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莉的日记 （六年级）
2013.1.21 星期一 天氣晴
今天又可以見到媽媽了。我真高興。因為“遠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我的呼吸都激動的快停止了。真高興啊！！

2013.1.24 星期四 晴
今天晚上我一吃完飯就幫媽媽洗碗，媽媽洗第一次，我洗第二次。每
一個碗
我都洗得乾乾淨淨的。媽媽表揚了我呢！！這開心。

2013.1.27 星期日 晴
今天我們騎車去玩。我騎自行車，紅姐騎電動車載這二姐。因
為我喜歡騎自行車。我們玩了一整天，滿是都是汗。我們玩得真開心，
夠瘋狂。

2013.2.24 星期日 晴
今天元宵節，我祝大家“人月兩團圓”。送一碗元宵，傳遞我關
懷。體貼
餡兒，溫馨更浪漫，甜蜜做皮兒，滑滑更甜甜。
祝大家元宵節歡樂連連！！

2013.3.11
今天真是好日子。我們溫柔家人人興奮不已，因為張靜姐終於病
好回來了。終於又可以見到張靜姐。聽見張靜姐那悅耳的聲音，看到
張靜姐那美麗的臉龐。。。。我們都手舞腳蹈。
張靜姐，歡迎你回到兒童村！！



鐘玲的日記 （三年級）
2013年1月24日 星期四 天氣：晴
今天下午，我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突然想起來玩捉小
鳥，可是又想起老師說過“我們不能去傷害小動物”，我就
停了下來。我想，我這麼做，就是對的，你們也要學會不去
傷害小動物哦！

2013年2月9日 星期六 天氣：陰
今日就是我們最快樂的日子吧！那就是我們的過年，說起
過年，就很想我的媽媽了，因為過年大家都應該在一起，可
是我們家卻少了一個，就是我的媽媽了，我多希望她能快點
回家，一起過個快樂的年呀！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媽媽會開開
心心快快樂樂的回來過一次最歡快的年。

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天氣：晴
爸爸曾經說過，只要是星期六又是個晴天，就要帶我們去
街上玩。我每週都在等這一天，啊！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我們去街上，玩了很多的遊戲，可是把錢用了很多，我知道
後，以後，不應該這樣的。

2013年2月24日 星期日 天氣：晴
時間過得可真快呀！都又要去上學了，不過我答應過我的
爸爸在最後一次考試中都要考九十分以上，我相信我自己一
定能考得到的。今天也是元宵節，那我就祝你們過一個快樂
的元宵。

2013年2月26日 星期二 天氣：晴
今天我就要開始在兒童村裏生活了，今天的生活和在家裏
生活就不一樣了，家裏的生活很勞苦，很貧窮，而在這的生
活就是快快樂樂的，和夥伴們一起學習了。

2013年3月10日 星期日 天氣：陰
昨晚上，我做了一個好夢，夢見我們全家到天上、白雲上
玩耍，夢裏的雲比真實的雲美多了，有的像床、傘、花朵、
鳥等，等我醒來了，還想著做的美夢，多想再回到那個世界
上啊！



古嬌的日記 （初中二）
1月28日 星期一 晴
今天一年級的弟弟拿通知
書，真巧，我們今天也拿通知書，不知這次考得怎麼樣，我想英語應該考得還
可以，但還是不好，中午弟弟回來了，他還得了一張獎狀“優秀之
星”，他語文98.5，數學99，英語88，他就是英語不好，
他說過我一定會把英語學好的，弟弟加油！我相信你，我也會加油的。

1月30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向老師打電話問成績，老師說，等會兒給我發過
來。吃完飯，我看手機，老師把分數全都告訴了我，在年級
上500多名去了，還說：“需要好好反思了哦”！我看了心
裏十分傷心，但我又給老師發了：“謝謝你”。那句話隨時
在我耳邊響起，隨時提醒我、督促我“命運是靠自已創造
的”，加油吧！令我最喪氣的一科就是數學沒考及格，真是
太令我失望了，傷心、難過，我一定會發揮出我最大的努力，
去學好每一科。

