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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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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师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吴堃 Ms. Wu

G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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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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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ut Campus

G1 G2

G7 G8G6

G5 G6

G3 G4

中文教师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金智娟 Ms. Jin 洪爾嫺 Ms. Hung 赵博鑫 Mr. Zhao 王耀 Mr.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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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妹

Wells周间中文班 G7 阿喜米

我的小妹妹今年七岁，她叫阿奇纱，今年上二年级了。她有大大的眼睛、大大的鼻子、

小小的耳朵和小小的嘴巴。她的头发黑黑的，又短又卷。她非常可爱，但是哭的时候有点儿

烦人。我妹妹是个很乐于助人的小女生，常常帮妈妈做家务、帮我画画儿和帮她的同学做数

学作业。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

G11 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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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被偷了

Wells周间中文班 G7 安东尼

我家附近有很多小偷，小偷们谁的东西都偷，他们一般喜欢偷钱包和手机。昨天我去买

东西，在去商场的路上买水喝的时候，我的背包被偷了。我的背包里有很多东西，雨伞、钱

包、手机等等，当我发现背包被偷了的时候，我很害怕，马上跑回家告诉了我爸爸。

我爸爸听了很生气，马上打电话报告警察，警察记下我爸爸的姓名

和电话，警察说，如果找到了我的背包就打电话给我爸爸。

报完警后，爸爸没有骂我，我这才安心了！

我的志向

Wells周间中文班 G9  金江娟

上星期，我上汉语课的时候，老师问我们：「你们的志向是什么？」我们班大部分的同

学都说他们想当一名医生，但是，我却想当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

从四岁时，我便开始学习打网球了，因为我爸爸告诉我──他想跟我一起打网球，所以

他开始教我怎么打网球，而我每天都是先回家，然后再练习。虽然爸爸很严格，总是规定我

每天的练习量，但因为他的教法很活泼有趣，所以，也让我对网球越来越感兴趣了！

后来，有一天，我的教练跟我说：「妳的水平提高非常多了！妳可以去参加Olympics了！」

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喜欢打网球，又打得很好，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可以去参加看看。但

是，我今年只有十三岁，我的父母不允许我参加，他们甚至说：「Olympics 是一项特别难进

且盛大的运动赛事，需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体育菁英一起竞争，加上参赛选手需至少年满 16

岁，因此，你不一定能够很顺利地拿到入场比赛的资格与好成绩。」

总之，虽然我无法参加今年的Olympics，但是我想参加未来的，那么，我从现在开始就要

好好努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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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四季

Wells周间中文班 G11  四分一沙奈

我成长的地方是东京。东京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春天天气晴朗，气温在十

五度左右，很凉快，大家一般穿着轻便的长袖衣服，喜欢出门去赏花。夏天因为经常有台风，

还时常下雨，气温在三十度上下，闷热潮湿，太阳伞和帽子必不可少，有很多人到海边去游

泳。秋天风很凉，气温在二十度左右，感觉刚刚好，很多人会穿上外套到户外去赏枫叶。冬

天晴朗干冷，气温在十度上下，不少人会穿大衣或风衣，戴帽子和手套，出门享受冬季活动。

我的志向轉彎的那一天

Wells週間中文班 G9  黃筠恩

我的名字叫小明，小時候的志向是當一名「藝術家」。我曾經相信：無論是什麼時候，

「畫畫」一直都會是我最喜歡的事情；但又有誰能想到：一個這麼喜歡畫畫的人，現在居然

會成為一位很有名的運動明星呢？

直到那天，我運動生涯不得不開始的那一天。

因為我以前實在是太喜歡畫畫了，所以我一直都待在家裡畫畫，而沒有出門去運動。就

這樣，一天過一天，我的身體逐漸出現了問題：臃腫的身材，讓我連行走都有困難，更不要

說出門去參加比賽了；肥胖的四肢，則讓我連呼吸都覺得喘，更別說握住畫筆了；最後，甚

至因為「過胖」，而在學校遭受到了許多莫名的排擠、霸凌......。

在身心都極度不健康的狀況下，我走上了最不良好的選擇結果！

從醫院醒過來以後，我在醫生的強制、父母的鼓勵下，不僅開起了辛苦的減肥之路，也

開始學著養成規律且良好的運動習慣。一開始，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真的非常困難，但經歷過

