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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期《中文之星》收录了来自张代红老师班的作文。从孩子

们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浓浓的亲情，对父母，兄弟姐妹，发自

内心的深爱。孩子们对亲人的了解，对他们一点一滴的关爱，也

从文字中点滴渗漏出来。后半篇收录了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写的各

类故事，我们深深地被各种生动的情节所吸引。希望每一个学习

中文的孩子可以继续将生活中的点滴光亮和明快的想象力充分发

挥出来，并记录在平时的文字里。 

 

本期《中文之星》同时刊登了 CCS Got Talent 绘画作品，看

到孩子们把自己心目中的 2020 年诉诸于画笔，着实让我们感同

身受。希望病毒可以早日离去，大家恢复正常生活。 

 

CCS 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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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e Wang, 8 yrs. Old, Title: C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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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Katie Hu 

我的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一个很爱挑战的人。我的

妈妈是一个勤劳的人，每天早上会很早起床给我做饭。 

她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能说。她在餐馆

上班慢慢学起英文。现在可以流利的讲英文，每天和说英语的

同事一起工作。 

我的妈妈也是一个很爱挑战的人。她有一天决定要开始练

跑步。每天早上，她会早早的起床，在小区跑几圈，再回家。

有时候，她会跑几个小时，回来的时候浑身都在流汗。妈妈很

努力的训练几个月，就跟朋友跑了一个比赛。过几个月又跑了

一个半马。我觉得她很厉害，没那么年轻可是还可以锻炼好身

体，都能跑半马。 

我的妈妈鼓励我要努力的学习，永不放弃。她教我什么事

情都可以实现，一切皆有可能。我长大要像妈妈一样，努力的

工作。 

 



 

 

 

 

(张嘉树 Wilson Zhang, 6 yrs. old, Title: 携手飞向没有新冠的蓝天) 

 

我的弟弟 

Ethan Li 

我的弟弟名字叫轩轩，他今年四岁，比我小八岁。他挺聪

明，比我想象的四岁小孩要独立的多。 

有一次，我家去中国玩的时候，我记得爸爸给轩轩买了一

个像乐高的小飞机玩具，看起来还挺难的。他一看见就马上打

开盒子，开始摆起来。 

我看了看轩轩，伸手说：“这玩具你没玩过，知道怎么拼吗？

我们来帮助你吧。”  

他立刻回答：“不要！我可以自己弄！”  



 

 

 

轩轩就专心的开始摆起来。我时不时的会问一下他：“真的

不需要帮忙吗？”，可是每次他就是回答：“不用”。就这样子，

他聚精会神的往下做，自言自语的试着拼。果然，二十分钟以

后，轩轩就拼完了。他走到我面前，说：“你看，我把飞机拼好

了！可是我觉得这里应该还有一个零件，不知道在哪里？” 他

指到飞机的尾部。我看了看，奇怪的说：”这不是已经装好了么？

你做的真棒。”“哥哥，还没做好呢！应该还有个东西！” 

“我给你说，你做完了。看，

我们把零件从盒子都拿出来

了。” 

他还是不相信，专心的在

家里到处找最后的零件。结果，

那零件竟然在垃圾桶里，跟一

堆玩具的包装混在一块。轩轩

拿起这一个零件，大声的叫：

“找到了！找到了！”，急忙安

到了飞机的尾巴上，得意的给

我看他装好的飞机：“哥哥，你

看！这样不就是才完整了吗！” 

我觉得我的弟弟不但聪明，而且很有主见。 

 



 

 

 

 

(Janey Zuo 左兴慧, 6 yrs. old, Title:海底世界) 

 

我的妈妈 

吴继扬 

我最熟悉的人是我的妈妈。在我十四年的生活经历中，在

这个世界上，我的妈妈大部分每天陪着我，在帮助我变成一个

有本领的人。 

我的妈妈每天很辛苦，每个早晨需要很早起来，来给我准

备早饭。在学校，我参加 Math counts 和 Science Olympiad，需

要妈妈去接我回家。可是我还有更多活动呀！我也在高级别的

（TAC1.5）游泳队里，我需要从星期一到六参加游泳训练，这

样妈妈每个星期最少接送我十二次。她不只送我到那里，她还



 

 

 

得在游泳池等我游完泳！我的很辛苦的妈妈要在那里等很多小

时啊！如果我是妈妈，那我肯定会无聊死了！  

妈妈除了接送我，她也需要给我们全家做饭！每天做三顿

饭，从一大早到我们从游泳训练回来，紧张地做饭。虽然妈妈

每天很忙，但是妈妈做的饭，是世界上的最好吃的饭！妈妈会

做米饭，面条，火锅，猪肉，鸡肉，牛肉，汉堡。。。 

妈妈会唠叨我，但是如果我遇到不懂的地方，妈妈就会帮

助我。我的妈妈是个急性子，可是我偏偏干事情很慢。如果我

不惹妈妈生气，妈妈很温柔，可是她一生气，她就变得很可

怕。 

妈妈也很关心我，有一次，我半夜发烧，妈妈就一只陪着

我，给我吃药，给我做物理降温，直到我退了烧，在那个时

候，我觉得妈妈是最好的妈妈！ 

 



 

 

 

我的妈妈 

邓曙华 

我的妈妈是个北爱荷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一名教授。她

是个很热情，很幽默的人。她总知道怎么让我笑，什么时候都

知道说什么刚刚好。 

有一次，我的耳边的一个小孔被感染了，要做手术。我的

妈妈特意请了两星期的假，以便于她可以在我做手术的时候照

顾我。手术之前和之后，妈妈都在我的身边帮我拿这个，帮我

弄那个。 

我是在爱荷华出生的，一岁多的时候，我的爸爸在北卡找

了一个更好的工作。他先自己搬到这那儿的，过了几年，我跟

我的哥哥搬到这儿。因为妈妈留在爱荷华工作，她每周末通常

会飞到北卡，很辛苦。她想换工作搬到北卡，可是我们很喜欢

北爱荷华大学，不让她换工作。 

我和哥哥有时候吵架，她每次都来分解论点解决问题。每

次放假的时候，妈妈也都会听我们的意见，计划到哪儿去玩。 

她永远会在我的身边，我也永远会在她的身边。她不仅是

我的母亲，她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爱我的妈妈。 

 

