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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然後用水運筆把濃、淡墨化開成為山嶺平原。染上
彩色顏料後，畫上花，而墨和色彩結合，形成了整幅以
抽象水墨為主體的畫作。

寓意軒銅與廣州姊妹學校雖然相隔重重山嶺，但彼此的
感情歷久常新，不會變淡，就像花朵一樣永遠燦爛盛
放，延續深厚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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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姊妹學校計劃為兩地學校提供一個交流平台。透過交流與合作，

姊妹學校不單擴大學校網絡，還增強了解與溝通、加深認識兩地文化
和共同提升教育素質。

我校以「兩地交流心連心		攜手合力創未來」為主題，於2018年	
4月20日與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進行了「兩地交流文化藝術及
音樂交流」之旅。我校管弦樂團學生與內地學生先以書信聯繫溝通，
互相分享學習經歷和心得。到訪期間，管弦樂團同學與東風東路小學
同學一起合奏，樂聲繞樑三日。除此之外，我們還一起上英文課和音
樂課，並互相交換禮物，以作留念。

及後，我校普通話詩歌集誦團隊和英語大使於同年12月18日再
探訪他們，進行經典文學作品朗誦交流演出──「兩地互交流		延續
姊妹情」。我們英語大使還帶領同學們進行英語活動，共同分享兩地
不同的學習經歷。

本年度，本校學生與內地學生以「讀書心得、在家弄有「營」的一
餐、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知識或技能及特別的學習天」等主題作書信
交流。同時，我校六名五年級學生代表與內地學生首次合作，參加了
「2020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香港賽區）」，誦材題目
是關登瀛的《新的一年帶來新的希望》。很高興，我們於是次比賽榮
獲「小學組優異獎（創意）」，兩校同學皆雀躍萬分，盼明年一起參與
比賽，再締造不平凡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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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姊妹學校交流計劃簽約儀式

本年度因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關係，我校與姊妹學校締結以雲簽約儀式
進行。相關儀式於「2020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廣州）
頒獎儀式暨穗港澳姊妹學校簽約形式」上進行，並在廣州市廣播電視台舉
行，是次簽約儀式共有38對穗港澳學校簽約締結為姊妹學校。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勞佩珊校長 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			彭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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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勞校長親切地關心同學訓練情況，
亦與他們閒談生活軼事，氣氛溫馨
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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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臻老師用心指導同學
唸讀技巧，同學們專心
致志地學習。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代表：
黎琰鎵				胡栩菡				羅千奕				李欣嶸				張 睿				袁承緻

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代表：
陳韦彤				王栩彤				吴愷欣				肖楠鋒				白展熙				杭翌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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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我叫林瑾瑜，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一
名同學。從你們的書信中，收穫了你們分享給我們的一些校園趣事。今
天，我也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們校園裏開展的活動吧！

你們知道嗎？每個人都是社會上的一份子，我們都應該為社會、為那
些需要幫助的人奉獻出自己的一份愛心，儘管那份愛心微不足道。今年，
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最近，學校圍繞這個主題開展了校園“學黨
史，獻愛心”的公益愛心義賣活動。而這個活動是學校每年都會舉行的，
今年當然也不例外。全校同學們都積極參與，活動前，同學們都從家裏帶
來了很多文具、玩具、植物，還有動物……多的可以開個小型超市了。

3月27日下午二時十分，愛心義賣活動拉開了序幕！每個攤位都圍
繞建黨100周年中的一個年份為主題開展，攤位上的每一個年份都對應建
黨所發生的一些大事件。活動的規則，如果你說出了那個攤位的年份對應
的黨的大事件，即“購買暗號”，你就可以以優惠價的價格進行商品交易，
據說優惠價與正價可是相差5元的。活動開始前，每個攤位都聚集了不少
同學駐足圍觀，大家都想先提前瞭解每個攤位所賣商品，想提前做好購買
打算呢！

活動一開始，我就和幾個同學一起手把手到下面的攤位去選購東西，
攤位上的東西簡直就是滿目琳琅，令人眼花繚亂。我東挑西選，在操場
上的幾個攤位上已經買了很多東西了：一盒20支的墨囊。一個十分精美
的盒子，裏面有中國風古典書簽和一支非常漂亮的簽字筆，還有一張牛年
的郵票和一張法院大樓的郵票，還有一個手帳盲袋，後來我還買了一個	
5元的掛飾，攤位那兒送給我一個價值5元的狼毫毛筆，我太開心了。

不過，我發現，不論哪一個班的攤位都沒有我們班的攤位那麼熱鬧。
你們知道嗎？人多是因為全場只有我們班有賣活的小魚、烏龜、小雞和小
鴨，那些睜著黑豆似發亮的小眼睛，渾身毛茸茸，萌嘟嘟的樣子，真是十
分可愛。瞧瞧，我班攤位前排起了兩條長龍，大家你推我擠，生怕買不到
心頭好，原本整齊有序的長龍隊伍瞬間崩塌，老師們伸開手臂艱難地維持
著現場秩序。只見同學們各個爭先恐後地伸長拿著錢的手臂，嘴裏不斷地
催促：“快，快給我一隻小雞”，“我要一隻鴨一隻雞”，“能一次賣給我幾
隻嗎？”只聽志願者們回應：“你先說暗號，可以給你優惠價的”。“不用優
惠價了，趕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吧，我怕一會兒買不到了……。”	在一片
叫賣聲，討價還價聲中，短短一個多小時的義賣活動結束了，我們班通過
義賣一共籌集了一萬多元善款。我們也在活動中獲取了精神上、物質上的
雙豐收呢！大家不禁感嘆這些活動有意義又有趣。

以上就是我最近發生的有趣事情，也歡迎你們以後遇上有趣的事情隨
時寫信告訴我，讓我分享你們的快樂！

祝

學業進步

林瑾瑜
三月二十八日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

你們好！

我是東風東路小學天倫校區四年12
班的同學，我收到了你的來信，也瞭解了
你們學校各式各樣的特色節日，收穫滿
滿。今天就讓我給你介紹一下我們學校一
年一度，極具公益意義的義賣活動吧！

前段時間，我們學校舉辦了一年一
次的，幫助貧困山區小朋友繼續學業的義
賣活動。這個活動宗旨是通過義賣物品籌
得善款，去幫助山區沒錢讀書的小朋友能
夠繼續上學。這個義賣活動的規則是我們
首先從家裏帶一些平常不用、或者不需要
的、八成以上新或者全新的物品、書籍回
校作為義賣物資，隨後每人携帶大概50
元回學校，通過說出黨史相關的口令和暗
號，以較優惠的價格購入自己喜歡的物品
或者書籍。當天我們班義賣了一堆超級
可愛的小雞和小鴨、多肉植物等物品，
那些小雞和小鴨嘰嘰喳喳、嘎嘎吖吖地唱
著交響曲，吸引了不少愛心滿滿的同學
進行瘋狂搶購，我們班的購買隊伍是所有
攤位裏面最長的，並且在短短一小時時間
內，小雞小鴨們被搶購一空，其他物品相
應也很快就賣光了，我們班最終還成為校
區內所籌善款最多（一萬二千多元）的班	
級呢！

通過這種義賣方式，我們不僅收穫
了我們喜愛的物品，還能學會討價還價的
交易模式，也掌握了黨史的相關知識，最
重要是還能讓有需要的小朋友繼續學業，
簡直就是一舉四得，相當有意義呢！你覺
得呢？有空記得給我回信哦，也跟我分享
一下你們學校最新發生的趣事，真盼望你
們能快點給我回信呢！這次我就先分享這
麼多吧，下次再聊哦！再見！

祝

身體健康，學習進步

馬梓皓
四月十三日

東風東路
小學兩地書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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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老師、同學們：

你們好！

香港一直被大家稱為“在東方閃閃發光的一顆明珠”，碧波蕩漾的維多利亞
港灣令人神往，繁華的銅鑼灣商場令人嚮往。我雖然去過澳門許多次，但沒去
過香港，這一直令我很遺憾。非常歡迎你們來內地作客，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首先，我會帶你們參觀我的家。我家是在廣州市廣州大道中的一個美麗的
社區，我和奶奶、爸爸、媽媽、妹妹生活在一起。我家四室兩廳，並且我有一
個自己的臥室，你來了，我們可以一起在那裏討論學習。我英語詞彙量不多，
只能寫出小短文，還沒有達到寫信的水準。老師給我看了你們的信，很多都是
用英文寫的，我非常欽佩，希望你們過來教我一些英語的學習方法。我也可以
教你們一些關於作文的寫作小技巧：作文開頭如何吸引人，作文中在哪些地方
適當運用一些修辭手法可以把某個事物寫得生動形象，句子中的一些邏輯關
係、因果關係等。希望我們可以取長補短，互相學習。我還想請你們品嘗一下
我奶奶燒的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魯菜，它與粵菜同屬我國八大菜系之一，非
常好吃。

然後，我將會邀請你參觀一下我所在的城市—廣州。廣州有美麗的珠江，
高聳入雲的小蠻腰—廣州塔，熱鬧繁華的大街，古色古香的明代建築。在二沙
島上，我會帶你們去放無人機。隨著無人機起飛，我們可以操控無人機在珠江
上快速飛行，通過攝像頭，我們能看到CBD金融中心的全貌，江邊西岸的高樓
大廈鱗次櫛比。還會出現巍然聳立的廣州塔、跨越珠江的廣州大橋、美麗的海
心沙公園。繞著二沙島飛一圈，我們還可以看到有的人在打羽毛球，有的在露
營，還有的在踢球，各種休閑活動豐富多彩。我們玩累了，就可以去從化泡溫
泉，那裏有許多養生池、魚療池，還有水上樂園。水上樂園有各種好玩的遊樂
設施，我們可以在水上樂園進行一場“槍戰”。

如果有機會，我還想邀請你去祖國的大好河山遊玩。去年爸爸帶我去北
京，那莊嚴雄偉的故宮，巍峨壯麗的長城，令我流連忘返。在登上長城的那一
刻我的內心多麽的驕傲、自豪，那雄偉的長城代表著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咱們
國家的古鎮有很多，但我最喜歡的是廣西梧州的黃姚古鎮。

清澈見底的小溪穿過整個城鎮，大樹下，有的人在乘凉，有的人在畫畫。
往裏面走，你會看到一個“仙人古井”，這個古井的設計非常巧妙。地下水從洞
口流出後，依次流過五個水塘，第一個是用來飲水的，第二及第三個是用來洗
菜的，最後兩個是用來洗衣服的。這樣的設計是為了讓人保持身體健康，這些
都是古人智慧的結晶。古老的木屋，秀麗的風景，勤勞的人們，構成了獨特的
鄉村生活。		

希望你們經常到我這邊來做客，我可以當你的小導遊，帶你遊覽更多好玩
的地方，期待你們的到來。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馬胤澤
三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	
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
12班的賈一鳴。很高興能與你們進行書信
交流。今天，我就想跟你們分享一下3月
27日我們學校在中山紀念堂舉辦的——
“和暖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東風東路
小學喜迎建黨100周年教育成果展演音	
樂會。

這天可是我們學校一個重大的日子，
全校的同學及家長都來到中山紀念堂觀看
演出。很開心我是演員之一。在演出開始
的時候，各個演員都緊張不已，冒出一身
汗。而台下的觀衆們則非常激動，滿心期
待演出。此次音樂會的節目豐富多彩，有
街舞表演，唱歌、朗誦、民樂、管樂和弦
樂演奏，還有很多互動遊戲呢。在我候場
的時候，我聽見了民樂合奏，有的打鼓，
有的敲鑼，有的拉二胡......那聲音震撼人
心，好不熱鬧！輪到我上台了，我大步
流星地走上舞臺，進行朗誦。當表演結
束後，台下的掌聲異常激烈。下午的演出
後，我和同學回到候場室，開心地聊起天
來，緊張的心情慢慢緩解下來了。

一轉眼，晚上第二場演出又開始了。
節目依舊緊張有序地進行，表演的內容雖
然一樣，但大家還是認真地對待。場面還
與第一場一樣掌聲不斷、人聲鼎沸、熱鬧
非凡。

表演終於結束了，我和同學雖然都
累得不想動，但能站在這個舞臺上，我
感到無比榮幸和開心。通過這次演出，我
還懂得了一個道理：台上一分鐘，台下十
年功。不知你們學校開展的音樂會是怎樣
的呢？真想知道。有機會，能否給我介紹	
一下？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賈一鳴
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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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黃宬傅。
很高興能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分享各自學習生活中的快
樂和趣事。				