這一段艱苦的歲月後，我居然也真的愛上了運動，並決定「棄文從武」，走上了如今這條代

表國家、為國爭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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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美好的度假经验

Wells周间中文班 G11  高橋梨沙

四年前，我跟父母一起去澳大利亚的珀斯度假。因为我们是七月去的，那时的澳大利亚

气温比较低，旅行起来非常舒服。我们总共在澳大利亚待了五天四夜。我们待的饭店挺有名

的，房间很大、很舒服，而且可以从饭店房间内看到外面很漂亮的河。

第一天，因为主要是在搭飞机，所以没有其他行程。第二天，我们在河的旁边骑自行车，

这一天是我所有行程里最喜欢的一天，因为我非常喜欢骑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看

到很多鸟，还看到了罕见的澳大利亚鸟──黑天鹅，我觉得牠们很漂亮。

第三天，我们先去了「动物园」，因为澳大利亚有很多独特的动物，牠们对我来说都很

有趣。我最喜欢的澳大利亚动物是「袋鼠」，因为牠们又强壮又可爱。动物园同时也是我妈

妈最喜欢的地方，其中她最喜欢「袋熊」。接着，我们去了「巧克力」和「葡萄酒」工厂，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葡萄农场，觉得特别神奇。然后，我们去了海边旁边的沙漠玩「沙滑」，

我认为在沙漠中滑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虽然我的父母似乎不太喜欢。最后，我们去了「石

峰沙漠」，因为我们刚好是在日落的时候去到那里的，所以那时的风景非常美丽，尤其夕阳

特别漂亮。

第四天，我们搭火车去了一个很有名的城市──费里曼图，这一路上的火车和车站空间

都让我觉得很干净。到了费里曼图后，我们先在市区逛街，我觉得这里的城市景观跟迪士尼

乐园很相似。然后，我们去参观了「费里曼图监狱」，虽然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旅游景点，

但是这座监狱其实一直使用到三十年前才正式废止，而我爸爸对这个地方最有兴趣，因为这

个地方很有历史价值。

第五天，我们去参观了「西澳大学」。我觉得这座大学的建筑物都很漂亮，让我对将来

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最后，我们去了一个我忘记名字的地方逛街，我觉得这座建筑也跟迪

士尼乐园很相似。我们在这里买了很多纪念品，例如：考拉形状的钥匙扣、文具盒、毛绒公

仔等。

从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趟旅行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得到了很多新的经验，例如：参观

监狱、去沙漠中玩「沙滑」，以及欣赏很多澳大利亚特有生物种等，每一样所见所闻都让我

觉得十分新奇、大开眼界。我们打算下一次旅行去越南，我希望在越南也能得到很多新的美

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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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 Na Campus

K2A K2B

K3B

G1

G2

G3

G4

课后班After Class

中文教师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王磊 Mr. Wang

K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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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buri Campus
中文教师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邱筱芯 Ms. Chiou

G1

G1

K2 K3

G2 G3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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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日Internationa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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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Saturday Class

正體一年級

正體二年級
与

正體三年級

下雨了

正體三年級張廷萱

今天下午，天空飄來一朵兇惡的烏雲，陽光被烏雲遮住了，天色暗的好像晚上一樣，晒

在外面的衣服也被風吹得亂七八糟，可能要下大雨了。

突然地打雷，發出轟隆隆的聲音，大家都嚇了一大跳，小美馬上摀著耳朵，然後快速地

跑去找媽媽，害怕得一直哭一直哭……。

過了兩個小時，大雨才慢慢變小，小雨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過沒多久雨終於停了，小

