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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跟爷爷奶奶学国画和书法

我的小天地

有趣的活动

天气里远观了这个奇迹。可是偏偏，

乌鸦和狐狸的故事 (续集)

中文六册学生：李安妮

马立平七年级：丁苏菲

毕业班学生：郑悠然

雾气象毛毯，象轻纱覆盖在大桥上，

马立平七年级：梅祖嘉

指导老师：张书伟

指导老师：孙瑜

指导老师：张勤

桥身时隐时现，显得神秘莫测。但

指导老师：孙瑜

今年六月，我的爷爷奶奶从中

每年我们学校都会有几个活

一个早上，狐狸正在树林里面
散步呢。太阳刚刚升起来，给照到的

我的小天地是我的床。我睡在

是，如果你走到桥上，却又是另外一

国来到美国和我们一起过夏天。奶

一个上下床的上面，我的弟弟睡在

动，其中一个是 TREPS。TREPS

番景象，你置身于一个雾蒙蒙的白

奶给我带了画国画的毛笔，宣纸，墨

下面。你可能会觉得上面很危险，但

是一个学生市场的模拟，让学生可

色世界，只见眼前的桥梁和汽车，其

树和草都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狐狸

和颜料。她还特意订做了一个刻有

是其实上面又舒服又安全。我从来

以制作和销售产品。他们必须计算

他什么都看不见。哇，金门大桥真是

走着走着，突然，她看到一块肉在地

我名字的印章。奶奶教我画的第一

不怕我会掉下来。如果你只有一个

所有的材料的费用和收入。这项活

一个美丽的地方！

上。

幅画儿是红色的茶花。茶花的花瓣

人在上面又不在跳，你就不会掉下

动一共大约三个小时，用收入减去

是用毛笔蘸朱砂一笔一笔点出来

来。即便你掉下来的话，你也不会受

成本后，就可以计算出你所得的利

喷洒下来，使得这儿有一个全新的

了，就留下来了，”狐狸高兴地想。

的。配上黄色的花蕊，浅墨色的树叶

伤，下面的人会！

润。

面貌：曾经看似浑浊的水中闪耀着

他刚跑到肉跟前，一个小黑影突然

水晶般的蓝色，水边的绿草由墨绿

飞到肉边。

和深墨色的树枝，栩栩如生。后来我

我的床上有三床被子。两床大

我的一个朋友是今年收入最高

在温暖的日子里，明亮的阳光，

又画了公鸡和枇杷。还临摹了骑士

的，一床小的。那些大被子很厚很厚

的学生。她挣了 $ 700 的利润。她做

色变成淡绿色。然而桥的变化更大，

图和归燕图。每画完一幅画我都会

的，让我在晚上很暖和。那床小的被

手工钩针动物，根据动物的复杂与

虽然它真正的颜色是红色的，可现

盖上我的印章。爸爸妈妈就会把我

子是盖在大被子上面的。我的床上

否每个以 $ 5 到 $ 18 卖出。她只卖了

在呢，阳光照耀着它光滑的钢质表

的画挂到墙上。爷爷还给我讲故事，

也有两个枕头。一个枕头又大又很

一个小时，就收获这么多。她这次非

面，营造出一种金色的光辉，宛如一

教我写毛笔字。

软。另外的那个小一点但是也很软。

常成功。其实有很多的同学参加，大

幅多姿多彩的水彩画！

我爱书法和国画，我更爱我的
爷爷奶奶！

每当我生气或者伤心的时候，我就
会爬上楼梯去我的床上躺一会儿。
那个床会安慰我，让我变开心了。我
累的时候，也会在床上睡觉，休息。
我没事时也会在软软的床上滚来滚
去。
我的小天地又舒服又安全。我
在那里就很快乐