 

 

 

 



 

 

 

 

(Keira Chia, 10 yrs. Old, Title: The year of 2020) 

我的妈妈 

Laura Ouyang 

在我生活里，我的妈妈对我来说是我身边最亲的人。我妈

妈来自武汉，是来美国读博士的。在美国生了我。 



 

 

 

妈妈的个子没那么高，但是你别小看她。她脾气谁都比不

上。我告诉你，她真正生气的时候连老虎都会怕。所以她就是

我们欧阳家的统治者。爸爸跟我和哥哥给妈妈取了个名字：“老

虎妈妈”。 

妈妈比较严格。经常会批评我。我好像已经跟你讲过了她

最讨厌我的哪个坏习惯。其实我的坏习惯和缺点很多所以会被

她批评。 

但是你要搞清楚，批评和生气是两回事情。 

我来跟你解释，妈妈批评你她已经很不愉快了。但是如果

她是被我，我哥，或者爸爸惹生气的话，那事就闹大了。天地

鬼神都会注意到的。妈妈生气的时候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我

们家的第一个规矩就是：如果我们家妈妈不开心，那我们全家

都不开心。 

我写这篇作文不是只是在讲妈妈的脾气。       

放心，我很爱妈妈的。 

我知道虽然妈妈可怕，她对我严格是因为她关心我，为我

好。她是要我拥有一个好的未来，所以严格了一点。 

不像美国人的家庭，在我们的家庭我们不会随时说：“哎

呀，妈妈，爱你！”怎么说呢？会觉得尴尬！我们不会这样随时

表达我们的感情。但是我知道她很关心我。妈妈每天上班很辛

苦的，每天回家很晚。我知道她是为了我们家庭才上班的。 

除了对我当一位 “老虎妈妈”，我和妈妈是很亲的。在她不

对我叫喊的时候，我们开玩笑开的多得多。我们俩几乎什么都

能聊。妈妈很了解我。而且，我们俩互相喜欢的事很像。 

我们特别喜欢电视剧“陈情令”。哇，我告诉你，我们是对

“陈情令”上瘾了。我们已经重复看了两遍了，而跟陈情令有任



 

 

 

何关系的东西，我们都会喜欢。特别是陈情令的演员。就是因

为陈情令的肖战原因，我们开始看了“我们的歌”。我们看得多

了一点。完全痴迷了。 

所以嘛，我和妈妈是比较同类的。妈妈是我最亲的人。 

 

(Christina Wang, 8 yrs. Old, Title: Love you mom) 

我的妹妹 

冯曦哲 

我的妹妹是 2016 年的五月份出生的。她 今年已经三岁

了，很可爱。我觉得我的妹妹很爱跟别人竞争，很聪明，而且

做事很认真。 

我觉得我的妹妹很爱跟别人竞争。我们一起上楼梯的时

候，我的妹妹每次都想第一个上去。我的妹妹每次都想当第一



 

 

 

名，她会很伤心如果她不是第一名。在她的幼儿园，她也爱跟

别小朋友竞争。有一次，我的妹妹回家的时候，她看着很伤

心。 我问她她为什么伤心，她说她的朋友比她吃饭吃得快，所

以她就很伤心。 

我觉得我的妹妹很聪明因为她学东西学得很快。比如说，

我有一天我决定教数学，她很快的就理解了怎么做加法。虽然

她只能做最简单的的加法，她算是她这个年龄的人中很厉害的

了。 

我觉得我的妹妹做事很认真，因为我每次跟她一起看书的

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她在认真的听我读。而且我教她数学的时

候，她也很认真的听。老师在她的幼儿园也常常表扬我的妹

妹，说她做事很认真。 

总而言之，我的妹妹很爱跟别人竞争，很聪明，而且做事

很认真。 

 

（Isabella Zou, 9 yr.old, Title: By Your Sid 陪伴） 



 

 

 

我的妹妹娜娜 

Rebecca Liu 

我的妹妹叫娜娜。她比我小九岁。她是一个很热情的小姑

娘，很喜欢打扮成公主一样。我妹妹也很聪明，很爱游玩。我

妹妹很喜欢唱歌跳舞，到别人家都会举行一场音乐会。从小到

大，她都在唱歌跳舞，她还说她长大想当一名芭蕾舞演员。 

她很喜欢跳舞，而且她跳得很好。她现在在一个中国舞班

跳舞，是班里最小的，但是也是跳得很好的一个。她每天在家

有时间就会玩 Just Dance，或者练习她的芭蕾和中国舞。她也

很喜欢表演给我们看，在我们家客厅叫所有的人来看她跳舞。 

娜娜小的时候很调皮，但是现在不调皮了。她小的时候，

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在陪她玩，一没注意，她一下下就不见

了。我们找了她很久，终于找到她的时候，她站在了马桶里。

她自己一个人站到高高的马桶里，只有袜子湿了。这时候她才

两岁。 

现在她的最新爱好是大阪城公主。每天，她都会穿一条长

长的裙子，粉红色的。每天都好像是一个公主一样。她也喜欢

扎漂亮的头发，戴耳环和项链。 

我和我妹妹很喜欢一起玩。我们会玩积木，假装当老师，

还有我们最喜欢的曼卡拉游戏。她两岁的时候我就教了她怎么

玩，我们现在玩的很多。 

我的妹妹娜娜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等不及看着她长大。 



 

 

 

 

（Frank Zhao, 12 yrs. Old） 

我的爸爸 

王哲 

 

我的爸爸是我心目中的超人。所有人的爸爸都可以说是他

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我难过的时候爸爸能让我开心。他一

直鼓励着我，帮我成长。爸爸还帮我辅导数学，陪我踢足球，

也带我去不同的地方玩。我就算在学校没有考好，他只会鼓励

我下次要考更好。 

我上初中时，有的时候很不开心。有时候可能被人欺负

了，有时候可能考试没考好。但是每一次爸爸看我难受，他都

会试着帮助我。很神奇的事是，爸爸每次给我讲完以后，我都



 