草也都喝飽水，濕濕的、亮亮的。空氣中也充滿下雨過後的味道，很清新的味道，悶熱的天

氣也變得清涼舒服了。

正體注音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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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重要 正體五年級張廷安

在這世界上，有的人天資高，有的人天資低。天資高的人學得快，效果也高。天資低的

人學得慢，效果自然比較差。有的人因為天資高就不肯努力，有的人因為天資低就不肯學習。

愛因斯坦，他三歲才會說話。他除了不喜歡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還常常被叫『笨蛋』，

但是愛因斯坦他卻在十二歲時證明了『畢達哥拉斯定理』。另一位是霍金，霍金小時候的學

習能力似乎不強，很晚才學會閱讀。上了學後他不僅在班裡的成績很差，而且作業也總是做

得亂七八糟。老師們覺得他已經無藥可救了，而且同學們也把他當成了嘲弄的對象。誰知在

二十多年後，當年毫不出眾的小男孩成了物理界一位大師級人物。

還有一位大人物，你們應該都認識，他就是牛頓。小時候的牛頓頭腦並不聰明，讀書很

不用功，但他喜歡看課外書，尤其喜歡看一些介紹各種簡單機械模型的讀物，並從中受到啟

發，最終成為影響物理學界的物理學家。

這些例子都是一種『皇天不負有心人』的道理，如果你努力的話，未來也有可能成為有

名的歷史人物喔！

正體四年級与正體五年級

我要當…… 正體五年級洪采薇

我想當舞者，因為我有跳舞的天賦。我想當舞者，如果我是一位受歡迎的舞者，我就可

以賺到很多錢。

當我第一次看到莉莎跳舞的時候，我很感動也很佩服她的舞步。所以我夢想著有一天我

可以像她一樣厲害。我認為莉莎是在他們的團體中最好的舞者，因為我覺她最有才華。莉莎

不僅可以娛樂人們，而且她心地也很善良。

現在我正在努力學習跳舞，通過看莉莎和其他人跳舞來提高我的舞蹈技巧。我的目標是

我能跳舞跳得和莉莎一樣好。

我一有空或者我想跳舞的時候，我就會練習跳舞。我想只要不斷地努力練習，总有一天

我也會像莉莎一樣擅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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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一A班 拼音一B班

拼音二A班 拼音二B班

简体一年级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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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一年级B班

简体二年级A班

简体二年级B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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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三年级A班

我的爱好

简体三年级A班庄海博

我有两个爱好，打篮球和玩游戏，我从小就开始玩，现在我也在玩，我和我的父母、兄

弟一起打篮球，我在路边的篮球场打球，很多人来一起玩，旁边还有足球场。

我喜欢玩游戏，因为它很好玩，游戏叫Roblax，它有很多游戏可以玩，我的妈妈一天让我

玩一小时，爸爸让我玩两小时，我四岁的时候玩这个游戏，父母在一起时，他们让我玩三个

小时的游戏。我也会跟哥哥玩ROV。

我七岁开始学打篮球，我和哥哥都很喜欢打篮球，爸爸常带我和哥哥一起去打篮球。我

很开心，希望爸爸可以多多带我们去打篮球。

泰国的天气

简体三年级B班甄志蓉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晴天。气温在二十九度左右。明天多云。泰国的天气很热，有时候下雨。最高气

温有三十九度，最低气温二十度。

泰国没有春天、秋天和冬天。八月到十月常常下雨。十一月的天气很好。经常是晴天，

天气不冷不热。

简体三年级B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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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一件事

简体四年级A班吴其乐

我的爱好有很多，比如：看小说、听音乐、做运动，但我最喜欢的事儿是打篮球，那也

是我最大的爱好。

我从小就打篮球。因为家旁边有个小篮球场，小时候爸爸教我打篮球，我本来不喜欢打

篮球，那个时候个子矮，球总是投不进篮子，感觉很沮丧。由于天气热，我又爱出汗，打起

来又累又渴，后来打着打着有新朋友来一起玩，我投进篮的次数越来越多，打篮球变得越来

越有趣了，我开始认真地打篮球，几乎每天放学以后都去篮球场，奔跑、跳跃和欢笑，我们

在篮球场留下了愉快的回忆。直到 COVID-19 爆发，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很严重，我就停止打