荷兰猪

多数人是卖食品，而她的的产品与

怎么反而长矮了

价钱卖的更高一些，赚得更多，因为

马立平七年级：梅祖嘉

她有的动物竟花了长达 8 个小时才

指导老师：孙瑜
“ 爸 爸 ，你 为 什 么 要 做 这 个

参加这此活动时 , 我特别得观

星期天，我们全家一起去海洋
公园观看动物表演。在那里，我看
见了有两只脚会走路的动物 - 帝企

爸爸笑着说：
“好量身高呀！明
年，我要看看你长了多高。”

“是我的肉！我先找到，然后你
才飞过来的！”
“是我的！”
“不！是我的！”
狐狸和乌鸦两个开始不停地争
起来。突然，从狐狸和乌鸦后面传出
来一个声音。

都会做一些，而人们最想购买的是

根长长的钉子用锤子钉到小明头上

狐狸和乌鸦回头一看，先看到

“是谁把我吵醒了？！”

的树干。小明现在九岁，上四年级。

两只大黑爪子从树林的影子伸出

钩针动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

“好了！小明，我们回家吧，”爸

来。然后，两只大黄眼睛和一张长满

指导老师：孙瑜

然活动早就结束了，但 TREPS 对我

爸把锤子放到包里面，往家走去。树

尖牙的嘴也跟着露出来了。是一只

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

上的钉子刚好碰到小明的头上。

大灰狼！

“妈妈已经做了很多好吃的，”

一点让人生气的样子。这样说吧：让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小鸟

他出笼子比斗牛还难。如果你不信，

爸爸又说，跟小明往家走。现在外面

中文五册学生：张旺旺

我来告诉你我的小荷兰猪能有多么

是秋天。所有的树都挂着黄的，红

指导老师：袁筠

的，和橘色的叶子。草地上也到处都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是小鸟。我

荷兰猪在我家三个月了，我发

有两只漂亮的黄黄的小鸟。它们有

现它们很胆小，不喜欢出笼子。我给

双大大的眼睛，粉色的小脚和桔黄

荷兰猪买了一个红色的小硬纸卷

色的小嘴。我的小鸟唱歌可好听了。

筒。每次要把小淘气鬼拿出来，我就

我弹钢琴的时候，它们叽叽喳喳地

把小红筒放进笼子里。等荷兰猪进

唱个不停。

了筒，然后连它带筒拿出来。可是小
淘气不愿意进筒。我就坐在椅子上，
假装读书，等荷兰猪进筒，但是那只
小坏蛋就不肯进。我就不耐烦地离
开屋子，等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回

在我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有的
时候我觉得很孤单。以前我只能和
爸爸妈妈说话，现在我每天可以跟
鸟说话，就不觉得孤单了。当我和小
鸟说话时，它们好象能听懂。小鸟是
我的好朋友。朋友是最宝贵的。

是叶子。
过了几个月，冬天来了，给地上
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被子。原来树
上火一样的叶子现在像熄灭了的火
焰一样消失了。可是外面还是非常
美丽。所有的东西都顶着银白色亮
闪闪的帽子。小明在屋子里，看窗外
的景色，和他昨天堆的雪人。小雪人
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一
双乌黑的眼睛像是真的在看着小明
呢。小明又看着雪人边上的那棵树。

鹅。爸爸告诉我，帝企鹅它的身高有
120到180厘米，体重有46公斤，相当

睛里的神情又淘气又高兴。这个时

羽毛里睡觉。我每天喂它们吃的和

于或超过一个成年人的高度。它颈

候，把你的手放在筒的前方，遮住出

喝的。小鸟吃东西的样子很好玩。它

又几个月过去了。春天终于到

部是淡黄色的，背部及鳍状肢体部

口。因为筒很窄，荷兰猪不可能转一

们用嘴去啄食物，一边点头，一边啄

了。地上的雪和雪人都化了，露出嫩

食，很有节奏感。小鸟给我带来了

绿的小草和各种颜色的小花儿。太

快乐，也给我带来过烦恼。有一天，

阳照到长满叶子的树上，小鸟叽叽

我在外面玩，看到小鸟竖起了羽毛，

咂咂地唱着歌。

肚皮和鲜橘红色的鸟嘴。在公帝企

“你怎么在这儿呢？”狐狸问。

小明站在树下，看着爸爸把一

来一看，荷兰猪在卷筒里盯着我，眼

分是黑色的，它还有一个乳白色的

也叫道：
“狐狸？！？！”