 

 

会开心起来。有一次，我在学校被欺负了，回家后很难受。爸

爸看我很难受，给我讲了讲怎么对付欺凌。 

爸爸带过我去很多好玩的地方。在我五岁的时候，爸爸带

我去了香港。我那时候很小，不记得太多，但我记得我跟爸爸

一起去了 迪斯尼乐园，还有带我去了迪斯尼旁边的一个海洋

馆。爸爸不仅仅带我去游乐场，他还带过我去过更有意义的地

方，像长城等。爸爸陪我爬过七次长城。我留下的唯一的印象

就是长城有很多人。 

爸爸也陪我玩很多运动。我以前跟爸爸打过网球，踢过足

球和很多别的运动。我还记得爸爸晚上带我去打网球，但是他

打不过我。我还记得他跟我一起踢球，但也踢不过我。我记得

爸爸游泳比我更厉害，有的时候教我怎么游。 

我的爸爸跟我配和得很好。难到你的爸爸不比我的爸爸伟

大吗？ 

 

（吴用谦, 10 岁, Title: 2020-Covid-19） 



 

 

 

会飞的猪 

邓曙华（Cathy Deng） 

几百万年前，有一个小岛，名字叫安陵，在那儿只住着地

上跑的哺乳动物。那里有一片草甸子，在草甸子上的一个小洞

里，住着妈妈猪，爸爸猪，三只三岁的小猪，还有七只刚出生

的猪。他们都很健康，看着都一样，只有一只猪不同。这只猪

的颜色跟别的猪不一样，她是白色的，而她的右眼睛边上的毛

却是黑色的。她的名字叫力力。 

她成长的时候，别人都欺负她。她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叫她

“鬼豕”，“蠢彘”或者“胖猪”。因为她的外表跟别人不同，她的

妈妈爸爸基本上不让她出门。她唯一喜欢做的事情是吃东西。

可是，她慢慢长大了，要开始去上学了。虽然她很聪明地每天

只是静静地低着头去上学，虽然别的猪都不理她，但她有个梦

想，她要当安陵的总统。 

一天，在回家的路上，力力不小心几乎踩到了一个陌生的

果子。力力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果子。它是一种灿烂而辉煌的红

色，发出着神奇的光芒。她很好奇，因为这个奇妙的果子好像

在催眠她，让力力把它吃掉。力力听从了她自己的直觉，把果

子一口就吞掉了。她立刻尝到了它的强烈甜味，咸味，酸味和

苦味。她的身体有了异样的感觉，背上出现了两个小小的突

起。 

力力尽力把她背上的角隐藏起来。可是，小小的突起每天

都在长大，越长越大，渐渐地长成了一对角，又变成了一双小

翅膀。在安陵上，谁都没见过翅膀。一开始，别人都笑话她，

可是她的翅膀继续不停地长。力力可以扇动她的翅膀了，她拍

打她的翅膀的时候，引起了一阵风。但是，顶着重重的大翅



 

 

 

膀，走路越来越困难，她就呆在家里，一动也不动，使劲吃东

西，也不去上学了。结果，力力长得越来越胖，兄弟姐妹们把

她叫成“宠坏的胖猪”。力力终于受够了，忍不住对着他们用劲

拍打了她的翅膀几下。她发现她一用劲拍打翅膀，她的身体就

似乎轻了一点。所以，她每天开始锻炼拍打翅膀。 

慢慢儿，她拍打翅膀的时候从地面升得越来越高了，渐渐

的，力力能飞起来了。于是，她可以飞到学校去。别的动物不

再叫她坏名字，有些动物还称她“您”，有点害怕她。她很难

过，想让别人喜欢她，想受到正常的对持。 

 

 

(Sophia Fan, 9yrs. Old, Title: Small Village) 

 

有一次，她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一群小绵羊，她们

正在放风筝，开开心心地玩。力力一飞过去，小绵羊们就停止

玩耍，盯着力力看。她们不注意，一不小心就把风筝放跑了。



 

 

 

好在风筝没有被吹走很远，只是被困在一颗大树的树枝上。力

力一眨眼就飞到大树边上，把风筝从粗粗的树枝里解开，把它

还给了小绵羊们。小绵羊们很高兴，也让力力跟她们玩一会

儿。 

在帮助小绵羊之后，力力发现帮助别人感觉很好。她意识

到抱怨也没用，翅膀还在那里，她对此无能为力。但是，翅膀

也带来很多好处，因为她可以飞，力力就尽可能帮助别人。 

因为力力有出色的领导才能，也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她多

次当选学生会主席。别人都喜欢她，力力长大以后成为了一位

受人尊敬的安陵总统。 

 

光环 

Ethan Li / 力嘉凯 

“乘客们请注意，现在是早上七点半，我们马上就要到达

Lukla 飞机场了，请做好准备。” 

我的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我又激动又好奇的往窗户外看

去，一座座雄伟的高山。我高兴的想：“终于到了喜马拉雅山

了！”我以前爬过很多山，有各种爬山探险的经验，但爬上珠穆

朗玛峰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们的飞机终于落地了，我提着箱子下了飞机。我注意到

这飞机场很小，像一个幼儿园一样大。天气很冷，里面挤了很

多人，闻到的都是汗味。我再一想，大概是因为这里没淋浴，

爬山的人没地方洗澡。我叹了口气，先去上了个厕所，注意到



 

 

 

厕所很不干净。没手纸，水龙头都不工作。幸运的是我的包里

装了手纸。 

从厕所出来后，我在手机上看了一下地图，找我的“旅馆”。

我预定旅馆的时候，每个真正的旅馆都已经满了，我只能住在

一个本地人家的帐篷里。这种帐篷都是已经有一个家庭在里面

住了，但是他们也会给游客提供一张床，并且给游客们做饭。

我问了一下飞机场的工作人员我的帐篷在哪儿，然后就按他们

指的方向走去。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就到了，只见一排排帐篷整齐地排在路

边。我必须在这些帐篷里面选一个。我把每个帐篷都看了一眼， 

 