2月10日 星期日 晴
早上，我們吃了團圓餃和湯圓，吃完後，我們一家人都去
爬俄羅山，那裏人山人海，真是太壯觀了，我們幾個比看誰
先爬上去，大姨說：“贏都有獎”。我們都各不相讓，爬在
中途，我早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但我並沒有放棄，看著爬
在前面的姐姐，哥哥，我不由得想我會贏的，看著後面的弟
弟妹妹們，我不由得在偷偷的竊笑，最終還是哥哥拿了第
一，他的獎是50元。下午，我們在西平去玩，我去找找我
以前的同學去玩了，我們一起在文影朗和別的地方買了幾支
特別好看的筆，今天真開心！

3月6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下午，我們舉行了開學典禮，開始，劉主任對我們上
學期的期末成績做了一個簡單的小結，我們比第二名的學校
高出0.01分，我們以0.01分拿到了全縣第一名，學校還對
學生表現突出的學生髮了獎狀，第一名獎300元，其中李恩
虎獲得了20元和優秀學生獎。鼓勵我們在新的一年裏，認
真學習，超越前程，還要每學月考試之前制定目標。



吳賢偉
2013年3月16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們看了一部電影叫做《桃姐》，教會我們要學“回
報，”受過別人的恩就要用心來回報，別人幫過你，你也應
該在別人有困難的時候來幫助別人。



馬宇豪的日記
2013年3月15日
今天我們要去春遊，許阿姨把好吃的東西給我們吃。到了
地點，我們就開始玩了起來，有的抓螃蟹，有的大吃大喝，
我就把一個蘋果吃了就飽了，我也去抓螃蟹了，我抓了兩
隻，但是我想到螃蟹也有生命，就把它放了，我真高興。



張倩的日記 （初中二）
2013.1月21日 星期一 天氣晴
陽光明媚，照耀著整個大地，似乎今天的天氣跟我的心情一樣。
回到家中，我格外的開心，因為能同我久違的親人團聚，自然是一見
值得可喜可賀的事情。歲月匆匆，夜幕降臨，我為家人做了一頓可口
的飯菜，他們都誇我在兒童村學好了，懂事了。

2月1日 星期六 天氣晴
“梅花香自苦寒來”想起這句詩，我便起了興致去看看我們家的
臘梅開了沒有。當我走到臘梅樹下，抬頭仰望臘梅，這似乎就是一个
奇跡。臘梅樹上開了許多臘梅花，也有許多含苞待放的。不一會，襲
來一股花香，芬芳撲鼻。扭頭，便看見櫻桃花也開的正旺盛，雖然開
得好，但卻沒有一絲的香味，正所謂“無論什麼都不能只有外表華
麗，而裏面是那麼的枯燥。” 用句成語那便是“外強中乾”。我最
喜歡的花就是梅花，因為它經歷了苦寒才有來日的芳香。也象徵著人
生必然有許多的挫折，只有經歷挫折以後才會有晴天。
今天的領會還真不少。

2月8日 星期五 天氣：晴
暮然回想，這些天我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光。現在覺得其實我並
不十分懂事。古語道“苦海無涯，回頭是岸.” 如今的我應該振作起
來，為著美好的明天努力。

2月9日 星期日 天氣晴
過年了，今天是大年三十夜。俗語說“守歲守到天亮，活得更長久。
”不管這話是真是假，我都會守歲到天亮。這個晚上，我覺得有
些乏味無聊，如果現在是在兒童村的話，相信有很多活動。

2月24日 星期日 天氣晴 今天是在家的最後一天了。對家裏的人和事都有些留戀。但又仔
細想想，如果我不回兒童村的話，那我便不知道將來的我會是怎樣
的。我應該感謝兒童村給我這個機會。



張強的日記 （六年級）
2013.3.2 星期六 晴
我呀，是一個科幻迷。
每當拿著一本科幻書，我就像饑餓人撲到上面，愛不釋手。曾經，我
將書帶到浴室去欣賞，感覺科幻的世界。《快樂星球》讓我和主人公
樂樂一樣勇敢，自信的“變身”；《哈利波特》讓我認識到邪惡不能
戰勝正義務;《嬰兒的淚水》讓我再一次經受了愛的洗禮。
徜徉在科幻的世界，它會讓你更富有意義。

2013年3月17日 星期天 陰
今天下午，我去數學班補習，這一次補習很歡樂，一上課，我們
就有說有笑，我們把知識復習了一次，再把一些難題做了後，霞惠姐
說：“把知識復習了，一定要長記，長運用，才能解難題”。正是如
此，我解題的思路更多了，我一定要把這句話記著，將來考了高中，
還是霞惠姐的功勞呢，因為她不辭辛勞地為我們付出汗水。