最近，我們學校舉辦了一次愛心義賣活動，特別精
彩，我很想與你分享。這次義賣活動為了讓大家更好地瞭
解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學校就把每個班都安排對應著一個
年份，只要我們能準確回答出那一年發生的建黨大事件，
就可以以優惠價購買那個班的商品。但這可難不倒我，因
為我已經提前瞭解學習過相關的知識了。

在舉行活動的那一天上午，班主任鐘老師就預先劇透說
我們班會出售一種神秘商品。下午，我們全班同學都早早地
回到了教室，生怕活動遲到。等所有人都到齊之後，老師走
進了教室，當老師宣布活動開始時，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衝
向操場，操場上頓時變得人山人海。忽然，我發現我們班的
鋪位前有一大群人在歡呼，我想：一定是神秘商品揭曉了。
我湊過去一看，原來是好幾大箱小雞、小鴨。這些小雞、小
鴨捲縮在一起嘰嘰喳喳地叫著，可愛極了，把我的心都融化
了，我立刻準備掏錢買，忽然想起中午奶奶特別叮囑我不能
買小動物回家，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

我又繼續去逛別的攤位，攤位賣甚麼的都有：小寵
物、小盆栽、玩具、體育器械、文具、書……我都不知道
該買甚麽好了。我忽然在一個攤位前發現了我夢寐以求
的東西—鋼筆套裝，我爸爸去德國出差時給我買過一套，
但那一套被我弄壞了，沒想到今天又在這裏看見了，讓我
感到很意外，於是我二話不說直接買下了它，都忘記砍價
了，準備好的知識沒用上，這讓我覺得有點失望。我又繼
續往下逛，發現有一個班賣盆栽的，這些盆栽真漂亮，我
準備買它，這次我沒忘記砍價，這個班對應的年份是2008
年，我知道，這一年舉辦了北京奧運會，於是我成功以優
惠價買下了這件商品。

時間過得真快，不一會兒，義賣活動就要結束了，於
是我戀戀不捨地回到了班。回班後，我聽同學們說我們賺
到的錢會捐給紅領巾基金會，這讓我感到很高興——又能
買東西又能捐款。這就是我校的義賣活動，不知你們有沒
有類似的活動呢？期待你們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學習進步

黃宬傅
三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
何睿。

前段時間，我們收到了你們寫的信，當中有
給我們介紹了自己喜歡的書。今天，我也給你們
推薦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昆蟲記》。螢火蟲為甚
麼會發光？蟬為甚麼要歌唱？蜜蜂為甚麽不會迷	
路……如果對這些問題充滿好奇，建議你可以在
法布林的昆蟲記中找到答案！

這本書的作者是法國著名的昆蟲學家、文學
家亨利．法布林，被譽為“昆蟲界的荷馬”。《昆蟲
記》總共分為十卷，語言樸素優美，一共寫了一百
多種昆蟲：會做糞球的蜣螂、會“做手術”的赤條
蜂、擁有毒牙的蜘蛛（蜘蛛不是昆蟲，只是在昆蟲
記裏面提到了）……

法布林作為一位科學家，會用心去觀察，從
不把昆蟲開膛破肚，跟他們親密無間。在字裏行
間中，能體會出法布林對那些生命的喜愛。昆蟲
在法布林的筆下是生動、美麗、聰明、勇敢的，
他要讓厭惡這些小東西的人們知道微不足道的昆
蟲有著許多神奇的本領，他們勇於接受大自然的
考驗，要在這個世界上爭得生存的空間。

法布林把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寫成了優美的
散文，讓我們不僅能從中獲得知識和思想更能獲
得一種美的享受，並由衷的產生對大自然深深的
熱愛。

你聽了我對昆蟲記的介紹，想不想趕緊去看
一看嗎？

祝

身體健康，學習進步

何睿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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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	
李樂曦。

我收到了你們的來信。看到你們的生活豐富多
彩，我也和你們一樣感到高興。我在廣州過得也很
不錯。

你們知道嗎？我們學校的綠化增多了，校園環
境更好了。現在只要踏進我們的校園，你會看見處
處花草茂盛。各種花兒們依著時令順序開放，妝點
了學校的各個角落。歡迎你們來我們學校參觀。

我們學校是廣州市唯一一所有“一日無作業日”
（周一至周五當中）的學校，而周末作業也變少了。
這樣，在“無作業日”或周末我們就可以多休息，或
跟爸爸媽媽出去玩！說到玩，我有一個地方向你們
推薦：廣州圖書館。你也許或說，去圖書館怎麼算
“玩”呢？我覺得看書是一種學習，學習也是一種快
樂！所以去圖書館看書，就像到知識的海洋裡去遊
玩呀！

廣州圖書館在美麗的花城廣場。進入圖書館
裡，我就被它的書香吸引。藏書分為兒童讀物區、
自然科學區、文學名著區等等，我最愛看的是科幻
類小說和科學知識類書籍。我想向你們推薦的書
有：魔法故事《哈利波特全集》、奇妙想像故事《掃
夜人的星星》、奇妙的幻想故事《下雨的書店》等，
每一本我都看過無數次，還是愛不釋手。書本好像
有神奇的魔力，在我翻書的過程中，好像把時光也
翻走了，時間過得特別快，不知不覺一整天就過去
了……

我很久沒去過香港了。等疫情好了，我想再去
香港玩。到時候你們也要來廣州找我們玩哦！我很
樂意為你們做導遊！

祝

身體健康，學習進步

李樂曦
三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很高興通過書信的方式認識你們。我是廣州市越秀
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鄧煒恬。今天，我想向你們
介紹一下我最愛的地方——廣州。

廣州是一個悠閑的旅遊城市，它完美地將傳統與新
潮，古樸與時尚相融合。這裏既有以瓷器和精美藝術品
出名的陳家祠，又有包含文化歷史的黃埔軍校以及南越
王墓故址博物館等，還有充滿現代大都市感覺的珠江新
城，花城廣場等，到處高樓林立，車水馬龍。這麼多景
點中，珠江是我的最愛。每當夜幕降臨，燈火輝煌，坐
在珠江的遊船上，羊城八景中的珠海丹心、東湖春曉、
黃埔雲檣、鵝潭月夜等，沿途的高樓大廈、西式洋房、
百年古樹和雄偉壯觀的海心沙盡收眼底。它們在五顏六
色的燈光點綴下，金碧輝煌，變幻莫測，顯得尊貴而古
樸，彷彿進入了童話般的世界。

廣州，還是一座美麗的花城，到處都飄揚著鮮花
的芳香，令人心曠神怡。立交橋兩邊、馬路兩旁，公園
裡、街區中，花團錦簇、瑰麗無比，杜鵑花、紫荊花、
白玉蘭、紫薇……都在爭相鬥豔裝扮著我們的城市呢！
各種色彩：紅色、紫色、白色、紅白相間……交織在一
起，讓人目不暇接，置身廣州，如同置身於一個色彩繽
紛的花園城市中，令人心曠神怡，樂而忘返。

廣州更是美食之都，俗語有云“食在廣州”，無論
是北京路和上下九路的街頭小食店，還是百年老字號，
如廣州酒家、陶陶居、蓮香樓、點都德等各式美食如腸
粉、艇仔粥、蝦餃、燒買、馬蹄糕、榴槤酥......精美的點
心和招牌菜讓人垂涎欲滴！

廣州是一個悠閒舒適，四季如春，鳥語花香，有“花
城”美譽的地方，這裏更是美食的天堂，一個讓人流連忘
返的城市。朋友們，你喜歡廣州嗎？歡迎你們來到廣州
做客，和我們一起感受廣州的美吧！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鄧煒恬
三月二十八日



東風東路
小學

12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鄭心瀅。收到你們寄來的信件，我非常高興！你們最近都好嗎？學校
裏有甚麼活動呢？

大家都知道香港被譽為“東方明珠”，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大都市。我和家人也曾經去過，很多地方都給我留下了美
好的印象。其實，我們廣州也是相當繁華漂亮的，在這裏也有不少好景點哦！

這次給你們寫信，我想要推薦其中一個好地方給你們！那就是	“廣州動物園”！為甚麼呢？首先，動物園的位置
在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先烈中路120號，地處市中心，交通便利，四周有地鐵，公車站。其次，它的門票十分便宜實
惠，即使是成人票也只需要¥20塊錢，就可以暢玩一整天，近期還打8折優惠呢。

驗票後從南門進入動物園，前方就是一個大水塘，塘裏站著一群白色的火烈鳥，那潔白的羽毛中還帶一點粉色，
外表挺好看的。而火烈鳥最有趣的是它的姿勢，它除了進食外，其他時候甚至於睡覺都是單腳站立的，僅靠它那一根
火柴棍似的腳來支撑起整個身體，據資料說，即使是已經死亡的火烈鳥仍然可以憑藉一隻腿支撑身體，不需要靠著其
他，真夠驚奇了！繼續往前就是飛禽大觀，裏面簡直就是鳥類的天下。有各種各樣的鳥類，鳳頭鸚鵡、雞尾鸚鵡、畫
眉、八哥……它們有的羽毛五顏六色，極其漂亮；有的卻全身黑壓壓，看上去還有點嚇人；還有的羽毛都是白的，只
有那雙眼睛是黑色的！它們都嘰嘰喳喳的，彷彿是同伴之間交流，又彷彿是在對我們打招呼。它們也各自在忙碌著，
有的在睡覺，有的在捕食，還有的在玩耍。

接著來到了猴山，一隻猴子“穿”著毛茸茸的棕色外套，有的在互相捉“鹽粒”吃，有的在盪秋千，有的卻在樹枝
上蜷縮著呼呼大睡，還有的拿起一根香蕉，熟練地剝著吃，看起來調皮極了！

繼續往前走，就到了養魚的地方，小魚兒們有黃的、紅的、藍的、紫的……有的一條手臂那麽粗大，有的卻只有
一根手指那麽大。它們都在水裏歡快地游著，像是一群可愛的“小精靈”！在這裏養魚的設施也不一樣，有的是水箱、
水柱或者水池，應該是因為魚的品種不同，它們對水質等的需要也不同吧。

繼續走，你會陸陸續續看到更多各種各樣的動物。有天上飛的各種鳥類，有地上的猛禽猛獸如獅子老虎，有水裏
游的魚兒、烏龜、白天鵝。甚至於我們中國的國寶大熊貓也在這裡！種類繁多、數不勝數！

除了動物，園裏還有許多植物。就像進門不遠處的那一片玫瑰花海。有黃的、紅的、粉的……色彩豐富而艶麗。
有的玫瑰才展開兩三片花瓣兒，有的花瓣兒全展開了，有的卻還是花骨朵兒，看起來飽脹得馬上要破裂似的。在綠葉
的襯托下，簡直美極了！此外，其實整個動物園還有上十萬株的植物，讓這裏簡直成了一個鬧市中心的天然大氧吧。

除了動植物外，動物園還增設了遊樂場，有適合小朋友的摩天輪、空中列車、逍遙水母……有刺激驚險的林中
飛鼠、海盜船……讓人們除了感受大自然的生機外，還可以娛樂休閑地盡情玩耍。不僅如此，在動物園裏，還有很多
“小賣部”，搭有遮蔭棚，放了桌椅，供遊客休息購物。

聽了我的介紹，現在清楚我為甚麽推薦它了吧？等你們放假了，抽個時間趕快來“內涵豐富”的廣州動物園逛逛
吧！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鄭心瀅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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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天倫校區四年
12班的周昊軒。看了你們的來信後，我和同學們都
很開心能有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的機會。從你們的書
信中，讓我瞭解到了很多你們在校在家開展的有趣活
動，向我們推薦的好書、好地方。而今天，我也想給
你們介紹一下我的樂園。

我的樂園，我每天都會去，它就是我們的教室。
我們的教室無論春夏秋冬，都會保持整潔。當你走進
去時你會發現，正對著你的是我們班的小圖書角，那
裏有很多好看的書，比如：《安徒生童話》、《格林童
話》......每當課間休息時間，同學們都喜歡從書架上挑
選自己喜歡讀的書籍，我們在書的海洋中遨遊，不斷
從書中獲取豐富的知識。

在書架的隔壁，就是我們的老師用來書寫的黑
板。課堂上，我們緊跟老師，把書本中的知識重點難
點一一記錄在筆記本上。我最喜歡在教室裡幹的事情
其中之一也就是抄筆記。因為在課堂上抄筆記可以使
我們的知識更豐富，也可以讓我們的思維得到適當鍛
煉。每一次抄筆記都是對自己學過的東西進行一個總
結，而且遇到不會的題的時候，也可以翻開筆記本，
查找解析。