 

（杨宸慧 Lillian Yang, 9 yrs. old, Title: 两只熊猫） 

 



 

 

 

最后选了一个彩色的。那帐篷前面站着一个 50 岁左右的男人。

我跟他招招手，走了过去，握了手。他嘴里说了什么，但我没

听懂，估计在说他们的本地语言。他看见我没听懂他说的话，

就说了个：“Hello”。我这下明白了，跟他点了点头，也给他说

了个 “Hello”。 他让我进帐篷了。里面我又看见了四个人，一个

应该是那男人的妻子，另外两个小孩应该是他们的儿子。第四

个人又是个男人，他看起来很健壮。我觉得他肯定也是住在这

儿的客人，准备去登山。我给他们问了个好，他们让我坐下。

我看了一圈，没看见一个椅子，就像他们一样在地毯上坐下了。 

他们用很不流利的英文给我讲了一下我在这儿住宿的费用，

每天三十元包括吃住。我付了钱，然后就走到了帐篷的最后面。

那儿有几个床，之前的那客人在一个床上正在读书。我们互相

介绍了自己，他问我什么时候要去爬珠穆朗玛峰。我说我准备

这星期三去爬，还有三天。他说他也是。“要不然我们一起去

吧，”我说。他点了头说可以。我满意的把我的包和行李放下，

爬到床上就睡着了。 

那三天，我每天早上都很早起床，一整天都在锻炼身体，

为爬山做准备。到了晚上，帐篷的主人会给我们做些饭，每天

都是方便面，米饭，或稀饭。 

终于到了星期三，早上五点我就跟我的室友往外走了。大

背包里装着我的所有登山器械和工具，所以包很重，可是因为

我之前的锻炼，现在我并不觉得太重。我们很快就到了山路的

入口，开始真正爬山了。一路上有很多大石头，路边有无数五

颜六色的花，再加上周围高大的山，看着这美丽的风景，让我

的登山旅程很愉快。我们越往上走，天就越冷。每天晚上我们

就搭起帐篷睡觉，只有一个小被子。 



 

 

 

 

到了第十天我们终于到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从这儿看风

景很好，可是我们不能呆太久。第二天我们又出发了，走呀走，

爬呀爬。 

我们又爬了 35 天，马上就到顶上了，眼看着还有五天就能

到，这让我们很激动。到了第 37 天突然来了暴风雪。这暴风雪

很大很大，我们都不敢出帐篷。这样子，我们今天的一大半就

爬不了山了。我们已经等待暴风雪结束等了好长时间了，心里

很沮丧，我对伙伴说：“要不然我们就继续走吧，看起来暴风雪

马上就要结束了，赶快走吧。”他看起来有一点担心，可是还是

同意了。我们又开始走了。 

走呀走，暴风雪没有停，反而更加大了，现在我也有一点

害怕了。我正要回头给伙伴说我们应该回去，突然发现他不见

了！我急得跑了一圈，可是没找到他。我觉得他肯定往回走了，

我也就开始往回跑了。跑了好长时间才发现：“啊？！我正在往

后走，应该是下坡啊，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在上坡呢？！” 到了



 

 

 

这时暴风雪又更大了，我都看不见我后面的脚印了。我都不知

道我是在往上走，还是在往下走呢，真把我急死了。突然，在

我前面，我看见了一个金色的小灯。这灯看起来又温暖又奇妙

又神秘。我开始向灯的方向跑去，越跑越快，灯也越来越大，

终于到了灯前。其实这“灯” 不是个灯，而是一个光环。“是一个

入口吗？是一环火吗？”我又害怕又激动的走近看了一下，可是

什么都看不清楚，让我更好奇了。这时，我心跳更快了，感觉

心都要跳出来了，我又往前走近了一步，慢慢的把脚放到光环

里，低头进去了... 

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见到过他。光环呢，早都消失了。 

 

外星人来到地球 

冯曦哲 

在 2020 年的夏天，有一个外星人叫做 Bob 来到了地球。他

的家在一个很远很远的星球叫做 Beta-0312。在他的星球上，每

一个国家都在跟别的国家打仗。每一个国家都想抢别人的土地

和资源。Bob 每天都在努力活下去。有一天，他决定要搬家搬

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坐着他的宇宙飞船去一个新的星球。过了

好几个月，Bob 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能生活的星球。他最后已

经快要放弃了，而且在准备回到他的老家，Beta-0312，但是他

突然看到了一个又绿又蓝的星球。他又有希望了！他把他的宇

宙飞船降落到我们知道的美国。下了宇宙飞船后，他闻到很新

鲜的空气。他往外面看，看到了又绿又棕的植物，青蓝色的天

空，还有五连六色的房子。Bob 跑到一个房子面前，而且不小

心按了一个按钮，那个按钮发出了一个“叮咚”的声音。大概五



 

 

 

秒钟后，有一个人出来了。他看到这个外星人而且觉得他长得

很奇怪，所以他问 Bob 他是从哪里来的。 

“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我是从星球 Beta-0312 来的呀！” 

那个人听到这个就被吓坏了！这个人竟然是一个外星人，

而且他也会说我们的语言！那个人很礼貌的请他进来。 

“你好，我的名字叫做 Jeff！” 

“你好，Jeff，我的名字叫做 Bob！”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天，而且 Jeff 就要请他喝一杯茶。因为

Bob 很好奇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他就同意了。Bob 超级喜欢

茶，而且要了好几杯。 

Jeff 和 Bob 开始聊家人的事情了，而且 Jeff 给 Bob 介绍他

的孩子，和他的老婆。他们都看的很害怕，但是 Jeff 很快的安

慰了他们。 

“Bob，你有没有家人呀？” 

 

(Lydia Xu, 13 yrs. Old, Title: In thought) 



 

 

 

“我有，但是他们还在 Beta-0312 上生活呢。因为有很多人

打仗，我只好逃走了。” 