篮球了一段时间。直到开学我又重新和学校里的朋友每天下课之后一起打篮球。

最后，我觉得自从爱上打篮球后。我长高了，身体也变得结实强壮起来了。所以我要感

谢我的爸爸教我打篮球，同时也让我找到了我的爱好，并且交到很多好朋友。

简体四年级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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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病假

简体四年级B班黄怡蓉

亲爱的老师：

您好！

我是黄怡蓉，昨天晚上我生病了，我发烧、咳嗽、脖子痛，又流鼻涕，我吃了一些药，

但是没有好，我妈妈带我去给医生检查。在医院里检查了一两个小时后，医生跟我说我感冒

了，身体很虚弱，他给我感冒药，他还跟我说我应该要多休息，多喝水，还有最好在家里面

休息两天，最好不要出门。所以今天和明天我不能去上学了，请老师布置今天和明天的作业

给我，我会在家好好休息和吃药，然后完成家庭作业。

后天我应该就可以去学校了，我想要跟同学一起上课，谢谢老师。

祝身体健康。

您的学生：黄怡蓉

2022年10月4日

简体四年级B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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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往的职业

简体五年级A班朱晋堤

在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职业，比如：医生、律师、商人、护士、科学家、警察等等。医

生可以治病救人；律师可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商人可以赚很多钱；军人可以保卫国家；护士

可以照顾病人；科学家可以造福人类；警察可以与坏人作斗争，保一方平安。

然而我最向往的职业是当一名教师。当教师是伟大的、崇高的，受人尊敬的。曾经有人

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医生每天要接触的是病人，律师每天接触的是犯人，教师每天接触的是

许许多多的学生，你说什么职业最好呢？听了这番话我感触很深。是啊，这一系列的职业有

哪个可以和教师这个职业相比呢？

我热爱当教师。老师就像燃烧的红烛，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别人。教师无私奉献，用自

己的青春培育出祖国的花朵。老师教给学生们知识和学问，指引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因此，

老师是我最向往的职业。

简体五年级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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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简体五年级B班韩艳芳

我来介绍我的好朋友——小明。她今年十二岁了。她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上

四年级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小明的个子不太高，她头发又长又黑，眼睛大大的，她对什么

都很好奇。

有时候她想当医生和演员。她觉得当医生也好，可以帮助人们。她觉得当演员也很好，

表演的时候也很开心。

我们喜欢一样的明星。她和我都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弹钢琴和小提琴。她喜欢红色，

但是我不喜欢红色。她最喜欢的还是童话书，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我最喜欢的也是童话

书，但是现在我不喜欢了。

小明是我很好的朋友，她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们的心在一起。

简体五年级B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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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月亮旅行 简体六年级杨新钢

我的理想是去月亮上旅行。有了目标后，我就在网页上搜一些关于去月亮上旅行的文章，

然后我就找到了熊熊航空公司并订了一张熊熊航空公司的单程票。

订好票后，我就去准备了一些重要的装备，因为那里有外星人。现在我的包包里有三把

枪，十颗手榴弹，一个超级核弹，还有一些秘密武器。我还拿了火箭，因为我订的票是单程

票，这样我才能飞回地球。食物也很重要，因为月亮上没有东西吃，所以我带了红薯，芭蕉，

糯米饭。我还带了一只猪，因为我想在月亮上做烤猪肉吃。我还带了其他的东西，比如：打

火机、便携式马桶、安全单位机器熊和大锤子。这样我就准备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就到了我要去月亮的日子。那天飞机起飞一个小时后我就飞到了月亮，我

下飞机后，找了一个好地方，就在那里扎营，那里的空气不太好，气温差不多一百二十度。

三天后我看到了外星人，我就跟他打招呼说：“你好！”

