你修车吧。”于是他不等姑娘说什么，就拿起他

的自行车修了起来。 

姑娘站在旁边看着他修车。时间一点一点

的过去了，雨也越下越大。姑娘有点着急了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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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进了屋子，这个女青年一边帮她修车，一

边说：“我哥哥刚刚回家，如果你着急要走，你可

以用我哥哥的自行车。等明天我把你的车修好了，

你再来把我哥哥的自行车还给他。”姑娘说：“不

用，我等你吧。”过了一会儿，女青年把车修好了，

姑娘骑着车回家了。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 

               《雨夜》（9C  林巾人）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她坐在路口，判断可以干什么。是要抬着

走，还是叫一个出租车来接她？她决定就抬着自

行车走吧，反正又冷又湿的天不会有出租车的。

她孤单地抬着自行车，在路旁边慢慢地走。她走

着走着， 又旁边看看，她感觉有点害怕，也不知

道现在到哪里。走了一段时间，她在黑黑的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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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一个人的形状。在她站的地方她看不到，

但是走得越近， 她看得越清楚。原来是一个小伙

子。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姑娘害怕地看着那个从雾里走出来的人，

眼睛大大的盯着他。她扶着车，但是不小心被自

行车的轮胎拌倒了。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男青年走到她面前，看了一看她， 问姑

娘，“小姐，你想让我带你去一个修车店吗？”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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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她推着车走了进去，第一个看到的就是那

位帮助过她的男青年。那小伙子对着她笑道；“您

好,  请问您想让我们怎么帮助您？我是这家店的

管理人。”姑娘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 … 

有时候，你真不能只看别人外表长得怎么

样… … 

                 《雨夜》（9C  陈章翔） 

 深夜，下起了毛毛雨，街上行人很少，来

往的车辆也很少。一位姑娘骑着自行车回家。为

了抄近路，姑娘拐弯进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灯

光很暗，路面不平，还很滑，而且除了她，一个

人也没有。姑娘越骑越怕，不由得自言自语：“天

哪，这真可怕，要是不走这条路就好了。” 

 姑娘在小路上越骑越怕。这时候，突然有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路旁边冲出来，尖叫着从

自行车前面穿了过去。姑娘大吃一惊，连人带车

都摔倒了。姑娘用手臂挡住脸，睁大着眼睛，惊

恐地看着前方，心里想：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姑娘惊恐地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看

着姑娘，那个东西又叫了一声，姑娘这时候才看

清楚，原来只是一只猫。于是姑娘松了一口气，

心里想：自己的胆子也太小了。姑娘从地上爬了

起来，她先揉一下自己摔疼的膝盖，再搓掉手上

的泥水，然后扶起自行车来想继续骑车回家。姑

娘推起自行车想骑，不料自行车却推不动了。姑

娘不由得暗暗吃惊：难道自行车坏了吗？ 

姑娘发现自行车推不动了，就低头察看，

可是看不清楚。姑娘于是蹲下去仔细检查，这才

发现自行车摔坏了。姑娘自己没有办方法修理，

只好站起来，说：“倒霉！”姑娘看看四周，一个

人也没有，她只好一只手把自行车的后轮提高一

点儿，一只手扶住车把，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

着。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过了一会儿，小姑娘听到后面传来自行车

的声音， 还听见有人在吹口哨。小姑娘就把车推

到一边，让后面的人过。 姑娘心里想，这是谁，

也许他能帮我吧。但往后一看， 却看到一个流里

流气的小伙子向自己骑过来。 

 那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披着长长的头发，

嘴上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他一边吹着口哨，一

边骑着车过来了。他发现小路边有一个姑娘，有

车却不骑，就知道这个姑娘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想不到小伙子这时不但没有帮助姑娘，反而怪声

怪气地唱了起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

头……”小伙子骑车经过姑娘旁边以后，又转回身

对着姑娘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头也不回

地走了。姑娘对这个幸灾乐祸的小伙子非常反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由得咕了一句：“讨厌！”

姑娘又推着车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她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里呢？ 

 姑娘推着车又走了一段路，突然从小路的

后方又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姑娘于是又停

止推车，站在小路的旁边。不一会儿，一位穿着

蓝色工作服的男青年骑着车过来了。他在骑车经

过姑娘旁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扶着车站在路边的

姑娘。男青年骑了一段路，突然停下车转身看着

姑娘，心想：这么晚了，这姑娘有车不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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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遇到了麻烦。这时姑娘也可怜巴巴地看着男青