黑板的對面，是我們班的壁報分享專屬地。每一
次學校開展大型活動或遇到各種節日，我們班的壁報
小組就會收集一些同學們遊玩或者是比賽的圖片、自
己繪製的手抄報等，用釘子釘在壁報上，只要我們仔
細品讀，就會從中瞭解學習到更多課外知識，你走遠
一看，壁報還是教室裏一道亮麗的風景呢！

你們的樂園有甚麼呢？能給我分享一下嗎？希望
得到你們的回信，謝謝！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周昊軒
三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來自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
的巫遠鋒。很高興能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相互分享
各自的學習和生活。能收到你們的信件和明信片，我
非常開心！我也想和你們分享我最近一件高興的事情。

3月27日，我們學校舉行了一場兩年一度的音樂
會，即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辦的——“和暖的陽光照耀
著我們”——東風東路小學喜迎建黨100周年教育成果
展音樂會。我很榮幸成為了此次音樂會的民樂表演者
之一，我演奏的是二胡。如果你感興趣，可以通過互
聯網搜索相關的新聞報導呢！

這次的音樂會非常盛大，節目豐富多彩。為了保
證演出的品質，我們利用了很多課餘時間進行排練。
表演當天，我們一大早就來到了中山紀念堂進行綵
排，雖然很累，但我卻覺得非常興奮！

下午，會場已經聚集了兩千多名的家長和同學，
還有200多位教師及100多位嘉賓。演出總算要開始
了，等了幾小時的我頓時充滿了活力。我手拿二胡，
與小夥伴們自信地走進演出廳，但是當我看到台下這
麽多的觀眾，我的心又突然緊張了起來。老師看到我
緊張的神情，馬上鼓勵我，並祝福我們這次表演一切
順利。

第一場表演開始了。我們表演的曲目是《醒獅龍
舟》，其中有一段的演奏我們沒有反復，聲音變得很
小。感覺這一段的演奏沒有綵排時的好。幸好後來又
接上了。表演結束後，我們有些自責，但老師卻認為
我們表演得不錯，還表揚了我們。

晚上的第二場演出，我們的表演就非常順利，沒
有出現下午的情况，大家都力求拿出最好的水準再次
演繹我們的曲目。全場觀眾一度沸騰。

這次表演我很開心，也從中懂得了一個道理——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只要努力付出，就會有收
穫。相信你們也一樣。

祝

學業進步

巫遠鋒				
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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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學
生，我叫張雨嫣。

我收到了你們的來信，非常開心，很高興有機
會能通過書信的方式與你們進行交流分享。今天我
想給你們分享一下“我難忘的一天”。

3月28日是我的十歲生日。那天晚上，我邀請
了我的好夥伴一起來參加我的生日會，而媽媽準備
了一位神秘人物，就是小丑哥哥。

當天晚上約定時間到了，每一位小夥伴帶著送
給我的禮物陸續到來，而小丑哥哥也準時到達。小
丑哥哥為每位到場小夥伴都做了一個氣球弓箭。氣
球弓箭有藍、紫搭配的，紅、綠搭配的，黃、橙搭
配的……大家都很喜歡，並拿起心愛的氣球弓箭互
相“射擊”，玩得不亦樂乎！接著服務員一個一個
菜地端了上來，大家胃口大開，都像一隻餓極了的	
小狗。

同學們吃飽喝足後，到了我們最期待的遊戲
環節。有接球比賽、魔術表演、海盜蹦蹦跳……但
是最讓夥伴們欣喜若狂的就是學捏小狗氣球的環節
了。小丑哥哥給每人派了一個直條型的氣球，示範
了捏小狗氣球的步驟。到我們自己嘗試了，有的人
扭了幾下氣球	“吧啦”的一下還是變回了原形；有的
人捏著捏著就“砰”的一聲捏爆了；還有的人細心專
注地一步一步模仿地捏著，最終成功捏出“小狗”。
經過反覆嘗試後，所有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小狗氣
球！

最後，小夥伴們為我唱起生日歌，一起切生日
蛋糕。這就是我想與你們分享的開心且難忘的十歲
生日會！你們的生日是如何度過的呢？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張雨嫣
三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雖然我們沒有見過面，但我卻願意將一顆忠誠
的、渴望友誼的心獻給你們。我叫何蔚然，今年10
歲，是一個活潑的女孩子，留著一頭烏黑的長髮，
住在廣州市越秀區，在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就
讀。也許你是一個像我一樣不知憂愁的女孩，也許
你是一個有著遠大理想的男孩，不管怎麽樣，我們
終究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裏，都是未來的希望。

在我上幼稚園時，我曾去過香港迪士尼樂園
玩。那裏有非常多的機動遊戲，比如：過山車、碰
碰車、小火車、水上遊艇……總之有非常多好玩
的。讓我最喜歡的就是迪士尼遊行，可以和迪士
尼的人物打招呼、拍照留念。人物有米奇老鼠、唐
老鴨、小飛象、艾莎……現在我們廣州也有非常大
的樂園 		——融創茂。融創茂有四個主題樂園:體育
世界、水世界、雪世界、融創樂園。我最喜歡的是
融創樂園和雪世界，樂園那裏玩的東西也可多了，
最刺激的是過山車，你們肯定會說，香港迪士尼樂
園也有過山車，可是我們這個過山車可不一樣哦！
我們的過山車可是一圈又一圈的，好像要飛起來一
樣，真的非常刺激。還有小火車，我們這個小火車
會經過隧洞，而且還會看見四季的各種景象。比如
說冬天會下雪，我們就會看見白茫茫的一片。雪世
界是個讓你身在南方就能感受北方冬天的寒冷，讓
你一年四季都能體驗玩雪、滑雪樂趣的地方。我就
是在這裏學會了單板滑雪。

等疫情過後，期待和你們一起去融創樂園玩！

祝

身體健康，天天開心

何蔚然
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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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	
李承駿。很榮幸能和你們通信，分享各自在學校、在
家的生活學習情況。

我們平常在校的學習任務不是很重，學習的課
程卻很有趣。除了學習，我們學校還開展各種各樣有
趣的活動。比如新年音樂會、校園運動會、假期研學
等，我最喜歡的還是愛心義賣活動。我們義賣所獲得
的善款是為山區貧困的小朋友進行捐贈的，是為了改
善他們的生活、學習環境。

在愛心義賣的前一天，每個同學都會帶著自己
精挑細選的義賣物品來到學校。每個人的義賣物品都
不同，我們班還籌措資金，採購了許多小雞、小鴨、
小魚、小龜、各類植物帶到現場來進行拍賣。義賣當
天，每個同學都拿上自己平時積攢的零花錢，摩拳擦
掌地準備衝向義賣現場。我也激動萬分，但是這次我
和大多數同學不太一樣，因為我不僅有一個買家的身
份，還有一個賣家的身份啊。活動前，我主動報名看
檔鋪成為班級義賣的志願者。由於我是第二批志願
者，還沒輪到我上崗。於是，我抓緊時間四處逛了
逛，想購買自己的心頭好。可各班擺賣的產品的種類
繁多，商品琳琅滿目，閃花了我的眼睛。瞧！有形態
各異的小玩具，活靈活現的小雞小鴨……最終，我買
了一個古色古香的玻璃油燈。很快輪到我看攤位了，
我雖然信心滿滿地登上崗位，可從未做過銷售。一開
始，我手忙腳亂地收著錢，數著錢，搬著東西，緊張
兮兮的，生怕自己出甚麼錯。後來看到家委和其他同
學走來走去忙碌的身影，我暗自鼓勵自己加油。時間
不知不覺過去了，活動終於結束，我已經精疲力竭
了。此時，我終於體會到了售貨員的辛勞。

今天我的收穫很大，得到了自己喜歡的東西，還
用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對山區的朋友們做個貢獻，這
真是一次意義非凡的愛心義賣呀。

你們過得好嗎？有甚麼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給
我？期待你們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學習進步

李承駿				
三月二十九日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	
周以恒。很高興能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分享各自
學習生活中的快樂和趣事。你們的來信中，有不少
同學向我們推薦他們喜歡閱讀的書籍。而我最近也
讀了一本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說——《安德的遊戲》。
在此與你切磋一下。

《安德的遊戲》這本書是美國作家奧森．斯科
特．卡德的作品，它同時獲得了雨果獎和星雲獎兩
大科幻文學的最高獎項。我很想和你分享這一精彩
的作品。

《安德的遊戲》寫得引人入勝，人物性格刻畫
得很複雜。書中有一個角色，他是安德的哥哥，名
叫彼得。彼得是兇殘的、危險的。當安德和彼得玩
遊戲的時候，彼得總是不停地打安德。當彼得活捉
到小動物時，他會殺死他們。當彼得嫉妒別人的時
候，他不僅會威脅別人，甚至想把別人殺掉。但
是，你知道嗎？彼得之所以那麼兇殘，那是因為他
一直都想讓自己變得更優秀，他一直想超越安德。
結果，彼得越來越兇殘，卻沒有變得更優秀。

讀了這本書，我想：彼得選擇了一種錯誤的
方式，其實用這種方式，他是沒法超越安德。我覺
得彼得這個人物角色很耐人尋味。若你也讀過這本
書，我很希望能與你一起探討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祝

學習進步

周以恒
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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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my friends,

Hello!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Wang Kai Sheng. 
Wison is my English name. I am 10 
years old. I am a student in Dongfeng 
East Road School, Yuexiu District, 
Guangzhou. I am very happy to read 
your letters.

My school is big and beautiful. In 
the playground, there is a pond in it.

Wow, there are some little fish in 
it. You can see lots of flowers around 
my school.

On the school days, we usually 
go to school at 7:30 in the morning. 
We often take exercises from 8:00 to 
8:30. It is good for our bodies. In my 
school we have forty minutes one 
class. We always listen earnestly.

Students finish their classes at 
5:00.At that time, school is over. 
Students can go home and do their 
homework. But some students play 
sports in the playground. I like play 
sports too. How about you?

Welcome to my school and play 
with us.

Best wishes!

Wang Kai Sheng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你們寄來的信我們已經收到了。你們有的寫了關於程式設計、做營
養餐、好書推薦……今天，我要向你們介紹一下我們東風東路小學的
傳統活動——愛心義賣。

適逢建黨100周年和“學雷鋒日”，學校於3月5日發動全體師生以
學習黨史為契機，通過義賣的形式，學雷鋒獻愛心，組織了一場有趣的
義賣活動。這個活動的規則是：每個班抽取一個年份。如果到那個班買
東西，想要優惠價，就需要說出那個年份的建黨大事件。

通過前一周時間瞭解和學習，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
立，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發生在1934年，而194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深入瞭解這些建黨歷史大事件，讓我更加不由自主地
感慨到我們中國共產黨是那麽偉大，我們幸福生活多麽來之不易！

到了那天，吃完午飯，同學們早早來到操場，準備在自己班攤位上
布置場地。我們把同學們捐出來的玩具、文具等物品整整齊齊擺放在桌
子上。這次我們班家委叔叔、阿姨們給這次義賣活動帶來了活生生的小
鴨子、小雞、小烏龜和小金魚！看著這些剛出生不久，渾身毛絨絨的、
嘰嘰喳喳地叫著，撲騰著的“小可愛”，同學們的心都化了，兩眼放光，
腳都扎根似的，全部圍攏著、看著、小心地摸著，眼裏全是滿滿的愛。

我發現小鴨子比小雞要活潑一點兒。他們有的在同伴的身上跳來跳
去；有的把同伴擠到一邊兒；有的不停地低下小腦袋使勁啄塑膠盒，想
找食物吃；還有的竟然想學鯉魚跳龍門，使勁扇動翅膀，想跳出塑膠盒
逃跑……不大的塑膠箱裡的小鴨小雞們你挨著我，我擠著你，分外活潑
有趣。由於義賣活動還沒開始，我們志願者只好紛紛勸說同學們暫時先
離開，回到各自班級準備。

14點10分，大隊輔導員老師一聲令下“活動開始！”只見潮水般的
同學們向我們班攤位湧來。他們湧到桌子前伸長著脖子，抓著錢的手臂
都快伸到我鼻子尖了，不停地對我們大聲喊：“我要一隻雞”，“我要一
隻鴨”，“我要一隻烏龜”，“我要兩條金魚”……喊聲此起彼伏。還好
我和小夥伴們臨危不亂，馬上開始維持秩序，連忙大喊道：“不行啊，
太多人啦，一個一個排隊買！”話音剛落，一條歪歪扭扭的隊伍就排好
了。全班同學分成三隊售貨小組，大家輪流負責班上義賣工作。沒有輪
到當義賣售貨員的同學就去其他班裡買自己喜歡的物品。有的班級賣
書，有的班級賣文具，還有的賣盲盒、玩具、布娃娃……

