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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徐路克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徐安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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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奖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王⼦子轩 

美洲华语四年级                         钟霖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陈⽂文馨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张岸远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郑芸欣 

美洲华语四年级                     邓凯莉 

 

编者按：继上期《⽂文芽》刊登了
⾦金翅鸟中⽂文阅读写作⽐比赛低年级
组获奖作品，这期将继续登出中
年级组获奖作品。四，五，六年
级的同学格外积极参与，在⽼老师
们⾟辛苦评分后，共选出获奖作品
⼗〸十⼋八篇。 

⽐比起上期低年级组图⽂文并茂的作
品，中年级组显然成熟多了。他
们在⽂文中对所读书籍做了简要明
了的介绍复述，流畅的叙述中适
时加⼊入⾃自⼰己的想法，⾏行⽂文通顺准
确。有的观点⼤大胆新颖，独辟蹊
径; 有的⽤用语成熟，但又不失活
泼; 展⽰示了对中⽂文娴熟的书写运
⽤用能⼒力，可喜可贺！更让⼈人⾼高兴
的是，同学们在获奖感⾔言中表达
了对中⽂文学习的强烈兴趣，这种
学习热情才是写作⽐比赛最弥⾜足珍
贵的收获。 

由于中年级组获奖作品较多，为
⼤大家更好地欣赏，《⽂文芽》将分
两期刊登该组所有作品。敬请期
待更多精彩⽂文章！ 

 

⼀一等奖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白亦璨 

 

 

“什么？我得了⼀一等奖？真的吗？不

敢相信啊！太⾼高兴啦！我很喜欢城

南旧事这个⼩小说！还有别的这样的

⼩小说吗？” 



 

 

 

 

 



《城南旧事》新说 

 你们读过城南旧事么？这个

精彩的故事把我带到了⼀一百年前的

北京城南。这本书让我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

这个故事的结局也让我⾮非常伤⼼心。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情

节是这样的： 

 英⼦子看到妞⼉儿脖⼦子后⾯面的胎

记，才知道妞⼉儿是秀贞丢了的⼥女⼉儿

。英⼦子⽴立刻带她去了秀贞的家，可

是英⼦子没有想到妞⼉儿和她妈⼀一见⾯面

就会离开了英⼦子。她们两个淋着⾬雨

，像赛马⼀一样飞快的奔跑到秀贞的

家。秀贞看见两⼈人浑⾝身都是⽔水，赶

紧迎过来。突然她的眼睛盯上了躲

在英⼦子⾝身后的妞⼉儿。她们两⼈人长得

真像啊！秀贞喊着“⼩小桂⼦子！”，⼀一

边抱着妞⼉儿哭起来。英⼦子看着很伤

⼼心也看呆了，秀珍飞快的给妞⼉儿连

着套了好⼏几件⾐衣服，说：“快点，马

上⽕火车就来了，还要去找你爸呢！”

秀贞抓了⾏行李带着妞⼉儿冲出了家门

，跑到湿淋淋的马路上。 

 英⼦子见他们⾛走了就追在后⾯面

喊到：“妞⼉儿！秀贞！”附近传来⽕火

车进站的声⾳音。秀贞喊道：“英⼦子！

你回去吧，到了我们给你写信。”英

⼦子真的不想妞⼉儿和秀贞离开，又喊

：“妞⼉儿！秀贞！”妞⼉儿和她妈妈跳

上了⽕火车，去了遥远的地⽅方。英⼦子

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英⼦子，

快回来！”原来是她妈！可是英⼦子⾝身

上⼀一点⼒力⽓气都没了，⼀一头摔在地上

。 

 时间像流⽔水⼀一样，转眼⼗〸十年

过去了。英⼦子也上中学了，⽽而且还

是她第⼀一次住校。英⼦子告别了妈妈

⾛走向她的新学校，来到了她的宿舍

，她打开门，屋⾥里没有⼈人。过了⼀一

会⼉儿门又开了，⾛走进来⼀一个很眼熟

的⼥女孩，背着⼀一个⼤大包，跟坐在床

上的英⼦子打了个招呼。 

 就这样，⼀一个学年开始了。

英⼦子跟那个⼥女孩越来越熟悉，她的

名字叫陈桂思。冬去春来，转眼到

了夏天，但最热的那⼀一天来到，⼀一

件事情发⽣生了。那天晚上陈桂思低

着头写作业，英⼦子突然看到她脖⼦子



后⾯面的胎记。她激动的喊道：“妞⼉儿

？” 