年。男青年突然掉转车头，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向

着姑娘走来。姑娘不由得紧张起来，扶着车一步

一步地后退。 

 姑娘很害怕，大声叫起来:＂别过来！＂ 

 男青年好心想帮助姑娘，想不到姑娘却把

他当成了坏人，还大声惊叫，要他别走近自己。

面对姑娘的误解，男青年不想辩解，于是苦笑一

声，转过身，骑上车走了。看到男青年走了，姑

娘这时才用手捂住胸口，松了一口气。姑娘先用

手背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接着又伸手从车篮里拿

出提包，想掏手帕。突然，姑娘发现男青年又推

着自行车向自己走过来了，于是又紧张起来，不

由得把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小伙子在离小姑娘五米之外的地方停下来。

小伙子说：＂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在这里，是有

什么麻烦吗？＂小姑娘说：＂ 我的自行车坏了。＂

小伙子说：＂我会修自行车，让我看一看吧。＂ 

小伙子蹲下身来，把车仔仔细细的检查了

一遍，说：＂ 你这个车的后轮歪了，让我试试我

能不能把它弄弄直。＂ 小伙子用力地扳，可是怎

么也不能让轮子恢复原来的形状。 小伙子用了好

多别的办法，折腾了好一阵。 

 想不到等了半天自行车还是修不好，姑娘

失望极了，于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那算了”，接着，

又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向前方走去。男青年又

掉转车头推着车追了上去。他一边走一边关心地

问：“你家离这远吗？已经十一点多了。”可是，

姑娘根本不理他，还是低着头，推着车，向前面

走着。男青年想了一下，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自行

车车把，让她好好地听自己的话：“这样吧，在这

条小路的右边，有一家修车铺，这会儿也许还有

人修车，你可以去看看。啊！”说完以后，男青年

骑上自行车走了。姑娘看着男青年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么晚了，在小路上怎么可能有修车铺还

在营业呢。于是不由得咕了一句：“骗人，我才不

上当呢！” 

 姑娘继续推着车在小路上吃力地走着。又

走了一段路，忽然发现在小路的靠右边，有一家

人家的门还开着，一道灯光从门里射了出来。难

道真的有修车铺吗！姑娘不禁喜出望外，也不知

从哪里来了力量，加快脚步，推着车向修车铺快

速地走去。姑娘刚走到修车铺的门口，就有一位

女青年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接待她：“同志，进来

吧！”女青年一边招呼姑娘，一边帮着姑娘两人一

起把自行车抬了进去。姑娘不由得咕了一句：“没

想到还真有修车的。” 

这时， 小姑娘看到那位穿着蓝色工作服

的男青年拎着一个工具箱走过来。 小姑娘先很吃

惊，想了一会儿，感激地说：＂原来是你啊，谢

谢你。 ＂男青年把小姑娘的自行车修好了。小姑

娘又谢谢他，就骑回家了。 

 学校春晚前，我要求同学们在节日期间观察生活，

发现素材，完成一篇题目为《我的中国年》的作

文。并提出该文章必须包括以下十个词语：除夕 

风俗 忙碌 问候 崭新 喜庆 洋溢 丰富多彩 阖家团

聚 辞旧迎新。  

                             九年级 C 班 万亦平老师 

                 我的中国年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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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睿雅——每年在中国新年来到前，妈妈就开始

忙碌起来，她会带着我们一起打扫卫生，我们也

会挂上灯笼，贴上“福”字，家里立刻就有过年的

气氛。 

到了大年三十，妈妈会做很多菜，我们也

会帮妈妈一起包饺子，然后晚上一起吃年夜饭。

第二天也就是除夕的早晨，我们问候中国的亲戚，

给他们拜年。有的亲戚会给我们发红包，妈妈说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风俗。 

每年的春节期间，我们全家都会被朋友邀

请去参加一个春节派对，我们会穿上崭新的衣服，

带上两个我们自己煮的菜，高高兴兴地去参加派

对。朋友的家也装饰得特别喜庆，到处洋溢着欢

歌笑语，热闹极了。大家带的菜丰富多彩，有很

多我爱吃的东西，尤其是年糕。 

在这阖家团聚，辞旧迎新的时刻，我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全家都健康快乐，幸福平安。 

王宇琳——除夕的前一天，中文学校举行了春节

联欢会。联欢会的节目丰富多彩，我表演了舞蹈

“红灯笼”和诗朗诵《感恩的心，感谢有您》。节

目后聚餐，学校的学生老师和家长欢聚一堂，到

处洋溢着喜庆气氛。大家互相问候，辞旧迎新，

迎接崭新的一年。除夕那天我们学区放假了。晚

上妈妈下班回家又忙碌了一阵，按照中国的风俗

做了年夜饭。虽然哥哥在芝加哥读书，姐姐在中

国旅游，我们不能阖家团聚，但是我们的心是在

一起的。 

朱羿灵——春节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也是阖家团聚的日子。除夕一家人在一起吃年夜