怎麼樣？聽了我的介紹，你們是不是也想玩？下一次的活動歡迎你
們來參加。

祝

身體健康，學習進步，天天開心

李雨暘
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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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一名四年級的學生，名叫余楚
悅。很開心能通過書信的方式與你們進行交流分享。你們最近過得
怎麼樣？在學校或是課餘時間有甚麼有趣的事情發生呢？

香港是個美麗又現代的地方，被譽為“東方明珠”。	從我們的課
本中，我也瞭解到了香港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購物、美食的天堂。
我也曾經跟隨父母去過，印象最深，感覺最有意思的就是那裏的海
洋公園、迪士尼樂園、科學館。不過，你們知道嗎？我們國家幅員
遼闊，地大物博，有名揚中外的長城，風景秀麗的南岳衡山，甲天
下的桂林山水……但今天，我最想推薦給你們的一個好地方是我的
家鄉——廣州。

你們來過廣州嗎？你聽說過或登過白雲山嗎？這可是廣州著名
的5A級旅遊景區呀！今天就讓我來為你們做一次小導遊，帶你們一
起去領略一下它吧！

白雲山，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白雲區，是南粵名山之一，自古就
有“羊城第一秀”之稱。它山體相當寬闊，由三十多座山峰組成的，
為廣東最高峰九連山的支脈，主峰摩星嶺高三百八十二米。

白雲山是一個風景怡人的好地方。白雲山山腳有一個大草坪，
小草翠綠翠綠的，像一張柔軟的巨型地毯，每個看見的人都忍不住
想躺上去，享受一下日光浴。白雲山的樹又多又高大，它們不僅遮
住了太陽光，而且還通過光合作用，令周圍的空氣變得十分清新，
人們走在山道上，猶如置身天然氧吧內，呼吸著新鮮的空氣，身心
無限舒暢！

白雲山也是一個鍛煉身體的好去處。週末或者其他休閒的時
候，你可以去爬爬白雲山。在這裏，你會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有和家人一起爬山的，有說有笑其樂融融；有和公司同事一起爬山
的，服裝統一齊頭並進；有和好朋友一起爬山的，手拉著手肩並著
肩；還有旅遊團的朋友們，拉著大旗興致盎然……當你爬得腿腳發
麻渾身是汗氣喘吁吁想放棄時，看看身邊努力向前行的“戰友”們，
你自然而然就會咬緊牙關繼續前進！當你最終爬到山頂時，那種快
樂和成就感絕對不是隨便一個禮物或者雞腿可以替代的！

為了滿足各種遊客的需求，白雲山上還安排了很多健身及遊樂
設施，如：石頭路、高空纜車、VR體驗、蹦極、滑草等，這些也吸
引了不少慕名而來的游客。

聽了我的介紹，你想去白雲山看看嗎？歡迎來廣州玩哦！

祝

健康快樂，學習進步

余楚悅
三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
的學生邢躍洋。當老師在課堂上讀了你們的來信
後，我和同學們很開心能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的
機會。從你們的書信中，讓我瞭解到很多你們在
校在家開展的有趣活動。今天，我寫這封信也是
為了給你們分享一下我們學校開展的最好玩的活
動——音樂會。

3月27日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一天，下午，在
美麗的中山紀念堂中，我們學校一年一度的音樂
會拉開了序幕！隨著叮叮的鐘聲一響，在鐘聲中
禮堂裏的燈全部熄滅了，只留下一束白光指向了
舞臺的紅色幕布。幕布緩緩地打開了，只見一些
同學拿著各種樂器端坐在舞臺上。指揮老師的指
揮棒一揮，同學們便演奏起了美妙的樂曲。台下
的幾千師生、家長、嘉賓們聽得如痴如醉。樂曲
結束後，禮堂裏便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幕布又
拉上了，等再打開時卻響起了下雨的嘩嘩聲和打
雷的轟隆聲，有些膽小的同學已經嚇壞了，有些
卻睜大了自己的眼睛想看看是甚麽東西發出了這
麽奇怪的聲音。幕布終於拉開了，只見學校舞蹈
隊的同學，穿著淡粉色的裙子，合在一起組合成
了一朵美麗的荷花。她們又迅速地散開幾個人為
一組做著各種舞蹈姿勢，停留了幾秒後她們又離
開原來的位置換到其他地方開始跳起了整齊劃一
的舞蹈動作，有時伸起雙臂像鳥兒一樣飛舞，有
時在空中做出一個高難度的劈叉動作，有時兩個
人手把手歡快的轉起了圈……接下來舞臺上又上
演了許多有趣的節目，有酷炫的街舞，有好聽的
大合唱，還有優美的民樂演奏，這些表演都十分
精彩！最後全校同學都揮舞起了五顏六色的螢光
棒，唱起了《永遠跟黨走》，禮堂一下子變成了五
顏六色的光海。在歌聲中音樂會終於結束了。

這就是音樂會，希望你也能跟我分享一下你
們學校有趣的活動，期待你們的回信。

祝

身體健康

邢躍洋
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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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

你們好！

我叫簡子瑜。我的學校是個人傑地靈的地方，叫東風東路小學，位於廣州市越秀區。我們學校很大，有四
個校區，分別是“東風東校區”、“錦城校區”、“廣場校區”和“天倫校區”。我們四個校區有學生近4000人，老
師200多人。兩個低年級（1-3年級）校區，兩個高年級校區（4-6年級）。而我就讀於天倫校區的四年12班。前
段時間，接到你們的來信，我和同學們都很激動，大家都很高興能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相互分享各自在學校
的生活學習時光所帶來的幸福與快樂。今天我想做一名小導遊，帶你參觀一下我們的校園，講講我們學校開展
的有趣活動。

我們天倫校區位於環市路一側。當你走進校園，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六層高的教學樓。每天早晨走進校門都
能聽到從各個教室裏傳來的琅琅書聲。下課，走廊上、操場上會傳來同學們的歡聲笑語。每間教室都寬敞、明
亮，桌椅排放得整整齊齊。我們這裡有多媒體教室、圖書室、音樂室、勞作室、美術室、心理諮詢室、紅領巾
電視台、科技室等等。外操場是我們升國旗、上體育課、玩各種遊戲的地方。

每當下課，我們便到操場上去踢球、跑步、跳繩，可開心了。上課時，我們又能很快地沉浸在知識的海	
洋中！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最近，我們學校剛開展了一場＂學黨史，獻愛心＂的愛心義賣活動。這
個活動既有意義又有趣。活動是在3月27號開展的。活動當天下午，各班的活動攤位在班主任老師的指導下分
工明確，井井有序。每個攤位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商品，有學習用品、圖書、玩具等。最令我吃驚的是我們班
的攤位上竟然有小雞和小鴨。我沉思著，要不要從自己班開始呢？思來想去，終於決定從最靠近教室的班級開
始。來到攤位，我看見一群同學在搶著試驗甚麼東西。我也玩心大起，湊過去一看，才知道他們在套圈，十元
一次呢。我試了一下，結果沒套中，我正要不服氣地再來一次，可是我突然被一個場面吸引住了，原來我們班
的攤位上早已排成了一條長龍。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要買雞買鴨。你可要知道這些小雞小鴨樣子是那麽萌萌滴，
可愛得不得了，真是人見人愛呢！我當然不能錯失良機，砍了一番價後，我以九折的優惠買了一隻小雞。

那天，我們班籌在一個小時內就籌得愛心款一萬多元，大家都很開心。這些錢對於沒有困難的人來說可
能微不足道，但對於急需幫助的人來說，可是雪中送炭呀！而這些善款它承載了我們濃濃的愛心。通過此次活
動，我們深深地體會到：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在幫助他人的同時，也是自己收穫快樂的時候，愛心永相傳，
快樂你我他！

說了這麽多，其實就是想告訴你們，我很愛我們的學校，我們的校園生活很美好！希望你們有機會可以來
我們學校參觀，大家一起分享快樂！

祝

學習進步

簡子瑜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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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校長、老師和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同
學，我叫金美希。很榮幸能和你們通信。今天，我要給	
你們介紹的是我生活的地方：廣州。						

廣州，是一個風景優美、四季怡人的地方，也是我
最愛的地方。

春天，是廣州賞燈的季節。花城廣場以及珠江兩岸
有燈光節，五光十色的霓虹燈，把整個城市映照得輝煌
燦爛；越秀公園有造型各異的春節花燈，人們在自然的
環境中賞燈，更覺賞心悅目。總之，在春天的廣州，各
式各樣的彩燈，絕對讓你眼花繚亂、嘆為觀止！

夏天，廣州猶如一個巨大的烤箱，十分酷熱。但
是，如果這時你抬頭看看天……湛藍湛藍的天空，彷彿
是一塊巨大的藍寶石——這是深受我們喜愛的“廣州
藍”，深深吸一口氣，頓時心曠神怡！

	秋天，廣州這個花的城市更加嬌艶非常了。你看，
立交橋兩邊、馬路兩旁，公園裡、街區中，花團錦簇、
瑰麗無比，那是杜鵑花、紫荊花、白玉蘭、紫薇……在
裝扮著我們的城市呢！可真是色彩斑斕：紅色、紫色、
白色、紅白相間……它們彷彿給整座城市披上了一條條
彩帶，整個廣州彷彿處處都有花仙子在翩翩起舞呢！

冬天，廣州是濕冷的，但人們的心是熱乎乎的。因
為這個時候，大家最常做的事，就是圍坐在一起吃熱騰
騰的美味火鍋了。火鍋有許多配菜，我最喜歡吃的牛肉
丸、雞肉片、生魚片、麵筋，以及生菜、芫荽、油麥菜
……應有盡有；更妙的是，和家人朋友一起樂也融融，
再也不怕屋外的冷風冷雨了！

春天，廣州是美麗的；夏天，廣州是美好的；秋
天，廣州是美妙的；冬天，廣州是美味的。廣州——
她是我的最愛！同學們，歡迎來到廣州，和我們一起感
受廣州的美吧！

看完我的介紹，你們瞭解廣州了嗎？希望在不久的
將來，可以和你們見面！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金美希
三月二十六日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
12班的錢奕霖。

很高興收到你們的來信，讓我可以瞭解到你們
在那邊學習和生活的一些趣事，我和同學們都看得
津津有味。

我也很想和你們分享一下我的很多趣事。我最
大的愛好是足球，每周我都會去踢兩場球，風雨無
阻，在球場上奔跑，傳球給隊友，接下隊友傳來的
球，用力射門，這些都讓我樂在其中。尤其是比賽
的時候，我和隊友們互相合作，一起努力，最後不
管是輸是贏，都會給我帶來特別大的收穫。希望有
機會可以邀請你們過來一起玩。

你們提到了閱讀，這也是我的一個愛好。最近
我在看的一套書是《波西．杰克遜》，相信你們也
聽說過吧。這套書講述波西．杰克遜和他的幾個好
朋友一起冒險的故事，裏面還有很多古希臘神話人
物。波西．杰克遜是海神波塞冬的孩子，一個半人
半神的男孩。他無意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去了一
個專門屬於他們族群的營地，也因此結識了幾個好
朋友，遇到了各種困難和挑戰，他們互相幫助，在
各種冒險的歷程中越來越信任彼此，一起成長。我
現在看到了第四本——《波西．杰克遜與迷宮之
戰》，他們開始了尋找潘神之旅，內容依然十分精
彩。而且波西系列也被拍成了電影，你們要是有時
間的話也可以看一下，一定會喜歡的。

好了，由於時間關係，今天我就寫到這，希望
我們能多聯繫多分享。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錢奕霖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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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你們寄來的信件和精美的明信片我們已經收到
了，很高興能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相互分享學習生活
中的快樂與收穫。

你們知道嗎？我們國家幅員遼闊，地大物博，有名
揚中外的長城，風景秀麗的南岳衡山，甲天下的桂林山
水，被譽為“東方明珠”的香港……但我最想推薦給你
們的一個好地方是我的家鄉——望城水鄉。

那裡風景優美。湘江的支流——溈水河從屋前流
過，走在河堤上，在太陽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河面彷彿是
撒下了無數顆寶石閃著光。夏天的傍晚，舅舅帶著我們
下河游泳嬉戲，我和表弟表妹們在水中盡情地打呀鬧
呀，多麽快樂呀！