楊浩天的日記 （五年級）
2013年1月22日
今天，我十分高興，因為今天回來夢寐以求的家鄉了，但我很想
念兒童村，想快點開學，想回到那快樂的生活中，但我昨天才回來是
不可能過幾天就去兒童村，我希望快點到2月25日，我希望有一位
姐姐在我身邊為我講不會的題，但現在是寒假，我回到鄉下沒有姐姐
管，我十分不舒服，我想我不回老家該多好啊！不用浪費車費，不用
再吐了，但每年暑寒假我們都要回來，我在鄉下沒有那麼多的朋友，
也沒有那樣的健身器材，但是我有兩個弟弟，雖然不是親弟弟，但對
我很好，人很大方。

2013年1月29日
今天，天氣晴朗，我沒有什麼好玩的就出去走走玩，
從1：00玩到了5：00回來吃飯，我吃了飯就去睡了。

2013年2月6日
今天，我好想兒童村，好想那麼多的朋友跟他們一起玩，下午，我坐
在家裏寫到3：00出去玩，玩到5：00就回來吃飯了。



何甫的日記 （五年級）
2013年1月21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我要回家了，我特別高興。我一直在那等，一直等，
等我餓的時候，因為我早上沒吃早飯，所以我從書包裏拿
出我昨天沒吃的水果---apple，剛吃一口就聽見有人叫我
---呀，大爹。

2013年1月23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下午，我和大媽、大爹、姐和奶奶一起到大街上給我
買衣服，我們東挑西找，才找到了一件我很喜歡的衣服，它
大部分是藍色，它也很便宜八十元，我們用一百元買下來
了，找我們20元。

2013年2月3日 星期日 晴
今天下午，我終於寫完了寒假園地，這太讓我高興了，太
讓我快樂了，這下我可以好好的玩了，一直玩到過年。

2013年2月25日
今天，要來兒童村了。我一大早起了床。突然，手機響了，
看見上面寫的是“要去兒童村了” , 我好捨不得家，還想在
家。



郭楊日記 （四年級）
2013年1月28日
今天我感覺到非常無聊，因為姐姐他們都去領通知書
了。我一個在家，沒有什麼好玩的，我只好關上門，孤獨地坐在
屋子裏看電視，最後他們終於回來了，姐姐不僅帶回來了通
知書，還帶回了許多好吃的東西，真高興呀！

2013年 2月4日
今天早上，我，姐姐和爷爷一大早起来，就去赶场（赶墟）
了，在途中，我们要走一段路才行。在路上，我走得最快，
可是，在爬坡时，我掉到了最后，那时，我累得汗流浃背，
我一直嚷着：“休息一会吧”，可爷爷和姐姐一点儿也不累，
就像旁若无人一样向前走，我只好一直跟着他们走。今天真
倒霉，我记住了，在好的路上保存体力，等在不好的路上才
行，要不然，就吃亏了。

2013年2月12日
今天下午爸爸又去趕場（趕墟）了，婆婆又去看牛了，我和姐姐兩個人在家，一點也不好玩，所以我只好和姐姐一起
做作業，我寫著寫著就入了迷，很快就把寒假園地做完了，
真高興呀！

2013年3月15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我领了零食，就高高兴兴地排队去了，我们在学
英语的时候，翠西姐正教着英语，这时，霞惠姐来了，说：
‘郭杨，胥冬，你们中间这块纸是谁的”？我们看看地下都
异口同声的说：“不是我们的”，我们刚说完，霞惠姐就低下
头把纸捡起来扔进垃圾桶，我惭愧的低下了头。我后悔我没
把纸扔进垃圾桶，我后悔我没有那种文明品德。



何佳欣的日記 （五年級）
2013年1月22日
早上，推開窗戶，看著晴朗的天空，聽著悅耳的鳥叫聲，
今天我們要上街玩，我來到了我二媽的家，到來二媽家的第
一件事是給二媽燒水，第二件事叫二媽起床，我覺得我今天
非常好，幫二媽做家務洗碗、擦桌子、掃地、拖地等，我十
分開心。

2013年2月3日
時間如同流水一樣，轉眼間就到了2月3日，也離上學的
時間也慢慢地近了，今天我和我的好朋友何沙俐一起玩耍，
我們玩的非常高興，一會兒看電視，一會兒打羽毛球，一會兒打乒乓球，
十分開心，今天的日記分享到這裏。