饭。大年初一，小朋友们穿上崭新的衣服向长辈

拜年，朋友之间互相问候，大人们很忙碌，到处

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春节期间还有丰富多彩的

活动。 

 今年是猪年，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我

的家人们打电话给住在中国的家人，祝他们新年

快乐。我的家人每年都聚在一起做饺子。我和哥

哥都会收到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红包。有时，我们

也会制作纸灯笼并将它们挂在屋内。通常会与爸

爸妈妈的一些朋友和家人举行派对，在那里我们

一起分享各家拿手的美食。 

范雁飞——春节是传统的辞旧迎新的节日。过年

前，人们都会买好崭新的衣服，准备好丰盛的美

食去庆祝。除夕晚上，我家也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欣赏丰富多彩的春节联欢晚会。看春节联欢晚会

也是中国国内风俗习惯。我和妹妹最爱看小品，

因为那些小品总是会让我发笑。我们家的习俗是

边看电视边包饺子。包饺子的时候，妈妈也会讲

一些过年的事情。通常是电视看完了，饺子也做

好了。我们会用微信向我们国内的亲人问候。这

就是我们阖家团聚的习俗。 

陈威——中国新年，也被称为农历新年，是中国

最传统，最重要的节日。节日为期两周，主要活

动是家人和朋友的聚会，丰富的美食和新的一年

充满了喜庆欢乐和好运的祝福。 

今年春节是二月五日。庆祝活动从农历新

年的前一天晚上开始，到十五天后的元宵节结束。

庆祝中国新年有很多风俗。春节前的一两个星期

很忙碌，大家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一年的

坏运扫地出门，为了辞旧迎新。春节的前一天晚

上，全家要在一起吃年夜饭。为了阖家团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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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面八方的人，这一天都要回家来。中国人非

常注重年夜饭的质量，因为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

晚餐。年夜饭一定要有鱼，这是因为“鱼”和“余”同

音，鱼代表了“年年有余”。在中国的北方，一般

的家庭都要吃饺子，因为饺子代表金钱。在南方，

许多家庭会吃年糕，“糕”和“高”同音，代表了一年

比一年“高”，也就是说，一年比一年好。吃完年

夜饭以后，全家人在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多彩多

艺的“春节联欢晚会”。半夜十二点，大家就到外

边去放鞭炮，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过年的时候，小孩和年轻人要给家里的长

辈拜年，年长的人会给孩子和没有结婚的年轻人

一个红包。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会穿上崭新的衣

服去问候亲朋好友。去亲戚和朋友家的时候，不

少人都带一点礼物。中国新年是最受欢迎的节日。

这是一个热情奔放，充满幸福，家人团聚的佳节！

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里，我们应该跟自己的家

人在一起度过新年！ 

 圣诞节假期--崔永成 

           我的圣诞节假期很好玩儿，因为我们全家

和朋友一起去山上滑雪了！这是我第一次滑雪，

所以我很高兴，可是我也有一点紧张。因为我一

点都不知道怎么滑雪，可是我的姐姐滑雪很好，

她说她会教我。我们穿上滑雪的装备后，姐姐开

始教我了。她教我怎么停下来，怎么滑慢一点儿，

和滑快一点儿 。然后，我按着姐姐教我的东西自

己滑下山了。自己滑下山几次后，我们就吃午饭

了。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又出去滑雪了。这次我

们一起去滑更大更陡的山了。我们坐缆车到山上

的时候，我更紧张了。姐姐说她会在我的前面，

要是我摔倒了，她会拉我起来。滑下山的时候，

我可以感到风刮在脸上。我的速度越来越快，好

像要飞起来了。到达山脚下的时候，我很高兴，

我滑了又高又陡的山！滑雪真的很好玩呢！ 

                我的寒假 --刘润泽 

寒假里我和朋友们一起玩耍，去了圣诞村，

和滑雪了。我最喜欢去滑雪了。 圣诞节早上，我

们全家早早起床准备好一切就出发了。 我们在车

上开了两个小时到 达大石头滑雪场。我一看到滑

雪场就看到了滑雪道都开了，我就等不及上山了。 

我和我 的哥哥滑雪板儿，我的爸爸滑雪橇。我的

妈妈在滑雪屋看我们和给咱们照照片儿。 我去了

两个蓝色的道和两个障碍公园。绿色的道是最容

易的，蓝色难一点黑色最 难。障碍公园是一个有

障碍的雪道。我喜欢滑雪因为你能自己控制速度，

可以特别快也可 以特别慢。滑雪也很刺激。我现

在滑雪板可以不摔跤了，我在练习转弯儿。 我们

一直滑到天黑才回家，滑雪太好玩了，我希望再

去滑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