外星人用它的激光枪来打我，我躲在机器熊的后面，然后机器熊用它的宇宙超级无敌大

铁拳把外星人打飞。我觉得要是再待下去，我一定会疯的。我该乘坐带来的火箭飞回地球了。

简体六年级

我的三个朋友 简体六年级汪泽怡

我叫汪泽怡。我在泰国出生。我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泰国人。我在泰国长大，并在这

里学习。可以这么说，我对泰国是很有感情的。

我在泰国上学，在我的学校里，我有三个好朋友。他们分别是小红、梅丽和盼盼。我们

都是泰国人，但是我们的出生地和成长的环境都不同。

小红像我一样在泰国长大。小红比我矮，身高一百五十三厘米，她还有长长的黑发。她

很可爱，但是她在学习的时候，喜欢偷偷玩游戏。

梅丽在中国出生。但在她三岁时，她的父母移居日本，七岁时搬来泰国，因为在日本学

习压力太大了。梅丽很漂亮，她的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中国人，所以她是中日混血。

盼盼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但是盼盼是在泰国出生的。他在泰国长大，他的中文说得很好。

虽然我们四个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我们却在这里成为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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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简体初一林惠珊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泰国近期很有名的一部电影，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

可能是因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情节比较新颖、有趣，所以大家对这部作品都很感兴趣，它还

反映了校园里一些──我们认为很小，但却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问题。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如何帮助她的闺蜜和其他同学在考试中作弊。

首先，她因为同情心泛滥、成绩优良，所以觉得帮朋友在考试中作弊并不难；再加上她家很

穷，所以她认为通过帮助朋友「考试作弊」是她最容易赚到钱的一个方式。为了赚更多的钱，

她甚至开始了一项巨大的考试作弊生意，但是这一次的生意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项在全世

界同时举行的国际性考试，于是，女主角决定先飞到国外，并透过时差的方式传送答案回来

给她的交易对象们。她用了很多方法，中间也一度有惊无险，直到最后一秒才成功，可惜最

后还是被发现了；虽然她自己全身而退，但她也从这件事中良心发现，即使感到非常遗憾，

她也决定不再继续做这样的事了，可惜……。

说了这么多，相信大部分的人已经猜到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是的，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字

就叫──〈模犯生〉。这部电影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例如：一些微小的决定，也许会永远改

变我们的未来，因此，当你犯错时，无论大小，或者有没有被别人发现，最终的结果一定会

让你后悔，因为错的事情就是错了。总之，如果大家对这部电影有兴趣，想要更加了解这部

电影的话，可以自行上网找来看，或上网查询更多有关这部电影的资讯，因为这真的是一部

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电影。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简体初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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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简体初一张惠仙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如果今天演讲的题目只是「电影」，那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的电影；但是，今天演

讲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因此，我一看到题目后，就立刻想到了一

部泰国的经典电影，也是我看了好多次以后，仍然非常喜欢看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

就叫──〈初恋那件小事〉。

在泰国，如果我提起〈初恋那件小事〉的话，大部分的泰国人都会马上发出「喔

喔喔──」的声音，因为这部电影在泰国真的非常有名。在电影里，故事讲述了一个

初一的女孩喜欢上了一个非常帅的高一学长，但是她觉得自己不够美、不可爱，所以

配不上他，一直把这样的心情藏在心底。然而，她的好朋友知道这件事后，就决定帮

助她变成一个漂亮的女孩，藉此让学长对她产生兴趣，而这部电影后续的剧情便是围

绕在这个女孩「大改造」，以及「大改造」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有趣又温馨的事情。

每每看完这部电影时，都会让我想到小时候的自己，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有做过

类似的事，比如：情人节的时候，送一朵玫瑰花给心仪的他；走过他的课堂时，故意

做一些事情让他注意到我等等。换句话说，观赏这部电影，很容易让人的思绪飞回去

年轻的「那个时候」，或是不时想念起「那时候」的好朋友和喜欢的人，甚至觉得

「那时候」的一切都是自己最美好的回忆。唉哟！这样讲好像老人，但是我觉得：如

果你们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你们一定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最后，我认为：这部电影还告诉了我们：「光阴一去不复返」，所以我们应该要