Bob 突然又哭了。他想他的家人们了。Jeff 一直在安慰他，

而且 Bob 终于不哭了。最后，Bob 决定要回到他的星球，并且

问问他的家人们谁愿意搬到美国。 

Bob 很开心在这个新的星球上交了一个朋友。他向 Jeff 告

别，而且坐着他的宇宙飞船，而且回到了他自己的星球上。  

回到他自己的星球上，他发现他的星球上已经不打仗了。

他自己的主意又变了，他决定要呆在他的老家这里。 

又过了大概 20 年，Jeff 还在等他的朋友有一天回来。终于，

有一天，有一个更大的宇宙飞船来到了他的家。Jeff 很开心能

终于见到他的朋友了。但是他没有想到 Bob 带他的家人们来了。

Jeff 很开心而且终于见到他们的家人们了。Bob 和 Jeff 都变老了，

而且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他们一辈子都住到一起，而且他们

的孩子也都跟一起玩。他们从此以后度过了一个辛福的生活。 

大象和老鼠 

吴继扬 

在古时候，每种动物都有一个国家。那时候，最强大的国

家是大象王国。他们想占领世界。大象王国的国王是战神大

象，战神大象很残忍。每次他但军队打了胜仗，他就会把所有

但俘虏杀掉。最近，战神大象已经征服了企鹅和袋鼠等一些小

国家。 

在大象王国的南方有两个国家：老鼠国和猫国。老鼠国的

国王是一个很睿智的动物。他知道他的国家没大象王国强大，



 

 

 

需要跟其他国家，比如猫国，团结在一起才能战胜战神大象。

于是鼠王邀请猫王去他的王宫会面并商讨出一个战胜大象王国

的计划。在它们的会面中，猫王想现在就一起进攻大象王国。

鼠王知道如果他们在大象的国土打仗，他们肯定会输，因为大

象王国内有丰足的粮食，还有充分的兵力，和大量的兵器。只

有把大象王国的军队引诱到外国，然后设计，才有可能战胜大

象王国。但是老鼠国王知道大象国在他的国家有很多间谍。他

们当然会打探到这次会面的消息。 而目前就有一个超级间谍，

他就是正在鼠国访问的蚱蜢王。如果他现在告诉猫王他的办

法，蚱蜢王就可能知道并告诉战神大象，他就会知道。所以老

鼠国王就说：“好吧，我们可以进攻大象王国。但是我们需要时

间做充分的准备，比如招募士兵，打造兵器，训练军队。我们

也需要讨论更多的作战计划细节，然后我们才能进攻大象王

国”。老鼠国王说完就走了。 

 

(Alexis Zhao, 10 yrs. Old, Title: Year of 2020) 

监听老鼠国王和猫国王会面的是蚱蜢。蚱蜢国家是受大象

王国保护的。如果鼠王和猫王打败大象王国，他的国家就会被



 

 

 

他们占领。这就是为什么蚱蜢要给战神大象报告他听见了什

么。战神大象听了蚱蜢的汇报后想：“我正想要占领老鼠和猫的

国家，如果我现在就进攻它们，它们就不会有时间准备打我

了。 

于是战神大象的军队向猫国发动了进攻。鼠王和猫王在猫

国的王宫举行了另外一次会面。猫王一听见现在战神大象的军

队在向他的国家进攻，就想让他自己的军队跟战神大象的军队

打仗。老鼠国王知道如果正面和大象王国的军队对抗，它们会

输。鼠王就告诉猫王：“战神大象的军队比我们的军队更厉害，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就会失败。但是如果你可以引诱战神

大象的军队到大猫山，我们在那里埋伏下我们的主力， 就可一

战打败大象王国的军队，我们就能赢！” 

在这时候，蚱蜢王想离间鼠王和猫王，因为他知道鼠国和

猫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战胜大象王国。如果能离间他们，

战神大象肯定会赢。蚱蜢王也知道鼠王没有那么喜欢猫王，因

为鼠王感觉猫国王又懒又笨，还很贪婪。蚱蜢王于是就给鼠王

发了一封信，告诉鼠王，当他们一起打败战神大象后，猫王会

背叛鼠王。 

就在鼠王和猫王准备伏击象王军队的前一天，鼠王收到了

蚱蜢王的信。蚱蜢王告诉鼠王他发现了当战神大象被打败了，

猫王就会命令它的军队去进攻鼠王的军队。鼠王读完就开始

想：如果我放弃猫王，战神大象就会赢。如果我帮助猫王，那

猫王就会背叛我。我该怎么办呢？ 鼠王在他的王宫里想了半

天，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借助于夜色的掩护，鼠王带领他

的军队悄悄地潜入了大象王国，并靠近了大象王国的首都！随

后，老鼠国王命令他的军队一阵猛攻，占领了大象王国的首

都！与此同时，在大猫山猫王也正带领他的军队开始和 战神大

象的军队决战。过了一会儿，猫王发现了鼠王的军队没从背后

去攻击战神大象的军队！他知道单凭他的军队无法战胜大象王



 

 

 

国，于是他命令他的军队撤退。但为时已晚，因为大猫山太

大，也阻挡了他的部队撤退。就这样战神大象把猫王的军队全

部杀了，猫王自己逃跑了。 

 

(Langlang Ye, 12 years old, Title: My dream world) 

战神大象很高兴他打败了猫王的军队，现在只有鼠国了。

虽然自己的军队在和猫王的军队作战时损失很大，但鼠国肯定

不能打败自己！战神大象正在暗自高兴，一个卫兵来报告大象

国家的首都被鼠国占领了！战神大象一听，大吃一惊。因为如



 

 

 

果他的首都被占领了，那他就输了。战神大象只好跟鼠国谈

和，答应再也不欺负另外一些国家了。 

从这次战争以后，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大象怕老鼠，因为

老鼠攻占了大象的首都；猫恨老鼠，因为他们认为老鼠抛弃了

它们；而老鼠恨蚱蜢，因为蚱蜢骗了猫王，使他和猫王成为了

仇人。 

 