可以用来作礼物的东西。我朋友的

的淘气。

指导老师：袁筠

乌鸦惊奇地抬起头，看到狐狸

每个人都喜欢的，因为几乎每个人

的动物。但是我的荷兰猪是有那么

中文五册学生：吴雪妮

看，叫道：
“乌鸦？！？！”

马立平七年级：王行健
某某类宠物都是很可爱很温柔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帝企鹅

呀？”小明问他的父亲。

察了人们为什么喜欢买某个产品。
正如我所想的，吃的东西不一定是

狐狸开始吓了一跳，可是再一

“我找到这块肉了。”

众不同。我唯一的建议是，她可以把

完成。

“肯定是别的动物找到但是忘

下身逃走。就可以从笼子里把它拿
出来了。

我喜欢我的小鸟，它们喜欢在

他看着那个钉子，心里想他明年会
长多高。

狼恶狠狠地盯着乌鸦和狐狸，
笑着说：
“ 我在好好睡着觉，你们就
把我给吵醒了。我现在肚子也饿了，
我就把你们当成我的早饭吧！”
狐狸和乌鸦都吓坏了！狐狸慢慢地
往回退，可是乌鸦吓得黑羽毛都要
变成白色了！她站在那里，一动也
不动。狼走到乌鸦跟前。他咧开嘴就
要一口把乌鸦吞进去。
狐狸看着乌鸦心想：
“ 怎么办
呢？我现在可以跑开。。。跑很远，假
装这件事一点都没发生。可是我不
能。我必须帮助乌鸦。不能就让她被
吃了呀。还有，我骗了她那么多次，
这回必须得帮她。”
狐狸一转身，跳到狼和乌鸦的
中间。
“乌鸦，快飞走！”狐狸说。
乌鸦终于回过神儿来了，一拍
翅膀，就飞到一只树干上去了。
“嗯？”狼说。
“ 那好。我就先吃
你吧！”
狐狸听了这个，转身就跑了。她
拼命地跑着，后面的狼紧紧地追着。