学会「珍惜」身边的一切人、事、物，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吗？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这是我第一次演讲，我觉得有点儿紧张，但是我希望你们会

明白我想传达的「中心思想」──「珍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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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简体初一古嘉嘉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Somehow I cannot hide who I am though I've tried. When will my reflection show who I

am inside?」从这段歌词以及古代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知道：以前的女生只能听从父母

之命，嫁给她们父母选的对象。可是，这部电影的主角跟当代的其他女生不一样，所以

她做出了愿意代替爸爸去打战的决定。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主角，因为她不只很聪明、很勇敢，也很孝顺。举例来说，她

为了身体不好的爸爸，愿意「女扮男装」去战场上打仗；在战场上的时候，甚至还想出

了一些别人没有想过的方法，来帮助自己的国家赢得胜利。再例如：当别人都只会拿着

长枪，一个人、一个人打的时候，她是聪明地选择用枪炮先攻击一座山，让山垮了下来，

造成很大的洪水，进而直接淹没了敌人们，这样省时省力的方式，不仅证明了她是一名

很聪明的将领，也是一位很勇敢、很有智慧的女生。

总之，我认为：这部电影教会了我：做任何事时，不一定要用别人常用的方法，我

们可以像主角一样，学着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框。综上所述，我希望观众也能从这部影片

中学到：只要你在做「对」的事，别人怎么「想」或「说」其实都无所谓的。最后，我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花木兰〉。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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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差异-观电影《推手》有感

简体初二谢媛羽

《推手》是由李安执导，郎雄、王莱主演的剧情片，于1991年12月7日在台湾上映。该片

讲述了老朱退休后被儿子接到美国生活的故事，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跟他的儿媳妇玛莎

不同，引发了不少家庭矛盾。

我认为这部电影思路十分清晰，在电影的开场，即使没有很多台词也能看出很多东西方

文化差异造成的矛盾。老朱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他的儿媳妇玛莎是西方文化的代表。

电影的一开场，就展示除了东西方生活习惯的不同。比如：老朱吃面，玛莎吃沙拉；老

朱练太极，玛莎坐在电脑前写作；老朱看戏，玛莎听音乐等等。

老朱和儿媳在观念和孩子的教育方式上也有很多大不同。比如：老朱的孙子杰米洗完澡

后披着浴巾在客厅里跑，老朱抱住他，用中国人老人家对孙子独有的喜爱方式，撩起了浴巾

看光着身子的孙子，但这一撩却吓坏了玛莎；老朱要让杰米先吃饭再看电视，而玛莎要让孩

子自由选择；老朱认为西方人直呼其名不礼貌等等。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老朱走丢之后，他的儿子晓生气急败坏，把家里的东西都摔碎

了。当被警察送回来的老朱帮玛莎收拾东西的时候，也有了两人第一次小小的和解。

文化差异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家庭矛盾也一样，但是却非常复杂。在这两个问

题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要更多地包容和理解对方。

简体初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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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史

简体初二曾广清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我的家庭史，是我的妈妈讲给我听的，讲他们以前过得怎么样？怎

么生活？

先从我的姥姥说起吧！听妈妈说姥姥十五岁就从贵州凯里嫁到了泰国。从30岁开始在泰

国上班，一直到五十一岁退休。可惜我的姥爷去世得早，姥姥一个人把六个子女拉扯大，舅

爷、姨奶他们都说自己的母亲在那个年代非常地不容易。因为一个人要养六个孩子。那时姥

姥既当爹，又当妈，照顾每个子女直到他们工作、结婚、生子。我妈说姥姥是个热情、大方、

勤劳、善良的老人。

我的奶奶也是出生于凯里，她20岁就开始工作养家。生育了两个子女，49岁退休后，一

直在家做生意。妈妈还说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一位知识青年，算是吃了不少苦。我的奶奶性格