帮帮的意外之财 

Laura Ouyang 

从前，有个靠近海边的小村庄。 

这小村庄不是在海滩上的，而在靠着海边的一个悬崖上

面。在海滩和小村子之间有个大森林。 

在这个靠海边的小村里住着个小男孩。这位小男孩叫帮

帮。 

帮帮有冒险精神而也有点调皮。最喜欢跟他的狗小白一起

去靠海边的深林去玩儿。在深林里，帮帮不停地走动。他跟小

白跑来跑去。什么动物都追。松鼠，兔子，小鸟，老鹰，鹿

等。帮帮什么去爬：山，大石头，树，悬崖。 

帮帮的妈妈总说他好像坐不下来。每天下学回到家里把书

包扔到地上以后，就带着小白一起去靠海边的深林里玩儿。 



 

 

 

有一

天，帮帮跟

每天一样。

一回家，不

做作业，把

书包扔到了

地上，带着

小白一起去

深林里玩

儿。他跟小

白随随便便

地走到了树

林最深的地

方。森林的

这个部分没人来过的。今天无聊了，过来看看。小白有点紧

张。这是她从来没来过的地方，心里就有点忐忐忑忑的。突

然，一个老鹰从小百和帮帮的头上飞了过去。叫的好吵啊。小

白吓死了，飞快地往前冲。 

“喂！小白，你这个胆小的狗，等等！”帮帮喊着。 

但小白不停地往前冲着，而帮帮没办法只好追。 

跑了好久以后，帮帮追上了小白。累死了。“小白，你这个

愚蠢的狗。” 帮帮骂着，“下次你再这样，你就可以呆在家里

了。”小白低着头，感到羞愧。 

帮帮站了起来，转了一圈，问着：“喂，小白，你这是把我

们带到哪儿了？” 

帮帮带着小白再往前面走，遇到了一个开放的洞穴。帮帮

眼睛瞪大了。小白激动地开始叫。这个开放的洞穴又大又暗，



 

 

 

但帮帮太好奇了，直接就走进了洞口。进了洞口，帮帮往里

看。看到了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 

帮帮带着小白走进了洞穴以后，突然在旁边的墙看到了一

道闪光。他再仔细地看了一下才发现不是墙在发光，而是有个

地方在反射阳光。帮帮再仔细看，发现这墙上反射阳光的是金

子。 

帮帮开心极了，蹦蹦跳跳地喊着：“我发财了！我发财

了！” 

小白也跟他一起开始汪汪叫了起来。 

他和小白的喊叫在洞穴里回声了好几遍。 

“小白，我们怎么把金子从墙里挖出来呢？” 

帮帮问着。小白用鼻子碰了碰地上的石头。帮帮想了想，

点了点头，说到：“好主意！” 

帮帮拿起了地上的石头，使劲儿地往金子周围的石头上

敲。敲了好久才把金子敲了出来。 

敲了出来以后，帮帮在手里拿着金子，查看了一下。金子

还蛮大块    的，大概比拳头大两倍，有五到十磅。 

帮帮开心极了。蹦蹦跳跳地跟着小白说：“小白，我们发财

了！” 

帮帮手里拿着金子，和小白一起走出了洞穴，沿着靠着海

边悬崖的小路走回家。 

帮帮开心极了，压制不了心里的激动。 



 

 

 

 

(Langlang Ye, 12 years old, Title: Pagoda IV) 

 

“小白，我们这次真的发财了！” 帮帮一边走一边喊着。小

白也跟着他旺旺地叫了。 

“咦？小白，这金子一定很昂贵的。你觉得会值多少钱？”

帮帮问到。 



 

 

 

“一千？不，一万，不对不对，肯定上百万了！” 

帮帮自问自答到。“小白，我把这个带回家给妈妈看她一定

会很高兴的！你觉得她会不会允许我不去上学？每天出去玩

儿？肯定的吧！我找到了金子！” 

到了这时候，帮帮开心得要命，都开始跳跃起来了，他乱

甩着手臂，这时，小白不小心撞上了帮帮，帮帮手里拿着的金

子就飞出去了，金子从紧靠着海边悬崖的小路掉进了下面的大

海。 

就这么样，帮帮的金子没了。他还不相信自己这么容易把

金子搞丢    了，看了他自己的手掌半天，才真正地发现没有金

子了。 

帮帮慌了：“这么能这样啊？现在没金子了，我该怎么

办？”帮帮就转身往洞穴走回去。但帮帮走进了洞穴找了半天，

却是在也没找到金子。帮帮找啊找，找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带着

小白回家了。 

帮帮伤心地走回了家。一到了家门口，妈妈急忙地冲了出

来，拥抱了他。 

“哎呀，帮帮，你在深林里呆了那么久把我吓死了！我都快

要拖着你爸去深林里找你呢！” 

但看到儿子伤心的脸，妈妈就问：”儿子，你这么了？” 

帮帮只好一边哭一边把那一切的事情都重新讲了一边。 

妈妈听完，只摇了她的头，说到：“儿子，你安全回来是最

重要的。意外之财其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Shawn Ye, 12 yrs old, Title: A Message Under Water) 

 

点点的新娃娃 

 

Katie Hu 胡凯蒂  

点点这个月在度暑假，她觉得很无聊，所以妈妈带她

去逛街。她们看到一个老婆婆再卖各种各样的娃娃。 

“妈妈！妈妈！我想去那边看一下！”点点指着老婆婆

的娃娃。 

“好吧，我们去看一看。” 

点点拉着妈妈的手，跑过去。点点指着一个小熊猫： 

“我要这个！” 

老婆婆一下子眼睛睁开，大声喊： 



 

 

 

“熊猫不卖！别动！” 

点点开始哭了，“我就是要这个熊猫的！”点点大哭，眼泪

不停。 

“老婆婆，”妈妈问，“这个熊猫...为什么不买呢？” 她觉得

这个老婆婆看起来很奇怪的样子，再看她的娃娃，也都奇奇怪

怪的。猫的眼睛，一个大，一个小。狗的鼻子，是一颗石头。

老虎的耳朵，只有一个。只有熊猫看起来最漂亮的，都没有问

题。 

“我说这个熊猫不卖，就不卖！” 

点点又哭起来了。 

“可是熊猫是最好看的，我不要其他的娃娃！” 点点用两只

手抓住熊猫，就跑走了。 

“嘿！你回来！熊猫不能买的！” 