屋前的大河是我們的樂園，屋後的荷塘稻田更讓人
歡喜。一到夏天，荷葉鋪滿整個池塘，荷花三三兩兩從
這些碧葉間冒出來，有白的，有粉的，有黃的。它們有
的才展開兩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展開了，露出嫩黃色
的小蓮蓬；還有的只是花骨朵兒，看起來飽脹得馬上就
要破裂似的。當你忍不住摘上一朵，突然驚動了躲在荷
葉下的魚兒，激起一陣浪花；還有可能打擾了荷葉上青
蛙的好夢，“呱呱呱”蹦出來嚇你一跳……到了秋天，
稻穀成熟了，遠遠望去，只見稻浪翻滾，好像給屋後鋪
上了一層金色的地毯，那是水鄉人家一年收成的希望，
馬上，你就能看到一番秋收繁忙的景象。

那裡的美食數不勝數。芝麻豆子茶別有一番風
味：綠茶泡好，擂好薑，一點鹽，沖入炒熟的芝麻和
黃豆，熱騰騰的喝上一口，唇齒留香。辣椒炒肉，自然
是外婆做的最好吃，也只有那裏的水土種出的辣椒炒出
來才香氣四溢！臭豆腐、鄉下空心菜、香煎刁子魚……
寫著寫著，我已經在咽口水了，誰叫這些美食這麼誘人
呢？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歌中唱
的就是我美麗富饒的家鄉。親愛的朋友，如果你們有機
會來內地旅遊，就讓我帶你去看一看我美麗的家鄉吧！

祝

健康快樂，學習進步

陳悠然
三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老師及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楊
昊樾。我想問問：“最近你們學校有舉辦甚麼有趣的
活動嗎？有甚麼要跟我一起分享的嗎？”今天，我
倒是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想要跟你們分享。那就是
學校舉辦的愛心義賣活動。

愛心義賣活動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傳統活動。旨
在培養我們關愛他人，樂於助人的好品質。也希望
借助活動豐富隊員們的校園生活，提高我們的組織
能力及增強我們的商品意識。義賣所得的善款將全
部捐贈給貧困山區的學校及小夥伴。

活動這天，我們早早到校，同學們七嘴八舌地
聊著，下午的義賣活動有甚麼東西可買呢？不知會
不會有自己喜歡的東西？我們班的攤位又會出售甚
麼東西呢？

經過了漫長的上午，終於在下午兩點，拉開了
愛心義賣活動的序幕。只見各班的攤位被圍得水泄
不通，操場上人山人海，同學們爭先恐後在挑選自
己喜愛的物品。突然，我們班的攤位上傳來了“嘰
嘰嘎嘎”的聲音。我猛然望去，原來是小雞、小鴨
的叫聲，看著一隻隻可愛的小傢伙有力地扇動著小
翅膀，那水靈靈的小眼睛望著我們，似乎在說：“小
主人，請把我帶回家。看得同學們的心都化了，恨
不得趕緊把牠們帶回家。

就因為這個新穎的做法，我們班那天募集到全
場最多的資金，捐給了山區的小朋友們。這個活動
既讓我們淘到心頭好，又幫助了他人，我覺得是個
很有意義的活動，你們覺得呢？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楊昊樾
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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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何
昊霖。很高興能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相互分享各
自在校的學習生活趣事。今天，我想和你們分享一
件既有意義又有意思的事情。

3月27日，我們學校舉辦了一場很有意義的義
賣活動，這次活動得到的善款都會捐給“紅領巾基
金”，幫助那些有困難的小朋友們。

我們學校每年都會舉辦這樣的義賣活動。同學
們都會把自己喜歡的物品作為義賣商品，還會在操
場上精心佈置自己班級的攤位，吸引更多的同學來
購買。往年，攤位上只有文具，書籍和玩具。但是
今年，出現了一款最火爆的商品，那就是呆萌可愛
的小雞和小鴨寶寶，這群萌寵的出現引發了同學們
的熱烈圍觀和搶購大潮，排隊搶購的長龍繞了好幾
個圈。

義賣活動中，每個同學都滿載而歸，而我也不
例外，有一袋子的戰利品：一隻巴西龜、兩盆植物
和一本書。通過這次義賣活動，同學們既買到了自
己喜歡的物品，收穫滿滿，也能給那些貧困的孩子
們帶來幫助，每個同學都心滿意足，開心極了。					

香港的小朋友們，我也很想知道你們學校有甚
麼活動，歡迎回信告訴我。希望疫情能快點結束，
我也希望我們能在香港或廣州一起參加更多有趣的
活動。

祝

身體健康、學習進步

何昊霖
三月二十八日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田子
安。很高興能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分享各自學習生活
中的快樂和趣事。

上個月27號，我們學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愛心義
賣活動，特別有意義，我很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今年恰逢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學校為了讓
同學們能更好地瞭解和學習黨史，專門圍繞“學黨史，
獻愛心”的專題開展義賣活動，並把活動所得的善款全
部捐獻給公益事業。

這一次的義賣活動和以往的義賣活動不一樣，這一
次的義賣活動需要每一班抽取一個有重大事件的年份，
並根據那個年份的重大事件佈置攤位和準備義賣產品。
買的同學如果知道那個年份的重大事件，就可以用優惠
價來買下自己心儀的商品，如果不知道，就只能用原價
購買商品。我班抽中的是1921年，這一年的大事件是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
紅船上展開，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圍繞著這一
個事件，我班家委的叔叔阿姨們為我們準備了代表著新
生命的小雞、小鴨們作為本次義賣的主打產品。你們知
道嗎？那些小雞、小鴨們萌萌的，樣子實在是太可愛
了，義賣開始前我差點忍不住，想先買一隻。

我是班裡的第一批銷售人員，負責銷售筆盒和盆栽
等小商品以及維護攤位秩序。義賣開始後，我們班的小
雞、小鴨果然不負眾望，同學們在我們班的攤位前面排
起了長長的隊伍，開賣不到30分鐘，100隻雞、100隻
鴨全部都賣光了，後面還排著長長的隊伍，那些沒能買
到的同學就只能和我一樣望“鴨”興嘆了。雖然沒有買
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也很辛苦，但這次活動讓我深深體
會到這樣有意義的活動既能讓我們瞭解、學習黨史，又
能幫助到其他人，我還是很開心，也期待下一次的義賣
活動。		

希望這次的分享也能讓你們瞭解到我們祖國的歷
史，感受一下我們學校學習活動氛圍。很期待收到你們
的回信，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們身邊的趣事。

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田子安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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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
年12班的黃梓瑞。很高興收到你們的來信，從你
們一封封書信中，讓我瞭解到你們在校的學習和
生活。我也想與你們分享一下我的課餘生活。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紹一個特別好玩的樂園
——廣州融創樂園。它位於廣州市花都區，樂園
裡有將近一百多種好看的節目和刺激有趣的機動
遊戲，吸引了無數四面八方的大小朋友前來遊玩。	

上個週末，媽媽帶我去廣州融創樂園玩。
一進樂園，我就被遊客們的嬉笑聲、尖叫聲吸引
過去。嘩！打水仗！只見遊客們穿著藍色的一次
性雨衣，三三兩兩地坐在木桶式的大籃子裏，他
們每個人前面有一個小水炮，只要搖動旁邊的轉
盤，水炮裏就會射出水，遊樂場裏水花四濺，人
們歡聲笑語。我迫不及待地去排隊遊玩，終於到
我啦,	我和媽媽，還有另一個小哥哥坐在同一個
籃子裏。我調整好水炮位置，賣力地搖動水炮旁
邊的轉盤朝對面的遊客發起攻擊。水柱飛快地從
炮孔中噴射而出，射到了對面的小哥哥的頭上和
衣服上，但很多時候打歪了，不是打到籃子的旗
杆上，就是打到外面的欄杆上。突然，我聽到媽
媽的尖叫聲，只見她全身上下連眼鏡上都是水
花，她低下頭盡力躲避別的籃子的水炮射過來的
水柱，根本都不敢抬起頭了。偶爾我也會被水炮
擊中，但我不認輸，越戰越勇，拼盡全力擺動水
炮的轉盤，一道道水柱朝我的對手們射去。遊戲
結束了，我旁邊的小哥哥一邊抖動雨衣上濕噠噠
的水，一邊猛誇：“嘩，你可真猛啊！”儘管我身
上的衣服、褲子也濕了一大片，但是我的心情非
常激動。這個遊戲可真好玩啊！	

接著我還玩了海盜船、西江漂流、碰碰車等
十幾個遊戲項目，直到太陽落山才戀戀不捨地離
開了樂園。	

聽了我的介紹，你們覺得廣州融創樂園好玩
嗎？以後有機會可以來體驗一下啊。	

順祝

身體健康，天天開心

黃梓瑞
三月二十九日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何梓琅。
很高興能與你們進行書信交流，分享各自學習生活中的快樂
和趣事。

從你們的來信中，我大致地瞭解了你們學校的環境。這
次就由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學校吧！我們學校有四個校區，
分別是“東風東校區”、“錦城校區”、“廣場校區”和“天倫
校區”。我們四個校區有學生近4000人，老師200多。兩個
低年級（1-3年級）校區，兩個高年級校區（4-6年級）。而我
就讀於天倫校區的四年12班。

我家就住在學校旁邊的社區。每天早上，都能聽到從校
園裏傳來的：“一二一，一二一。”響亮的聲音，你猜這是甚
麼聲音？這是同學們在操場上跑步的喊聲。知道嗎？學校的
操場可是我的樂園。

現在就由我帶你來看看我們的操場吧！我們的操場很寬
闊，方方正正的，中間有一個標準大小的籃球場。在籃球場
的最右邊，有一條紅色的跑道，體育課上我們都在這跑道上
灑下了辛勤的汗水；在跑道的後面還陳列着幾個單雙槓。我
和小夥伴們只要一有時間就經常在那兒玩耍。

早上的操場十分熱鬧，每天八點十分，學校負責體育許
主任都會拿着麥克風召喚我們到操場做早操。隨着美妙的音
樂響起，全校的同學都整齊地做起了廣播體操。做完操後，
不同班級的同學們都會在這操場上上一節有趣的體育課。
同學們在老師的教導下，有時打籃球，有時踢足球，有時跑
步，還有時……反正在體育課上，我們既能學習各種各樣的
體育知識，又能鍛煉身體提高身體素質，更能快樂地玩耍。
在這個操場上，我最喜歡打籃球，因為籃球可以培養我們的
團隊合作精神，也可以帶給我們許多快樂，我總是和同學們
一起在這打籃球，這地板上都留下了我們快樂的痕跡。每當
下課時，我們還會跑到操場活動活動，玩一下單槓，把自己
倒掛在單槓上，猶如一隻調皮的猴子，雖然看上去有點危
險，但我們歡樂的笑聲也留在了這操場上。

這就是我們的操場，也是我心中的樂園。你想和我一
起到操場上打籃球，玩單槓嗎？歡迎你們組隊來我們學校參
觀。

祝

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何梓琅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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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12班的學生，我叫
李佳桐。今天我收到了你們的來信，非常開心，那麼我也給你
們分享一下我難忘的一天吧。

3月27日下午，我們學校舉辦了主題為“學黨史，獻愛心”
的義賣活動。愛心義賣活動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傳統活動。旨在
培養我們關愛他人，樂於助人的好品質。也希望借助活動豐富
隊員們的校園生活，提高我們的組織能力及增強我們的商品意
識。義賣所得的善款將全部捐贈給貧困山區的學校及小夥伴。