很像姥姥，奶奶也是一位让我尊敬的长辈。

到我爸爸这一代了。我爸今年43岁，我爸、妈在泰国遇到对方，和妈妈结婚已经十二年

了。我的爸爸来自缅甸腊戌，我们家的人都会说泰文和中文。爸爸在原来的单位上班以前，

就和妈妈经营着一家香烛店和一个宾馆，辛苦地赚钱都是为了我们三兄妹。

了解了家庭的历史，我从家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从姥姥身上，我学到了做人要善良；从

奶奶身上，我学到了做人要勤劳、朴素；从我爸妈身上我学到了做人要诚实、守信。

希望我的家庭能永远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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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告别

简体初三徐泰昌

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人怕“死”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尚未成年

的幼子、还未白头的爱人、相聚甚少的亲人，因此在离别之际，心中总是充斥遗憾。但我的

情况有点儿不同，因为我的“离去”并不是突然到来的，而是提前很久就已经被告知了的。

原来是想自己静静离开的，但最终平静下来后，我的看法还是改变了，既然已知结局，那在

被画上终点之前，还是和大家好好地做一次告别吧！

是的，我病了，而且是不能治好的病，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刚刚平静下来时，其实我还

是有点儿害怕，因为怕来不及和大家好好说“再见！”，但是现在回看那些挣扎在愤怒、失

落、消沉的日子，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感谢我所有的朋友，因为有你们的陪伴我才能时不

时忘掉治疗的痛苦和焦虑；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每一天的安慰和陪伴让我度过了那些难熬

的日子，请不要太伤心我的离开，就让这一个月里我们一起拍的那些全家福里的开心笑容陪

着你们吧！

最后，我想向大家说：“健健康康地走下去，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也要认认真真地做事、

开开心心地过活！”

简体初三与高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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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城市—曼谷

简体初三杨国经

我是在曼谷出生的，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二十年了，作为首都，与泰国其它城市相比，

曼谷要繁华得多！

曼谷的路上，从早到晚都有不同的车跑来跑去：载着穿橙色背心骑手的摩托、背后喷印

着各种广告的嘟嘟三轮、五颜六色的出租车和大小不一的公车……，如果要从郊区去市区，

就一定要想法避开曼谷赫赫有名的“堵车”长龙，四通八达的天铁或地铁通常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票价也不算贵。

曼谷的美食也很有名，有些餐馆美食的名声之大，能让身在外府的人为了一饱口福不惜

在周末开上几个小时的车。除了色香味俱全的泰国美食，这也能吃到地道的西餐和中式菜肴。

人们脸上不落的微笑是遍布曼谷大街小巷的天然名片。不管在哪儿、不论认识不认识、

无论是哪国人，只要有困难，就会有人去帮忙，从来不会觉得麻烦，这是曼谷人的善良。这

儿的人思想包容开放，无论国籍不分贫富，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的群体，曼谷总会细心地招