 陈桂思回头奇怪的说：“你怎

么知道我的⼩小名？”英⼦子着急的说：

“你是不是⼩小时候住在椿树胡同？”

陈桂思点点头，英⼦子激动的说：“我

是英⼦子呀，你找到你爸爸了吗？”贵

思摇摇头说：“没有，所以我妈把我

带回来上学了。她就在附近做裁缝

供我上学。” 

 两个好朋友抱在⼀一起流下了

开⼼心的眼泪。 

 

美洲华语六年级             陈再曦 

 

“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写读后感，我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谢谢⽼老

师和学校的奖励，我会继续学好中

⽂文，多读中⽂文书。” 

 

«ﾇ地壳»ﾈ--读后感 

 我从中⽂文学校借了⼀一本书， 

叫“地壳” 。这是⼀一本书关于地球的

科普读物，讲了地球的结构，形成

原因，温度，形态，等等，是⼀一本

很有知识性的书。 

 地壳分成三层：地壳，地幔

，和地核。地壳是地球的“表⽪皮”，

是⼈人类住的地⽅方。地壳上⾯面有地，

也有⽔水。我们在地上种庄稼，造公

路，盖⼤大楼。地壳下⾯面是流动的岩

浆，叫地幔。地幔的温度达到

2000°C。地幔下⾯面是⼀一个⼤大铁核

，叫地核。地核的温度是 3000°C

。地球的直径是⼀一万三千千⽶米，地

壳的平均厚度是⼆二⼗〸十千⽶米。地壳对

地球来说，就像苹果的⽪皮，甚⾄至⽐比

它还薄。 



 地壳有六层。地壳裂开了，

就是地震。如果地球有洞⼜⼝口，岩浆

就会流出来，形成⽕火⼭山。以前⼈人们

不知道地壳下⾯面是什么，觉得地壳

下⾯面是妖怪住的地⽅方。还有⼈人觉得

地球是⼤大海⻳龟驮着⼤大象，再驮着⼤大

地。地壳是不断移动的，每年动 1.3

厘⽶米。⼏几亿年以后，说不定奥⼤大利

亚会漂到中国的旁边呢！ 

 这本书⾥里⼤大部分的内容是我

已经知道的，不过我以前读的是英

⽂文版本。这本书让我学会了很多英

⽂文单词的中⽂文说法，还增加了⼀一些

以前不知道的知识。这本书写得⽣生

动有趣，插图也很漂亮。我很喜欢

，愿意向⼤大家推荐。 

 

⼆二等奖 

马⽴立平中⽂文六年级            新迪 

 

“《丁丁历险记》惊险有趣，我曾经

阅读了英⽂文版，在学校图书馆可以

阅读中⽂文版，帮助我学习中⽂文。谢

谢读后感评委⽼老师们，谢谢马⽴立平

六年级徐⽼老师！” 

 