快看，義賣活動開始了。我和同學們拿着錢包，迫不及待
地衝出了教室，來到了一樓操場。嘩！操場上早已人頭攢動，
人聲鼎沸，真是熱鬧非凡啊！操場上整整齊齊地排列着好多的
攤位，每個攤位陳列着琳琅滿目的物品。“解散！”隨著老師
的一聲令下，我們就像洶湧的潮水一樣，從教室裏湧出來朝四
面八方跑去。各班的志願者作為賣主早已守候在攤位前，準備
耐心地解答前來挑選物品的同學的疑問。我發現同學們有的還
在流連於各個攤位前，搜尋着喜愛的物品；有的嘰嘰喳喳，已
經與賣主激烈地討價還價起來；有的手裏已經拿到了好幾樣物
品，臉上掛着心滿意足的笑容。我看到每個攤位上都寫著一個
年份，咦，這是甚麼意思呢？我詢問了志願者，才知道原來這
是一個優惠措施呢，只要回答出在這個攤位顯示的年份裏，中
國發生了甚麽大事，購買物品的價格就可以立即減五元，這真
是一個寓教於樂的好點子啊，同學們既學習了知識，又可以得
到優惠。當我還在猶豫去哪個攤位前時，我突然發現同學們都
在一個攤位前排起了一條長龍，那不正是我們班的攤位嗎。我
急忙跑過去，我走近一看，原來是志願者在賣小雞、小鴨呀！
小雞、小鴨一隻隻都毛茸茸的，憨態可掬，真是可愛極了，怪
不得這麽多同學排隊呢！我也趕緊去排隊。輪到我時，志願者
告訴我一隻小鴨子50元，不過如果我答對了問題，就能優惠	
5元。我看了一眼攤位上的“1921	年”，	太簡單了，這不就是
中國共產黨建黨成立的年份，就這樣我以45元的價格買到了
一隻小鴨子，真是開心呀。後來我又用剩下的零錢買了鴨食，
還買了一盆多肉植物。

這天真是有意義又難忘的一天啊，不僅讓我感受到了義賣
的樂趣，還學習了黨史，	讓我更加熱愛偉大的黨，熱愛偉大的
祖國。

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李佳桐
三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四年級12	
班的陳東磊。很高興通過寫信的方式跟你們聯
繫。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剛剛從海邊回到房
間。想必你們一定也去過海邊吧？告訴你們，
我剛剛從海邊抓了兩隻大螃蟹呢！想知道螃蟹
是怎麼捉到的嗎？我可以傳授一下經驗。

首先我們得先準備好三樣東西，網兜、鉗
子和水桶，拿好這三樣東西以後來到海邊的岩
石邊或石頭邊上，因為螃蟹最喜歡躲在岩石下
面或者石頭縫裏。石頭縫裏有很多螃蟹，螃蟹
跑的速度也很快，一旦牠發現了你，就會像一
陣風似的跑到海裏，但有一個辦法就是用鉗子
快速地把牠鉗住，而不是慢慢地靠近。如果還
是讓牠跑了也沒關係，	你就趕緊拿網兜一撈，
那隻螃蟹就被你給抓到了；如果你覺得不喜歡
大螃蟹，喜歡小螃蟹，那你就只能到晚上七時
左右在海邊走走，因為這個時候正是小螃蟹出
沒的時間，最好帶上手電筒；如果看到一個小
小白影從沙灘邊快速地跑到海裏，那你就找
對了。你不要為小螃蟹逃進海裏而難過，其實
牠們根本沒進海裏，而是躲進沙裏，你只要用
網兜不停地在沙子裏淘，這樣你也很快就能抓	
住牠。

好了，抓螃蟹的經驗我就傳授到這。對
了，說到大海，其實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東
西等著我們去探索，我們現在正是學知識學文
化的時候，希望我們通過努力學習，對大海能
夠有更深的認識。很期待有一天，你們能和我
一起到深圳的海邊玩耍，我們一起抓螃蟹。

祝

身體健康，學習進步

陳東磊
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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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姊妹情永在
        盼我倆早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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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4H		陳愛衕				4H		馮厚瑜				4S		曾浚洭				5R		鄧穎僖				5G		袁承緻				5P		蔡柏全				5P		李欣嶸				5P		羅千奕				5P		蔡曦陽
5P		鄭哲泓				5P		胡栩菡				5P		黎琰鎵				5P		張 睿				6H		周睿孜				6H		曾盈菲				6H		何彥澄				6H		余文楓				6R		黃進譽
6R		董泀廷				6R		許力行				6R		陳懿德				6G		楊展穎				6P		黃樂言				6P		曲奕澤				6P		鍾愷祺				6P		謝熠煵				6S		林沁蓓

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

四年12班		林瑾瑜				馬梓皓				馬胤澤				賈一鳴				黃宬傅				何 睿				李樂曦				鄧煒恬				鄭心瀅				周昊軒				巫遠鋒				張雨嫣
何蔚然				李承駿				周以恒				王凱生				李雨暘				余楚悅				簡子瑜				邢躍洋				金美希				錢奕霖				陳悠然				楊昊樾
何昊霖				田子安				黃梓瑞				何梓琅				李佳桐				陳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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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們：

你好！我叫陳愛衕。由於疫情關係，我和媽媽
每逢周末都會在家中做甜品，我最喜歡的就是梳乎
厘班戟，因為它的製作時間最短，材料簡單，只需
要：低筋麵粉、雞蛋、牛奶和砂糖。

別以為它的做法十分容易，我在製作過程中也
有失敗的時候，最困難的地方是將蛋白打起。記得
有一次，因為砂糖的份量不足，所以怎樣打發蛋白
仍未能打起。又有一次，因為未能掌握時間，不是
過度打發，就是未能成功把蛋白變成糊狀，結果梳
乎厘只能變成了普通的熱香餅。

它的做法易學難精，最重要是打發蛋白的過
程，首先要將蛋黃和蛋白分開，將蛋白放入一個無
水無油的大碗裏，然後把蛋黃、鮮奶和低筋麵粉
放入另外一個碗攪拌均勻；接着用電動打蛋器打
發蛋白，期間要分三次加入砂糖，你會看見蛋白由
透明變成純白色的糊狀，最後當你把大碗翻轉，蛋
白也沒有掉下來，就算成功了。再用軟刮板把蛋白
放入蛋黃糊，並用切拌方式攪拌，最後用平底鑊煎
熟，便成了又香又軟的梳乎厘班戟。以前我要在甜
品店久候排隊才能吃到的甜品，現在在家中也能自	
己做！

這是我在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技能，你覺得如
何？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
知你是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
你的分享。

祝

學業進步
身體健康

陳愛衕
二月十四日

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

你好！今天，我為你介紹一頓有營的一餐，名
字是「繽紛聖誕人」。

「繽紛聖誕人」材料包括：蕃茄、米、甘筍、藍
莓、雞蛋、沙律菜、麥包、雞肉和芝士絲。首先，
我們要把蕃茄、米、甘筍、藍莓、沙律菜和雞肉洗
好。然後，我們要把蕃茄、雞肉切粒。接着，我們
要把米、甘筍、雞蛋和雞肉煮熟。然後，我們要把
兩片甘筍和剝了殼的雞蛋放在碟子旁邊。然後將雞
肉放在麥包上，並把芝士絲灑滿碟子上。	

這個「繽紛聖誕人」符合健康標準，那是健康飲
食金字塔。健康飲食金字塔有五類，包括穀物類，
要吃得最多；蔬菜類，要吃第二多；水果類，要吃
第三多；肉、魚、蛋及代替品，要吃較少。

這是我在家弄的有營的一餐，你覺得如何，我
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可
否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學業進步
身體健康

馮厚瑜
二月十四日

軒尼詩道

官立小學

（銅鑼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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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
同學們：

你們好！今天，我會跟你分享一
個特別的學習天。這便是學校的中華
文化日。

那天，同學們都會穿上華服回
校。第一個活動是到操場吃一些香港
小食，有叮叮糖、麥芽糖和龍鬚糖，
還有受很多同學喜歡的小吃「雞蛋
仔」。

第二個活動是畫畫，這不是普通
的繪畫，而是用毛筆畫的。在老師的
指導下，同學們都做到了，而且每一
幅畫都很漂亮呢！同學們都小心翼翼
地把圖畫放入書包裏。

叮噹，叮噹……鐘聲響起來，
第三個活動開始了！班主任帶領我們
到禮堂去。我想：不知道會有甚麼活
動呢？原來，就是最精彩的節目——
魔術表演。大家都拍手歡迎魔術師。
他表演的魔術真精彩！同學們都說要
跟他學魔術呢！

這是我的一個特別學習天，你覺
得如何？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
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是否可以跟我
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
分享。

祝

學業進步
身體健康

曾浚洭
二月十四日				

14th February, 2021

Dear Dong Feng Dong Road Primary School’s classmate,

Hello! My name is Ingrid Yuen. I like playing the ukulele which is a 
smaller version of the guitar, with a higher and lighter pitch. For the 
past year, I have learnt some new skills due to quarantine. 

The skill I am proud of the most is touch typing. Touch typing is 
typing without looking at the keyboard. This allows me to type faster 
and easier because I no longer need to look at the keyboard every 
time I need to type a key. I learnt this naturally as a result of having to 
use the keyboard to assist me on my online learning process for the 
past year.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get used to it at first. Typing without 
staring at the keyboard for each keystroke is very uncomfortable at 
the beginning. It feels unnatural and weird. I misspelt numerous times 
at first and I would stop and look at the keyboard every time I did a 
typo. This was slower and more irritating than typing while looking 
at the keyboard. I almost gave up entirely and reverted back to my 
natural way of typing, but after countless hours of practicing, I have 
finally got the gist of touch typing. It is an incredible feeling when 
you have mastered something all by yourself. Like the feeling when 
you no longer have to fall off the bike and can ride it smoothly and 
swiftly. The satisfaction is immeasurable! It made me fall completely 
in love with touch typing. Seeing the words fly across the screen at 
my fingertips’ command is satisfying. My typing speed also increased 
because I no longer have to look at the keyboard every time I need to 
type a word. 

Here are some tips I have relied on while learning to touch typing. 
One, never give up! When you feel you are going to give up, think of 
what the payoff will be, think of what you can do when you master 
this skill. While learning touch typing, I always kept thinking about 
how fast I will be able to type after this. It has saved me countless 
times from the edge of giving up. Two, have motivation! It is impossible 
to keep trying if you don’t have a motivation to keep pushing you 
to do it. For me, my motivation is to impress my family. Think of a 
motivation to keep yourself going and you will succeed in no time.

These are my tips on learning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What 
do you think?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learning mode and daily 
habits. Would you mind having a chat with me? I look forward to your 
prompt reply. 

Yours,

Ingrid 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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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們：

你們好，我是鄭哲泓，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五年級的學生。我很榮幸能參加「姊妹學
校交流計劃」，並很高興認識你們。我今天要跟你說
我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技能。

在過去一年，因為疫情關係，大家都要盡量留
在家中。雖然留在家中很悶，但我卻學會了一個新
的技能——使用電子產品上課。

這一年來，社會幾乎停頓了，爸媽留在家中
工作，學校停課了，我和同學不得不留在家中。可
是，我們總不能停學，虛度光陰啊！我們改變了上
課的形式，那就是用電腦應用程式Zoom來上課。

剛開始用Zoom上課時，實在是挺難的，因為
老師要求我們開啟攝像鏡頭和麥克風，我們都不知
道要怎樣做，總是要花五分鐘才能成功打開攝像鏡
頭和麥克風。其實，不止我們不懂，就連老師也研
究了半天才學會操作呢！不過，由於我們每天都使
用，漸漸地就熟能生巧。我們甚至還學會自己設置
虛擬背景呢！

之後，我們就改用以「Teams」上課。本以為很
難操作，但原來跟Zoom一樣，所以難不倒我們。

這一年或許真的不太快樂，但起碼我們能夠學
習到一些新技能。以前，若不能回學校上課，就可
能會荒廢學業，現在科技進步，生活的模式實亦改
變了很多。

現在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卻拉遠了，真希望疫情
快點過去，一切回復正常。

這是我過去一年學到的新技能。你覺得如何？
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
是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
分享。

祝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鄭哲泓
二月十四日

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同學：

我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五普班學生	
蔡柏全。你好嗎?

最近受疫情影響，不能回校，只能網上上課及
學習，就讓我跟你們分享一下我的特別學習天吧！

我校在十二月十八日舉行「軒銅開心活動日」，
我一早便懷着興奮的心情，第一個環節就是我所期
待的活動——棋藝。我馬上拿出早前爸爸替我從學
校領取的國際象棋棋盤和棋子，然後耐心地聆聽老
師介紹玩棋子的技巧和獲勝的準則。

其實，當棋子在我的手，便按耐不住通過網上
自學了。最意想不到的是，導師教授的數個特別招
數，使我當晚便能在與爸爸及姐姐的比試中棋開得
勝。可惜，那天未能跟同學們在棋藝上切磋，希望
回校後能有機會跟他們玩個痛快，不知道你有沒有
興趣與我們一起下棋呢?

那天我們也進行了團隊訓練，老師精心地設計
了多個有趣的遊戲，我跟同學們都玩得樂不可支，
除了感謝老師們的心意，也讚賞他們的創意。此
外，我跟同學們分享了團體精神就像一條珍貴的珠
鏈，一粒一粒晶瑩剔透的珍珠連在一起就會結成耀
眼奪目的項鏈，你同意嗎?