待他们，从不让人失望。

这是我的城市曼谷，它的与众不同和美丽好客，总是让人流连忘返难以忘怀！

https://wells.ac.th                         威尔斯国际学校中文部 28



玻璃瓶流浪记

高二班魏志刚

我是个玻璃瓶，从一艘大船上被醉醺醺的海盗随手扔到海里，

海底的世界如同世外桃源般美丽清幽，各种奇形怪状的鱼来回穿

梭在高大的珊瑚丛林中，赤红的帝王蟹在石子上的漫步，狰狞的

大王乌贼趴在海底静静地享受周围的寂静。

直到一只鲨鱼张开大口把我咬碎、吞到它的胃里，但过了没

多久，鲨鱼又把我吐了出来，周遭的海慢慢变成了深红色，它痛

苦地挣扎着，翻滚中它庞大的身躯慢慢向着海面的月亮飘去，嘴

里还一边不断地吐出一些其它的碎屑，当最终到达海面后，鲨鱼

彻底没了动静。当终于来到海面时，我的身体已裂成无数碎片，

随着海浪四散向远方。从那以后，我看着海里身边不断有鱼或者

消失、或者和那条鲨鱼一样肚皮朝上浮在海面。海面渐渐被塑料

袋、塑胶瓶子和更多的碎玻璃所充斥，我和它们一起朝着某个未

知的方向前进，最后被海浪冲到了沙滩上，之后每一次涨潮和退

潮，海浪都毫不留情地拍打在我身上，似乎永不停止。

不知过了多久，沙滩的四周慢慢被高楼大厦包围，在遭受了

海浪无尽的打磨后，我慢慢变得圆润饱满，在太阳的照射下五彩

斑斓。又不知过了多久，前方有一群人踩在一个个圆玻璃上环顾

周围。一个小孩停在我的面前，把我拾了起来、大声的说:“爸爸

妈妈！这颗‘海玻璃’好漂亮呀！”随后他把我高高举起，愉快

的跑来跑去。

在小孩高举着的手掌上，我看见远方有一群人围绕着一只死

掉的鲸鱼，它张开的嘴里满是被鲜血染红的、仍棱角分明的“海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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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玻璃

高二班和欣瑜

海玻璃是指經過自然界中的水、沙、波浪打磨後形成的光滑

的玻璃殘骸。通常，我們可以在海岸邊找到各種各樣、五顏六色

的海玻璃。海玻璃的顏色是由它的前身決定的，最常見的顏色是

綠色、棕色和白色。

有些海玻璃是具有一定的收藏價值的，因為有些設計師認為，

海玻璃在經過一番打磨後，呈現的形狀能讓他們迸發靈感，尤其

是橙色的海玻璃，因為稀少，所以對設計師格外珍貴。

但是，海玻璃的來源大多都是人類丟棄在海裡和岸邊的玻璃

製品。綠色和棕色是酒瓶，而白色則是各種家居用品，例如：玻

璃窗、玻璃桌和玻璃門等等。海岸邊的垃圾場經過數十年海浪的

沖刷，慢慢地、無聲無息地變成了海玻璃。有些人可能會想：

「既然把沒有用處了的玻璃丟進海裡後，大海就會產出有價值的

海玻璃，那何樂不為呢？」

可是，當一整片海灘上都鋪滿了海玻璃時，這不僅僅是大海

的溫柔饋贈，同時也是大海向人類發出的警告「大自然不是每次

都會那麼仁慈地幫人類收拾爛攤子的。」大海給予了人類幫助，

我們人類也要學著保護自然環境。

其實，保護自然環境或環保真的很簡單，例如：保护环境，

不要亂丟垃圾、節約用水，洗澡用淋浴、節約用電，不用時馬上

關燈、节约资源，用布袋装东西等等。

保護環境，從你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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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On Nut Campus (G1 – G12)

2209 Sukhumvit Road,

Bangchak, Prakhanong, Bankok 10260

Tel: (66)065-005-0552

Fax: (66)02-730-3118

E-mail: wells85@wells-school.com

https://wells.ac.th

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Bang Na Campus (Nursery – G4)

10 Srinakarin Soi 62, Nong Bon 

Prawet, Bangkok 10250

Tel: (66)02-746-6060-1 

Fax: (66)02-746-6062

E-mail: wells62@wells-school.com

https://wells.ac.th

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Thong Lo Campus (Nursery – G2)

6 Sukhumvit Soi 51,Klongtan-Nua 

Wattana, Bangkok 10110

Tel: (66)061-265-7893

(66)02-204-1096

E-mail: wells51@wells-school.com

https://wells.ac.th

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Yangon Campus (Nursery – G5)

N0.50, Pyay Road, 6.5 Miles, 11 Ward, 

Hlaing Township, Yangon

Tel: (+95) 995 44 66 999

(+95) 995 22 66 999

https://wells.ac.th

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Chonburi Campus (Nursery – G2)

88/8 Moo 2, Ban Bueng, Chonburi, 20170

Tel: (66)065-005-0552

(66)081-156-5058

E-mail: wellschonburi@wells-school.com

https://wells.a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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