妈妈给老婆婆五十美金，说了个对不起，就去追点点。 

“你们两个都回来！不许拿熊猫！这个熊猫有别的问题

呢！” 

妈妈没有听见老婆婆的大喊，抓住点点，就回家了。 

她们回到家，妈妈就说：“点点！你在想什么啊！你看这个

可怜的老婆婆被你弄成这样！你不能偷东西的！” 

“对不起妈妈，可是另外那些娃娃都怪怪的，太难看了。这

个熊猫，就很漂亮啊。” 

妈妈摇着头，“那你去跟你的新娃娃玩吧。” 

点点开心的带熊猫去外面，坐在椅子上。妈妈看到孩子玩

的那么开心，就去楼上打个盹儿。点点玩了一会儿，就把熊猫

留在桌子上，去里面找东西吃。她拿了两个饼干，就走回外

面，准备继续玩。熊猫坐在椅子上，坐的直直的，不像娃娃那

么软。 



 

 

 

“我是不是把娃娃放到桌子上了？” 点点想，可是她不记得

了，就觉得没事。 

“我给这只熊猫起个名字吧！我要叫你宝宝。” 

宝宝一下子皱眉，“我的名字不是宝宝！” 

点点快吓死了。熊猫跳起来，抓住点点的手，大声喊。 

“啊！你怎么可以动！”熊猫继续抓点点，把皮抓破了。 

点点又喊，“妈妈！妈妈！救命啊！救命！”，可是妈妈在

睡觉，没听到。 

“救命！救命！” 

点点听到老婆婆说的话，“熊猫不卖！别动!...这个熊猫有

别的问题呢!...你们两个回来！” 

“点点，点点，点点！” 

点点睁开眼睛。 

“起床了！我们今天去逛街吧！” 

“不要！别去逛街！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下次再去吧。” 

“好吧，那你多睡一点。” 

点点叹一口气，刚要闭眼睛，就看到一个小熊猫娃娃，头

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宝宝”。 

 



 

 

 

 
(Serena Zhang, 12 yrs. Old, Title: The Sanitization of Adam) 

热心的龙 

Rebecca Liu 

从前，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住着一条龙，他的名字叫龙

龙。 

龙龙每天都不得不到不同的王国去欺负那里的人们。其

实，这个龙不喜欢他的生活，因为他每天做一样的事情，人们

也都有一样的反应。他觉得很无聊，而且他不觉得欺负人很

好。龙龙真的不是一条坏龙但是，由于他是一条龙，所以他必

须要去欺负人。他今天又醒了，然后跋涉到了一个新的王国，

叫天国，跟每天一样，去欺负那里的人。 

龙龙很大，眼睛眯着，所以一看就很有火气。他的鳞是绿

色的，肚子是黄色的。总之，他长得就像一条令人害怕的龙，



 

 

 

所以那里的人肯定就怕呀。这一天，他尤其的累和伤心，头低

着走在森林中的小路上。他没有注意的是，天国的公主正骑在

一匹马上跟着他。 

“哎呀，我真不喜欢我的生活呀, 就因为我是条龙，我就一

定要很可怕。为什么我不可以是一条可亲的龙呢？” 龙大声

说。 

跟在龙后面的公主一直好怕龙的，但是，她没有想到过龙

会是这样想的。她想到上一次看见了一条龙，她要求骑士把他

赶走。那条龙也是这样想的吗？ 

公主想了一想，觉得龙龙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他不应该去

欺负人，但是他又很可怜，所以公主想把他抓住，跟他做朋

友，让他成为这个王国的可爱的龙。 

公住回了王国，然后准备设个陷阱。 她拿了一个桶子，一

根绳子，和一些透明胶。她找到了一棵大大的树，找到一根大

大的圆圆的树枝。她把绳子绑在桶上，然后把大桶满水。她把

绳子另外一边粘在透明胶上，然后把透明胶拉的很长很长，拉

到另外一棵树下。这样，龙龙走过来，会绊到透明胶上，然后

桶子会掉到它上面，把他淋湿。 

龙龙正在往那个王国走，还是很伤心。他想：“如果我是可

爱的龙，那也不会是一个坏事。这一次，我就帮王国做事吧！

我也可以帮他们保护他们的王国！” 

龙龙想到了这个，就很高兴的跳跃起来。龙龙还在想着他

的新生活，看见了王国。龙龙站在那，喘了口气，准备开始一

个新的生活。因为他在想这个，没有注意到那条透明胶带，绊

到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有一桶水到在了他的头上了。 



 

 

 

龙龙的美好未来消失了。龙龙开始哭了起来，哭着哭着，

突然，看见他前面有一位公主在看他。龙龙很吃惊的站起来

说：“对不起！我不是来欺负人的。” 

”我知道。“公主说。 

”你-你-怎么知道？“ 

”我在树林里听见你说的话了。我做了这个陷阱来捕获你，

是想告诉你，你不要欺负人家。如果你不在欺负人，你就可以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表现你的忠诚的话，你可以当我们

王国的可爱龙。” 

 
龙龙很震惊，又开始哭：“谢谢！我是不应该欺负别人的。

我会给你看，我会很热心的! 我会表现我的忠诚！” 

直到今天，龙龙和公主还是很好的朋友，龙龙也帮了很多

别的龙成为热心的龙，这都是为这一位好心的公主和热心的

龙。 

 

 
(Vivian Yang, 10 yrs. Old, Title: 龙舟比赛) 



 

 

 

神秘的来信 

王哲 

暑假里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我去拿信的

时候看到了一个用红色字体写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明天凌

晨三点到卡科医院来见我，不准带任何人一起来。如果不来或

者带了任何人来的话，你死定了。” 我刚看到这个消息时，感

到好害怕，什么样的人会让我凌晨三点来见他们，何况卡科医

院五年前就因为不明原因关闭了，那里现在很荒凉了。 

我那天晚上

一直没有睡着，

感到好害怕。这

个人到底是什么

人？他想干什

么？我应该去

吗？这是不是一

个恶作剧？卡科

医院有五公里那

么远，我只能一

个人骑着自行车两点出发去了。一想到这个事情就让我浑身发

抖。白天在学校时我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满脑子就在胡思乱

想这件事。一直等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我也没敢跟爸妈说

这件事。我只能靠打游戏，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我也不知道我

玩了多久，但是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经两点五十了。我立马慌了，从床上赶紧跳下

来，连衣服都没有穿好，戴上我的手表，下楼，骑着自行车就



 