這是我的特別的學習天，你覺得如何?我對你
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是否可
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生活愉快
身體健康

蔡柏全
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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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胡栩菡。我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的五
年級學生。我很榮幸能參加這個「姊妹學校交流計劃」，並很高興
認識你們。我今天要介紹如何在家弄有「營」的一餐。

一天，剛踏出校門，「哇！今天可真冷啊！」我不由得打了
個冷顫，心裏默默地唸道。路上的人都裹得嚴嚴實實，匆忙地走
着，像一隻隻小企鵝。我感覺自己的腿也已經開始瑟瑟發抖了，
不由自主地拉緊了衣服，三步並作兩步趕緊往家裏跑。

回到家後，我看到在廚房忙碌的媽媽，便問：「媽媽，今天好
冷啊！晚上我們吃甚麼？」媽媽喜笑顏開地回答道：「今天天氣這
麼冷，我們吃火鍋，好嗎？吃火鍋既有營養又暖和，最適合像今
天這樣的天氣了。」聽到吃最喜歡的火鍋，我高興地一蹦三尺高，
說：「太好了！太好了！」。我趕緊放下書包，跑到廚房幫忙。

進廚房一看……哇！今天的晚餐可真豐富呀！有我最喜歡
吃的牛肉、玉米、金針菇、海帶，但也有我不喜歡吃的豆腐、青
菜、白蘿蔔、番茄等。媽媽似乎從我的表情中看出了我的心思，
便跟我說：「今天準備了很多有營養的食物，比如：豆腐內含有人
體必需的多種微量元素，還含有豐富的優質蛋白；青菜裏面含有
必需的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等營養物質；青椒能增進食慾，幫助
消化，促進腸道蠕動……小朋友一定不能挑食的哦！」我聽完後，
答應媽媽晚上嘗試一下。

	「晚飯準備好啊！快來吃飯呀！」，我擺完碗筷後叫爸爸和妹
妹一起吃飯。在餐桌上，我和妹妹都聽從了媽媽的建議，嘗試了
不少我們之前不喜歡吃的食物。媽媽看着我們狼吞虎嚥的樣子，
忍不住笑了，誇我們改掉了挑食的壞習慣。

在寒冷的冬日，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着熱騰騰及有營養的火
鍋，這個感覺真是棒極了！

這是我在家弄有「營」的一餐，你覺得如何？我對你的學習模
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
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胡栩菡
二月十四日				

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
同學們：

你們好，我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五普班的學生黎琰鎵。我很
榮幸能參加這個交流活動。我今天要
介紹如何在家弄有「營」的一餐。

你們有在家弄有「營」的一餐嗎？
我就有這經驗了。因為我喜歡吃西蘭
花，所以菜單上就會有比較多有西蘭
花的菜式。

我的菜單裏有：檸檬紫色西蘭
花、紫色湯飯、還有瑤柱蒸水蛋。其
實檸檬紫色西蘭花並不是紫色的，為
甚麼我會說它不是紫色呢？因為當紫
色西蘭花接觸到檸檬的時候就會變成
粉色，原理就跟蝶豆花差不多。還
有，為甚麼我會說飯也是紫色的呢？
因為我把紫色的西蘭花放在電飯煲裏
和米飯一起煮，所以飯就會從白色變
成紫色。

這是我在家弄有「營」的一餐，你
覺得如何？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
習慣也很有興趣，不知道你是否可以
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
你的分享。

祝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黎琰鎵
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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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同學：

你好！我是李欣嶸，我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小五學生。前幾天，爸爸給我買了一本書
——《人工智能》。這本書很有趣，讓我告訴你吧！

這本書介紹了很多關於科技上的知識，例如
「模擬飛行2020」和「格鬥機械人刀光劍影」，「迸發
科技的火花」等。「模擬飛行2020」已經發佈有一段
時間了，但它的熱度一點也沒有退卻。如果你還沒
聽過它的名字，可以閱讀此書！它是微軟推出的一
款極其逼真的飛行模擬遊戲，玩家可以坐在虛擬駕
駛艙裏操縱飛機飛行，去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模擬飛行2020」在電腦上的安
裝大小有152GB——確實佔了不少的容量，可是
這區區152GB卻能包含整個世界的精緻地圖呢！

《人工智能》這一本書可以給我們學習到很多
關於科技的知識，我推薦你買這本書，學習知識，
增廣見聞。

這是我的讀書心得，你覺得如何？我對你的學
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是否可以跟
我談一談，期待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李欣嶸
二月十四日

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們：

你們好！

因為新冠病毒的疫情，過去一年的時間大部分
我都留在家裏避疫。在這段時間，我就趁機學習我
夢寐以求的技能：Micro-bit.

Micro-bit就是英國廣播公司和微軟創立的小
型電腦，它亦能在網頁上進行編程的。你只要把不
同的方塊組成，就能創造不同的圖案、音樂和遊戲
等。我就在Micro-bit中創造了一個「搖搖抽籤器」，
創造的過程十分簡單。

Micro-bit的編程對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因為
沒有了它，我就喪失了對編程的興致，亦不能享受
編程的樂趣。

這是我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知識或技能，你
覺得如何？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
趣，未知你是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
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身體健康

羅千奕
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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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

我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五普班的蔡曦陽，
很高興可以參加到今次的「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和認識
你。我想分享一下我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東西。

我記得有一次我迷上了廚藝，我常常都開啟電視，
目不轉睛地看着廚師純熟地炒蛋及煎魚。我對着電視的
熒幕上的食物垂涎三尺，於是我想自己懂得做飯，這樣
我就不用爸媽做飯了，也不用辛苦他們，我覺得這是一
個很好的技能。

當我踏進廚房的門口時，我發現原來媽媽正在用平
底鍋煎着令人垂涎欲滴的荷包蛋，她見我那麼好奇，就
問我是不是想嘗試一下。我的眼睛立即閃閃發亮，媽媽
不用問我也知道答案了，所以她就打開冰箱，拿出一隻
巨大的雞蛋，從櫃子裏拿出一隻碟子，準備教我煎荷包
蛋了。

我弄破雞蛋的外殼時，感到既興奮又緊張，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煎荷包蛋。然後，我就把紅橙色的蛋黃倒
在那個正在發出喳喳聲的平底鍋上，突然，平底鍋上的
蛋黃立刻變成焦黑的顏色，還有很多熱燙燙的小滴油彈
出來，好像抗議平底鍋太熱而跳出來。在那千鈞一髮之
際，我的動作顯得手忙腳亂，手足無措，但當我遲疑了
一會，那荷包蛋已經變成黑炭了，如果這荷包蛋是別人
做的，我當然會笑一下，但今次我真的笑不出來了。

我頓時感到很像一事無成，但媽媽不斷鼓勵和安
慰我，我也重拾信心，繼續嘗試。最後，經過不斷的嘗
試，我終於可以做出我人生中第一隻美味的荷包蛋！我
感到又開心又感動，因為當媽媽吃着我做的荷包蛋時，
她說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荷包蛋，我心裏美滋滋的。

這是我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東西，你覺得如何？我
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都很有興趣，未知你是否可
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新年快樂
學業進步

蔡曦陽
一月二日	

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校長、老師
和同學們：

大家好！我叫張睿，今年十歲，現在就讀
於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我是一名五年
級學生，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讀書心得。

我的學校坐落在香港繁華的購物天堂——
銅鑼灣，附近設有香港中央圖書館，還有寧靜
的維多利亞公園。我的學校裏有一個美麗的地
方——圖書館。

圖書館是每個同學最受歡迎的地方，一下
課，同學們便湧向圖書館借自己喜愛的圖書。
圖書館裏藏書豐富，種類繁多，有小說、漫
畫、經典名著精選、科學探險……其中，我最
喜歡的便是《福爾摩斯》，書內講述了福爾摩斯
和華生破了一宗又一宗的案件。他們讓我知道
在緊要關頭時要保持冷靜，還要細心地觀察分
析。我被福爾摩斯敏銳的觀察，超眾的能力深
深折服，我太崇拜福爾摩斯了。圖書館還有很
多的書籍可以供大家借閱，充實自己。

我們的老師會經常向我們推薦一些適合的
圖書讓我們閱讀，每當同學們閱讀完後，都會
把自己的體會記錄在《閱讀檔案》內。日復一
日，書看多了，優美的語句也越來越多，寫也
寫不完。我們汲取知識日益豐富，作文的時候
也不用再犯難了。	

這是我的讀書心得，你覺得如何？我對你
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是
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
的分享。

祝

生活愉快
學業進步

張睿
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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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同學：

你好！我是鄧穎僖，我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小五學生。	我現在跟你分享我一些讀書心得，這些心
得有些是媽媽教我的，有些是從網上學習的，也有些則是同學們跟我分享的。我在逐一嘗試，找出最有效的方
法，希望你也一起嘗試，我們一起找出最有效的方法吧！

心得一： 適時的休息

許多研究都指出，大腦能夠專注在吸收知識與學習的過程中，是有一個最能夠專注的時間範圍，若超過一段
時間後，大腦的學習效率就會開始急速下降，會讓你有一種一直在「看字」，卻「沒有」理解字面上想表達的意思。

而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建議，大約是每讀書25 - 35分鐘後，至少要起來走動、讓眼睛休息或是補充一些營養
（讀書是會使用腦力及熱量的），最少休息5 -10分鐘以上，來幫助大腦重新調整狀態後，再回去繼續讀書；不過
因為每個人讀書的專注力不同，可以透過慢慢的累積經驗，再去評估大概讀書經過多長的時間後，會開始慢慢無
法專注，此時你就可以算出平均時間，在休息時好好的放空大腦，並能休息一會兒。

我的經驗是每讀書25分鐘，	便休息10分鐘，很有效呀!

心得二：分段式讀法

不論唸什麼科目、什麼書籍，基本上都會有分各種不同的主題、章節與段落，建議可以透過將各個主題及
章節進行分段，不需要一次讀完整個主題或章節。

可以先用最快的速度大概瀏覽一遍，了解此主題或章節所要探討或表達的內容，讓心裏有一個「底」，接著
再回去開始「細讀」。

我都很喜歡用這方法來慢慢消化書中的內容呢，尤其是中文課文！

心得三：撰寫筆記

除了讀書之外，也可以準備紙和筆，將重點與自己的理解內容記錄於紙上，好加深讀書的印象，並透過自
己的筆記，重新釐清讀書過程中所領悟的知識與邏輯，以便於後續的複習與思考。

我都很喜歡這個方法，並通常用於常識科溫習，把每課重點寫下，並不斷重複溫習以準備考試	。

心得四：在書中畫重點

可以在書中用不同顏色的螢光筆，或是不同顏色的原子筆來點出重點，主要是可以清楚地找到該段落的主
要資訊，並且加深對於該內容的印象，有點類似「視覺記憶法」，這是透過顏色來進行記憶上的刺激。但如果書是
借回來的，就千萬不可在書上動手腳了!

我筆袋內總是有四枝不同顏色的螢光筆呢！這方法亦可為書本減少沉悶感，添加色彩呀！

以上是我的讀書心得分享，你覺得如何？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是否可以跟我
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鄧穎僖
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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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們：

你們好，我是楊展穎，我是軒尼詩道官立
小學（銅鑼灣）的六年級學生。我很榮幸能參
加這個「姊妹學校交流計劃」，並很高興認識
你們。我今天要介紹的是特別的學習天。

今年，我當上了幼童軍隊長，並參與了升
旗隊的訓練。我初時還以為這是一樁簡單的任
務，但在第一次嘗試後，才知道升旗手的工作
殊不容易呢！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要用心留
意，才可完成一次莊嚴的升旗禮。

這短短的升旗過程，需要配合國歌播放
的節奏，把旗幟徐徐升起，並在國歌奏完的剎
那，把旗幟升至旗桿頂，讓所有人肅目敬禮。
上升的速度要平均，不應一時快一時慢，拋
開旗幟時要辨識風向，旗幟才可張開，隨風飄
揚。我在老師的鼓勵下反覆練習，開始掌握到
恰當的升旗節奏，真不容易啊！

這是我的一個特別學習天，你覺得如何？
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
知你是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
收到你的分享。

祝

身體健康

楊展穎
二月十四日

14th February, 2021

Dear Dong Feng Dong Road Primary School’s classmate,

Hi ! I’m Lincoln,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some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that I learnt in this year. Due to the 
pandemic, most of the schools in Hong Kong are closed. 
Students need to stay at home for online learning. As a 
result, I always stay at home to learn some computer skills 
and develop my hobbies online. My most favorite hobby 
is making RC (Remote Control) airplanes. I have used the 
computer skills that I learnt to fi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RC 
airplanes through the Internet.