鹅腹部下方有一个育儿袋，它能让

给荷兰猪按摩是很好玩儿，很

企鹅蛋在适宜的温度下孵育出小企

有趣的镇静技术。如果你的荷兰猪

看上去比以前胖了很多。我知道这

鹅。企鹅嘻戏时，排着队，一个一个

整天挠自己的身体，这说明你的荷

是鸟生病的症状。它们可能冻着了。

看看我长多高了吧！”小明对爸爸

过了一会儿，狐狸跑到一座房子那

张开双翅，潜入水中，很好看。当它

兰猪有螨虫。这些小虫子不会让人

我觉得很担心。我马上把它们搬到

说。

里。狼把狐狸追到房子跟前，把她困

们爬出水面时，左右摇摆快速抖掉

身体痒痒，但是会把荷兰猪痒得浑

一个暖和的房间里，放在暖气旁边。

胖胖身体上的水，非常可爱。

身发抖。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最后，它们终于好了。这个说明如果

企鹅是群居性的动物。它们住

它身体上到底是哪儿痒。从那儿开

在南极洲，那里天气很冷。如果碰到

始按摩荷兰猪，它会感觉很舒服。然

悪劣的天氣时，它们会挤在一起防

后按摩它的脖子。荷兰猪脖子那儿

風御寒。它们的生活有两个区：飲食

有一块儿肉。就顺着这一块肉压下

区和繁殖区。它们主要是以捕食甲

来，最后就顺着荷兰猪的身体揉。它

売类动物为主食，有时也捕些小鱼

会很舒服的。

和鳥賊。
企鹅是唯一在南极洲的冬天进
行繁殖的动物，等到 4~5 月份，它们
就去繁殖区，雌企鹅会产下一个蛋。
雄企鹅会把蛋放在脚掌上用育儿袋
包覆着，大约过了65天，小企鹅就孵
出来了。2 亇月后，小企鹅也能够单
独活动，由它的爸爸媽媽輪流照看
着覓食。它走起路来也是摇摇擺擺
地很可爱，企鹅能活10年到20年。听
完爸爸给我讲述企鹅的小故事，我
觉得我也喜欢上企鹅了。

如果荷兰猪有了螨虫，动物医
生会给你一些充满了药的注射器。

一个人爱一个小动物的时候，就会
担心和照顾它。

“爸爸，春天到了，我们去外面

爸爸点了点头，就跟他走到那
棵树下面。
“我肯定比去年长高了很多，”
小明自己想。可是，他跑到树跟前，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是小鸟。它

看到钉子不比他低，而是比他高了

们很好看，唱歌很好听。小鸟是世界

几寸！“啊 !? 难道我长矮了吗？难

上最可爱的小动物。

道钉子长高了吗？”小明叫到。
爸爸跑过来一看，开始也跟小

金门大桥

明一样，奇怪地看着钉子。突然，他

毕业班学生：张婉婷

开始大声地笑起来了。现在，小明

指导老师：张勤

更加不懂了。他奇怪地看着父亲问，

每一星期要喂一次。喂药的时候，你

想象一下，一个寒冷的清晨，凛

需要一条旧毛巾。把毛巾扣到荷兰

冽的寒风拍打着你的脸，你感到绝

猪头上，然后把荷兰猪给翻过来。这

望，丧失信心。突然间，一个全新的

涂。是树长了，不是钉子。树长高了，

时候你必须小心：荷兰猪是蹬腿功

景观吸引了你的眼球：轻风，薄雾，

所以钉子也变高了。”

夫高手。把注射器的盖儿拿掉，再把

笼罩着淡红色的桥梁，象钢铁那样

注射器放进荷兰猪的嘴巴里面，然

坚固，但似乎又象玻璃那样脆弱。这

后把药挤进去，最后把荷兰猪放回

是什么？这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去。

约 8000 英尺长的结构，它像一条巨
荷兰猪是很好玩儿的小动物。

照顾它们一样那么好玩儿。

龙横跨在雾气中。
大多数人都有幸在这个阴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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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爸爸笑着回答，
“ 哎呀，我真糊

小明看着长满叶子的树，明白
了。两人一起笑了起来。
“下次，我们应该在墙上钉一个
钉子，”爸爸又微笑说。
“ 可是，不用
担心。我确定你这个冬天长高了很
多。”

乌鸦在天空上，也跟着狐狸和狼飞。

在墙边了。这回，狐狸吓坏了。
乌鸦看到这个，想：
“糟糕了，我
必须帮狐狸。狐狸帮助我，救了我的
命，我不能就让她被吃了。”
乌鸦往房子窗里一看，看到里
面有一个猎人。她飞到狐狸边说，
“不要担心，我有一个办法。”乌鸦飞
到窗户外面，用嘴盈盈地敲着窗户。
猎人抬头看到了乌鸦。
乌鸦喊到：
“猎人！有一只狼在
外面要吃我的朋友！请你帮助我
们！”
猎人一看到狼，就马上拿起枪，
跑出门把枪对准了狼。这回，狼害怕
了。他一看到猎人，拔腿就跑了。
“乌鸦，真是太谢谢你了！”狐
狸叹了口气说。
“没事！你也救了我的命呀！”
乌鸦回答。
“ 要不是你，我早就被吃
了！不用谢！”
从此，乌鸦和狐狸成了好朋友，
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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