 

 

往卡科医院赶。特别恐怖的事情是在路上一辆车也没有。由于

我很紧张竟顾不上害怕了，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半个小时。我到

的时候，只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小箱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四

周一片寂静，我赶紧把箱子带上回家了。 

回家后，我找到了一把剪刀，把箱子拆开，里面又是一封

信， 写着：“ 哈哈！你来晚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在你回家

后，你的狗已经被我藏起来了，如果还想见到它, 你必须明天凌

晨三点在卡科医院见我。如果你又晚了或者你不来的话，你就

别想见到你的狗了。”  看完了这封信以后我更加紧张了。我特

别爱我的狗，它的名字叫“豆豆”。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豆豆

了，我难过地哭了。这次一定不能再晚了。 

晚饭后，我早早地上床睡觉，醒来的时候，才十二点。但

我却不敢睡了，只好选了本书来看。终于熬到了两点钟! 我戴

上手表，悄悄下楼梯，出了门，推出了我的自行车，就往卡科

医院骑。今天跟昨天一样，一辆车都没有看到。四十分钟后，

我到了卡科医院的门口。刚开始我没有看到任何人，但过了几

分钟，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向我走来。他竟然在晚上戴着

墨镜，而且怀里抱着我的豆豆。豆豆看见我，可怜巴巴地瞅着

我，汪汪叫，极力想挣脱黑衣人。 

“把我的狗还给我!” 我大声喊道。 

”那你必须用你的表来换!” 他回道。 

这个表可不是一块普通的表，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爷爷

说这块表都快一百岁了，让我好好珍惜，别弄丢了。如果给他

了，我的妈妈肯定不会饶了我的。但是我想救豆豆。犹豫了一

分钟后，我还是极不情愿地给了他。豆豆也被放了下来。我赶

紧抱上豆豆，看看它有没有受伤。还好一切正常。豆豆开心地

舔着我的脸。我赶紧带豆豆回家了。 



 

 

 

第二天醒来，我看见豆豆正在一楼玩呢，妈妈正在做早

餐，妹妹正在梳头。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们：你们知不知道我的

手表不见了。妈妈竟然说：手表不是前几天坏了拿去修了吗？

哎！好奇怪！难道这一切不是真的？ 

 

(Cindy Cui, 7 yrs. Old，Title: 长尾巴的松鼠) 

 

进入电子游戏 

Lex Gu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云云在他的房间里玩马里奥。他正

在最后一个阶段，战斗着最后一个坏人。他马上要打败那个坏

人了，却被他的妈妈打断了。云云的妈妈走进他的房间说：“为



 

 

 

什么你还没睡觉啊！！”。云云抬头看了妈妈一下，然后看了一

眼他的游戏屏幕。完蛋了！他死了。云云的人都死了。他狂

怒，拿起来最近的东西，扔到边上。但他扔的那个东西是一瓶

饮料，他把饮料扔到了游戏机上了。在同一时刻，巨大的火花

覆盖了整个房间。火花没了，云云的妈妈抬起头。云云不见

了。 

一道刺眼的光，云云遮盖住自己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

才睁开了眼睛。他看了看周围，云云觉得这里的风景很熟悉，

都和游戏里的式的。突然一个戴红帽的人走到他边上，问到： 

“你是谁？”云云说： 

“我叫云云！” 那人就说： 

“你从哪里来的？”云云回答说： 

“我从美国来的，这是哪里啊？”那人就说： 

”我们在蘑菇王国“。云云揉了揉眼睛，说到： 

”你是马里奥吗？“那个人就说：”是的“在那一刻，云云知

道了他是在他自己的游戏里。 

云云马上惊慌失措。他想到：我会再见到我的父母吗？我

怎么回家？” 马里奥注意到他在恐慌，所以他就说： 

“别担心，我会送你回家的。”云云回答： 

“但是怎么做呢？”他开始哭泣。马里奥说： 

“我会把你带到大炮那里，开炮送你回到家。”云云勉强同

意了，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回家。 



 

 

 

云云跟着马里奥。走了几个小时后，他们正面对一幢宏伟

的建筑，马里奥终于说话了：“我们到了！”他们走上了大楼

梯，然后打开了双开的大门。但是他们看见了一个令人不快的

“惊喜”，鲍泽。鲍泽咆哮着，他猛地摔下来，在地上晃动。马

里奥喊到：”为什么你在这里！“ 鲍泽抓住他们俩，把他俩摔在

地上。鲍泽再次抓起他俩，即将把他们摔碎。云云和马里奥想

着他们俩要死了。 

 

在最后一刻，云云突然想到了怎么打败鲍泽。他对马里奥大喊

着说：“暂时分散鲍泽的注意力。”于是，马里奥就对鲍泽喊到

“看这边笨蛋。”鲍泽就看那边了。这时，云云用他所有的力量

钻出鲍泽的手。他跳上他的头，抓住鲍泽的角，不动。鲍泽马

上惊慌失措了。他放开了马里奥，让后乱跑乱跳，尝试把云云

甩开。结果，马里奥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跳到鲍泽的边上，

并用拳头猛击他。之后，鲍泽变得无意识了。最后，云云对马

里奥说了再见和谢谢，那后他进去那个大炮。马里奥发射了云

云。 



 

 

 

相同的刺眼的光进入他的眼睛。一会儿以后，他睁开了眼

睛。他怎么在床上！？他站起来，闻到了早餐的香味。他下了

楼梯，然后妈妈说，“我刚刚做了一个最疯狂的梦！！！！” 

 

(Luanne Wang 汪卢安, 10 years old, Title: Monkey King V.S. Corona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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