2013年2月7日
今天晚上，冷風凜凜，我們屋裏吃著熱乎乎的湯圓，十分
好吃。

2013年2月10日
今天，是除夕，我們都十分開心，今天晚上我和姐姐在家
裏看春晚，婆婆、爺爺、大媽、大爹去二媽家打牌，只有婆
婆在看她（他）們打牌，哥哥和妹妹去樓上打電腦，我和姐
姐在家裏看的炯炯有神，小品真的快讓我的肚子笑破了。

2013年2月12日
今天是大年初三，我的小姨、三爺來我們家，我們準備了
豐富的午餐，有香腸、臘肉、豬舌、豬肝、豬耳朵，十分好
吃，真快樂呀！

2013年2月24日 今天是元宵節，也是在家的最後一天，我和哥哥、妹妹玩
耍十分開心，我的心情十分平靜不下來。



李好的日記 （二年級）
2013年1月25日 星期五 天氣晴
今天上午，我在家裏玩滑板，不一會兒，我就有一點會滑
了，於是，我就慢慢的滑啊滑啊，然後，我就到我們家前面
的那個空地去滑了，沒想到我的技術就變得更好，於是我就
每一天都在滑滑板了。

2013年2月6日 星期二 天氣：陰
今天下午，我們家所有的人都要去秀水中心衛生醫院去看
外公，他在4層樓的25號病床，因為他的手骨給斷了。我
們還給他買了很多有營養的水果，有蘋果、柳丁、香蕉，然
後我們在那裏說了一會兒的話，我們就買我們回家過年需要
用的和需要吃的和玩的，就到車站坐車回家了。

2013年3月15日 星期五 天氣：晴
今天我們全校師生都要去春遊，我們在路上非常開心。人
民公園的路旁邊都是花花草草的，我們進去了人民公園裏也
是花花草草的，就像我們學的第四課的古詩一樣，一個是詠
柳是寫有關春天的，還有一個是小池有關夏天的一首詩，還有一個是草，
是有關春天的草。我們進去了後，老師就叫我
們集合去找春天，我們就和老師一起去了桃花園，裏面的空
氣非常清新，每一棵桃樹都長滿了粉色的桃花，老師還帶我
們去了油菜花園，從上面看是黃澄澄的油菜花，從下面看是
綠油油的根，然後我們就玩了一會。吳闖問我：“我們是來
餓肚子的還是春遊啊？”我說我也不知道啊！我們吃午飯
時大家吃的很飽，然後我們就排了隊回家了。



何雙龍的日記 （六年級）
2012.2.21 星期一 晴
今天我回到我久別的家，真開心。

2013.1.24 星期四
今天晚上我到我爺爺那裏去睡覺。我們坐在床鋪上邊剝花生邊看
電視，真開心，心裏有著一種幸福感。

2013.2.1 星期五
今天我和弟弟騎單車去玩。我騎他坐在上面。我們下坡了，沖呀！
可不知道發現了啥情況，我的車子猛烈的抖動起來，幸好我及時刹
車，好危險，還好我刹車了，差一點就遭殃了。

2013.2.20 星期三
今天是20號了，再過五天就要離開我的爸爸了，真懷念家裏的生活。父親為了生
活，每天辛辛苦苦的掙錢，想著我們家淘氣的小狗
“小 ”，真懷念。

2013.2.24 星期日
今天，我離開家的時間又快了一天。我卻再沒有心情去玩了。只
能留在家裏看看電視，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沒趣的一天。

2013.3.15 星期五
今天我很高興。我早早的來到了學校，開始了新的一天。今天我
們要去春遊。坐在車上我們要出發了。這是我小學生涯中最後一次春
遊。真懷念我們以前春遊和秋遊。因此我特地帶了陶笛為大家演奏。
我吹的和上次吹的同樣是“甜蜜的家庭”。我想老師和同學們就像親
人一樣。這學期一結束，我和同學見面的機會就少了，我要珍惜這些
機會。



李楊的日記 （五年级）
2012.2.25 星期五 陰
我們回家應經有五天了，過得真快呀！
今天我在玩芭比娃娃，弟弟問我是誰的，我卻說不知道。因為姐
姐不允許告訴任何人，所以我只好說了一個謊言。