During the process, I have found many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eparation and precautions of building RC 
airplanes. For example, when making RC airplanes, I need to 
prepare a lot of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such as motors, 
foam boards, controller, receivers and batteries, etc. Before 
it can fly, I also need to check the plane’s COG (Center of 
Gravity),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peller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ceiver and the controller.

 Now I’m going to make my first RC airplane, I hope 
that I can show my RC airplane to you in our coming online 
meeting.

These are my tips on learning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What do you think?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learning 
mode and your daily habits. Would you mind having a chat 
with me? I look forward to your prompt reply.

Best wishes,

Lincoln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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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 February, 2021

Dear Dong Feng Dong Road Primary 
School’s classmate,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my special 
learning day —Chinese Culture Day at 
school which was held on 21st, January 
2020.

There were two events in Chinese 
Culture Day. At first, we learnt different 
kinds of Chinese tea, such as Pu Er tea and 
Tie Guanyin tea. The teacher who taught 
us was very nice. She also taught us how 
to distinguish the colour of tea and where 
they were found. In the end, she even 
invited my classmate to follow her steps 
and so he could show the others how to 
make Chinese tea!

The venue of the second event was held 
at school playground. There were some 
booths which were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snacks, such as Ding Ding candy, egg 
waffles and maltose. The snacks tasted 
great and I hoped booths could be set. As 
to get the snacks, we waited for quite a 
long time.

I like this my special learning day 
because I learnt a lot about Chinese 
Culture. Sadly, due to COVID-19 pandemic, 
this year we can only have this activity 
online.

I hope it’ll still be fun!

Yours,

Sophie Tsang

14th February, 2021

Dear Dong Feng Dong Road Primary School’s classmate,

Hi! It is my honor to write to you. I am writing to tell you some 
tips on learning English. Perhaps you think learning English is 
challenging, but it is not! English is not difficult to learn! I want to 
tell you some fabulous tips on learning English.

Reading books is a good way to learn English. Reading some 
fascinating English fictions and books can help learning English. 
You can learn grammar, spelling, and writing during reading. 
When you read, you can read aloud the words so that you can 
also improve your oral speaking. It is an easy way to learn 
English.

Not only reading books, searching for some words that you 
don’t know with a dictionary is another way of learning English. 
For example, you don’t know what the word ‘punctual’ means, 
then you can look up the meaning of it on the Internet or on 
dictionary. You can learn a brand- new word then!

Moreover, there is a fun way to learn English too. What is it? 
We can learn English from watching cartoons and movies! You 
can watch them and then learn how to speak English. 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English!

There are some wonderful English fictions that you can find in 
bookstores or libraries. Here are some titles of the fictions I share 
with you: ‘Matilda’, ‘The BFG’,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The Witches’, ‘Harry Potter’ and ‘Charlotte’s Web’.

These are my learning tips. What do you think?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learning mode and your daily habits. Would 
you mind having a chat with me?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prompt reply.

Best wishes,

Char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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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余文楓。我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的六年級學生。我很榮幸能參加這個「姊
妹學校交流計劃」，並很高興認識你們。我今天要介
紹的是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知識和技能。

過去一年，新冠肺炎肆虐香港，學校實施了
網上教學。這一年，我學會了如何利用網上平台學
習，也學會了如何在網上和同學討論問題。因為這
是我第一次使用電子學習平台學習，我也學到如何
使用不同的功能鍵來發問和回答問題。

同時，我也學會了在網上繳交功課。我會先用
手機拍下功課，然後以電郵方式傳送功課給老師。
老師批改功課後會以電郵方式把功課傳回給我改
正，真方便。老師還會用通訊軟件和我們聯絡。如
果我有什麼問題，我也可以透過通訊軟件和老師溝
通。

這是我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知識和技能，你
覺得如何？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
趣，未知你是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
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身體健康

余文楓
二月十四日

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

你最近好嗎？我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六勤班的何彥澄，我今年十一歲。今天，我會跟你
分享我的讀書心得。

每天放學後，我會盡快地完成功課，然後用
大約一小時去温習當天在校學到的知識。温習完畢
後，我便做運動和閱讀課外書。晚上，我會和家人
一起談天和看電視。

當我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會用不同的
方法去解決。如遇上不懂的生字，我就會查字典；
但當遇到一些不能用字典解決的問題，我就會請教
老師、家人和同學或瀏覽互聯網找尋答案。

我最喜愛的科目是數學科，因為計算數學問題
能夠訓練我的思維。我認為要獲得理想的成績，一
定要平時多加練習，所以每星期我都會用大約一小
時的時間來做練習，使我能在考試中能快速地完成
新題目。

這是我的讀書心得，你覺得如何？我對你的學
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是否可以跟
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何彥澄 
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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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 February, 2021

Dear Dong Feng Dong Road Primary School’s classmate,

Hello! How are you? My name is Kyra and I’m a primary 6 
student.

Because of this pandemic, classes were suspended and 
we have more free time to stay at home. What did you do? 
Let me share about what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I’ve 
learnt in this year! 

First of all, let me share about what knowledge I’ve 
learnt. I love learning new language very much. And I started 
learning Portuguese online. It is much harder than English! 

Also, during these “holidays”, I studied some more about 
planting. I have a garden in my house, but I didn’t have time 
to “decorate” the garden before. So I read some books about 
planting flowers and I started to plant some beautiful flowers.

Now, I’ll share skills I’ve learnt this year. I live with my 
auntie and uncle in the same estate. My uncle is a roller 
skater, my brother Kyle and I are very interested to learn 
roller skating. So we sometimes learn roller skating in our 
garden during our leisure time. It is really fun that it has lots 
of interesting movements to practise.

And I’ve also improved my cooking skills a lot! I’m good 
at making desserts, so I sometimes bake cookies and cakes 
during weekends. For example, I made raspberry chocolate 
mousse cake, earl grey chiffon cake, chocolate cookies, etc. 
My auntie is a chef too and I sometimes go to her house and 
learn how to make desserts.

Although we need to stay at home all the time because of 
this pandemic, we still can do some activities at home to best 
utilise the time. This is my learning new skills and knowledge. 
What do you think?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learning 
mode and your daily habits. Would you mind having a chat 
with me? I look forward to your prompt reply.

Yours,

Kyra

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校長、
老師和同學們：

大家好！我叫曲奕澤，今年十一歲，現
在就讀於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我是
一名六年級學生。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在過
去一年裏所學到的新知識。

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學了不同種類的編
程 語 言 ， 例 如：Ruby，Python和HTML，
CSS，CSV。甚麼是編程語言呢？平時我們
玩的手機遊戲，其他的應用程序裡，都隱藏
着不同的編程代碼，這些編程代碼就是用來
維持應用程式的正常運作。

我每星期都上一堂課，老師一直教導
我編程的技巧和注意的地方，例如當打錯代
碼或是用錯符號時，把錯誤的代碼修正的過
程，我們稱之為Debugging。我每一堂課都
有一些課後小練習，這些練習大部分可以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到，例如在某一個網站中提
取一些資料，又或者用編程語言來製造一個
小遊戲，例如：「石頭、剪刀、布」。

雖說學習編程的過程不那麼容易，但是
凡事都必須堅持，知道錯在哪裏就改正，不
斷練習，大家都能夠成為一個編程學家。

這就是我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知識了，
聽完我的介紹，你會不會對編程感興趣呢？
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
未知你是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
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生活愉快

曲奕澤
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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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 February, 2021

Dear students of Dong Feng Dong Road Primary School,

How are you? Do you have your winter holiday?

My English is pretty good.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some tips on learning English.

At first, I didn’t like English at all. Also, I didn’t want to 
read any English books. But, unexpectedly, I loves it. Guess 
what? I was doing a book report at that time. I found an 
English book casually in the library. Wow! This book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en, I began to read English books. Now, I’m 
interested in reading English books, watching English movies 
and so on.

Reading is very important and is of great use for learning 
English. Reading can develop our sense of language, 
improve and expand our vocabulary. Of course, reading 
improves our writing ability as well.

Sometimes, if I have free time, I will watch famous films, 
such as Harry Potter. This is the most brilliant film I’ve ever 
seen. I’ve already watched the whole movie series. Watching 
English movies can improve our oral language effectively. 

This is my tips on learning English.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y great? I’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learning mode and 
your daily habits. Would you mind having a chat with me? I 
look forward to your prompt reply. 

Yours sincerely,

Xie Yi Nam

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黃樂言。我很榮幸能參加
這個「姊妹學校交流計劃」，並很高興認識你
們。我今天要介紹的是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
知識和技能。

在過去一年，我學到了不少知識，其
中數學科給我的印象最深刻，那麼就從它來
說起吧！數學是我最喜歡的科目。在我唸五
年級時，數學科有數之不盡令我感興趣的知
識，例如：小數四則運算、旋轉對稱、簡易
方程等。在我不懂得運算的情況下，我會主
動向老師請教，探究數學的問題。

另外，我在不同學科也學到了很多新知
識：在中文科，我學會了新的說明方法；在
英文科，我學會了運用「現在完成式」來描
述已經完成的動作；在常識科，我了解到現
今的科學及科技發展。我在過去一年獲益良
多，希望新一年能夠再接再厲，做到最好。

這是我過去一年所學到的新知識，你覺
得如何？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
有興趣，未知你是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
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身體健康

黃樂言
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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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各位同學們：

你們好！第一次跟你們寫信，心情有些緊張，
也有些興奮。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疫情給我們的生
活帶來了變化，而我們也改變了學習模式，讓我給
你們介紹一下我「特別的學習天」吧！

今年學校實施網上教學，學校設有學習影片
和視像課堂。老師透過電子平台教授我們新的知
識，我們完成功課後要上載到網上交給老師批改。
最初，我需要媽媽的協助，後來我學會了自己交功
課。相比往年親身交實體功課，網上交功課的步
驟複雜很多，而且我覺得網上學習始終缺少老師和
同學之間的互動，上課氣氛也沒有在學校面授那麼
好。希望疫情快點過去，讓我們可以像以往那樣重
返校園，重新過愉快又難忘的校園生活。

這是我「特別的學習天」，你覺得如何？我對你
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是否可
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分享。

祝

生活愉快

黃進譽
二月十四日

親愛的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小學的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林沁蓓。我是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銅鑼灣）的六年級學生。我很榮幸能參加這個「姊
妹學校交流計劃」，並很高興認識你們。我今天要介
紹如何在家弄有「營」的一餐。

這道菜式名叫「童心」。製作這道菜式，我們需
要準備以下材料：白飯、雞肉、西蘭花、車厘茄、
本菇、紫菜、士多啤梨和藍莓。首先，我們要煑白
飯。之後，將西蘭花、雞肉、本菇放到鍋裏，用半
茶匙鹽白灼。完成後，用保鮮紙將煮熟的白飯包成
麵包超人圓圓的臉上碟，再用紫菜剪出麵包超人的
眉毛、眼晴和嘴巴，又把車厘茄放在圓圓的飯團中
間及兩旁，做出麵包超人的鼻子。最後，用刀把車
厘茄斜切做成心型作裝飾，用細刀把士多啤梨切成
一片片，組成玫瑰花的圖形便可以了。

為何我會做這個菜式呢？因為麵包超人的正
面心態就是「分享」:將自己有的都分享給別人，希
望每個人都可以不飢餓、不爭執和不自私，世界和
平。這道菜式簡單易做，低鹽健康，顏色豐富。小
朋友可以自己做，又或者和家長一起做，是一項留
在家抗疫的健康親子活動。大家不妨在家嘗試做這
道菜吧！

這是我在家弄有「營」的一餐，你覺得如何？
我對你的學習模式、生活習慣也很有興趣，未知你
是否可以跟我談一談，期望在很快的將來收到你的	
分享。

祝

生活愉快

林沁蓓
二月十四日

Message from
Hannah Chan

Message from
Cynthia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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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在六月本校校長、師生會與姊妹學校師生進行視像交流，惟廣州市剛巧在此時
發現新冠病毒變異病例，疫情防控正處於關鍵時期。我們雖然身處香港，也身同感受！

因此，我校校長聯同學生立即設計心意卡、製作加油短片，為他們送上祝福、
問候和鼓勵，為他們打氣！他們師生亦非常感謝我們的心意。

結  語

姐妹學校加油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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