2013.2.1 星期五 晴天
今天我在電話裏聽到爸爸要從雲南回家的消息。但也不是很確
定。電話裏的人說爸爸很可能九號回家。我真想爸爸快點回來啊，最
近雲南在打仗呀，真擔心爸爸，但我相信爸爸一定會平平安安無事的
回到我身邊。


2013.2.3 星期日 晴
時間過得可真快。由於我爸爸很想念我們，他又打電話來問候我
們了。我得知一個消息就是爸爸明天六點鐘就要回家了。爸爸今年縱
算可以回家過年了。但是少了一個親媽媽。媽媽你已有四，五年沒跟我們過年了。我真的好想你。真想讓你抱著我入睡，讓你教導我，但
這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實現了。
媽媽，你現在過得好嗎？


2013.2.13 星期三 晴
今天一大早，爸爸就把我們叫起來了。因為我們平時不認真寫作
業，所以爸爸就叫我們去種樹，讓我們看看讀書好還是幹農活好。
山上的路非常難走，一個不小心就會摔下山，就一命嗚呼。但還
好爺爺找到一條好路讓我們走。種了六七個小時才把書種完，但還有
兩塊地沒種。今天總算讓我知道讀書好了。

2013.2.25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回到了兒童村。一切都是那麼的熟識。晚上我便看書邊玩。
可小語這時進來了，收拾好東西，關了燈。其實大家都很想家，晚上
大家幾乎都在哭。而我沒有哭。因為人長大了，總要離開家學會獨立
的。

2013.3.10 星期日 晴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我們回到兒童村已經三周了。現在還真的
有點想家了。在家裏想兒童村，在兒童村就想家。
我們的同學來參觀兒童村，但是只看見了禮堂和操場，並沒有看
見其他的。一回學校他們都說兒童村真好，他們也想來。他們說兒童
村比家裏好。其實我覺得兒童村的條件都比家裏好。媽媽和家人也希
望我在兒童村生活，好好學習。我也想好好學習，可有時總要開小差。
從現在開始我要努力了。



黃永貴的日記 （六年級）
2013年2月25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我回到了兒童村，可是整天都愁眉苦臉，思念家鄉，
想家人，一想到還有這麼久才能回去和家人在一起。到了晚
上，身邊，沒有家人的陪伴，只能拿到婆婆的照片，但不經
不覺眼淚奪眶而出。在這個時候我想起了唐代詩仙李白的經典詩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默想完了看著婆婆的照片，想起了寒假時和婆婆渡過
的快樂時光，和婆婆一起幹活，一起吃飯，一起睡覺……等，
一起歡渡過春節…….當我抱著照片睡時，夢見和家人在一
起，手拉手一起說快樂的事。

2013年3月14日 星期四 晴
今天下午早放學，又沒有多少作業，我看朱叔叔他們在幹
什麼，一走過去，原來是在挖土。我也來幫忙。我鏟土在車
裏，鏟了一車又一車，最後，手都磨出血泡，可我毫不在乎
，悄悄休息一會兒又幹了起來，為了鏟土，把我累得汗流浹
背，到了吃飯時間我整整吃了三碗飯！

黃小語的日記 （二年級）
2013年1月20日 星期天 天氣：陰
今天張靜姐給我說：今天媽媽十點來接我。我很高興。十點了，
媽媽還是沒來。吃中午飯的時候，媽媽終於來了，我
非常高興！張靜姐幫我收東西，然後跟許阿姨她們道別了，
很不捨得她們，我會想念她們的！然後跟著媽媽高興的回家
了！

2013年1月22日 天氣：晴
今天，我和媽媽去上班！我們到了她的廠，然後媽媽開始
工作了。媽媽在工作，我在寫作業，一會兒，就到了中午，
我們就吃中午飯了。吃完中午飯以後，我還是做作業。到了
晚上，她們廠裏發了花卷，我們吃完以後，就高高興興的回
家了。


2013年2月18日 天氣：晴
今天晚上，我們去火炬大廈玩，那裏的風景太美了！我們
照了許多照片，每一張都非常好看！我們玩了一會兒，就開
開心心的回家了。


2013年2月20日 天氣：晴
今天天氣很好！2月25日就要回兒童村，又要和媽媽、
姐姐分開了。非常捨不得，真的不想和媽媽姐姐分開，但是，
又想念兒童村的人，所以我很糾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