蓝莲花--丁丁历险记的读后感 
  

 蓝莲花是作家埃尔热撰写的

丁丁历险记的第五集，讲述了年轻

的⽐比利时记者丁丁和他的⼩小狗⽶米卢

在中国经历的风险。故事发⽣生在

1931 年， 当时的中国正遭到⽇日本的



侵略。丁丁到中国去抓获⼀一个鸦⽚片

集团。蓝莲花情节曲折，⽣生动惊险

，深深吸引读者。 

 故事的开头，⼀一个陌⽣生⼈人到

印度拜访丁丁。他告诉丁丁上海需

要丁丁，并告诉他平野松成这个名

⼦子。但是陌⽣生⼈人中了粘上拉戒佳致

疯毒药的短箭，没来得及把话讲完

，就疯了。丁丁到达上海，找到平

野松成。 平野松成警告丁丁快回印

度。丁丁躲过好⼏几次对他的攻击，

却又被⼀一个叫‘龙的传⼈人’的组织绑

架。‘龙的传⼈人’原来是⼀一个禁⽌止贩

卖鸦⽚片为宗旨的秘密组织，这个组

织的领袖请求丁丁的帮助， 并告诉

丁丁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平野松成。

平野松成是⽇日本在中国的特务，也

是鸦⽚片贩运商。丁丁到达蓝莲花鸦

⽚片烟馆，看到平野松成收了五千美

元。丁丁又跟踪平野松成到铁路，

看到他炸断铁路，为⽇日本侵略中国

找借⼜⼝口。平野松成抓住丁丁，又要

给他注射拉戒佳致疯毒药，幸好丁

丁获得龙的传⼈人组织的暗中帮助，

逃离虎⼜⼝口。丁丁后来⼏几经周折，凭

借智慧和勇敢，⼏几次死⾥里逃⽣生，最

终帮助龙的传⼈人组织抓住贩卖鸦⽚片

集团的头领。 

 ⾮非常有意义的是，在蓝莲花

的故事情节⾥里，作者埃尔热探讨了

种族歧视的现象。埃尔热是在⼀一九

三⼏几年发表的这本书。令⼈人惊奇的

是，书中对中国⼈人的描述，不同于

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书中有

⼀一个例⼦子，丁丁刚刚抵达上海，坐

着⼀一辆黄包车去旅馆。⼀一个⽩白⼈人在

过马路时看报，没注意黄包车夫的

警告，和黄包车夫相撞。那个⽩白⼈人

⼤大声辱骂黄包车夫，骂他是笨蛋，

臭中国佬，竟敢冲撞⽩白⼈人。埃尔热

笔下的主⼈人公丁丁，却不像那个⽩白

⼈人那样对待中国⼈人。丁丁没有种族

歧视，反⽽而注重种族平等和相互尊

重。丁丁反驳那个⽩白⼈人：“你的举⽌止

有失绅⼠士风度”。书中描述那个⽩白⼈人

随后和他的⽩白⼈人朋友们⼤大发牢骚说“

如果连教育这些肮脏的黄种⼈人懂得

⼀一点⼉儿起码的礼貌都不⾏行，我们将

会丧失对他们的权利...我们美妙的

西⽅方⽂文化”。⽽而后他又故意撞飞⾝身旁



中国侍者端来的茶⽔水，又抓住侍者

的⼿手臂拳打脚踢，野蛮⽆无⽐比。 

 蓝莲花的作者埃尔热还探讨

了另外⼀一个当时的社会现象：歧视

的现象不⽌止存在于西⽅方⽩白⼈人世界⾥里

。故事的后半部分，丁丁营救了⼀一

个中国男孩张。张⾮非常诧异丁丁这

样⼀一个欧洲⽩白⼈人会冒⽣生命危险来救

中国⼈人，他说：“我⼀一直以为所有的

洋⿁鬼⼦子都是坏⼈人”。丁丁回答张：“

并不是所有的⽩白⼈人都是坏⼈人。不过

，不同的民族间相互了解很差，因

⽽而有许多欧洲⼈人以为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阴险狡诈的，拖着长辫⼦子，把

时间都放在发明各种酷刑，吃臭蛋

和燕窝上⾯面...中国的⼩小⼥女孩还在忍

受缠脚的种种折磨...中国的河流到

处都漂流着⼀一出⽣生就被抛弃的婴⼉儿”

。作者埃尔热还诙谐地证明丁丁的

观点，在故事的另⼀一个段落，两个

欧洲⽩白⼈人警察，为了装扮成中国⼈人

，头戴有假的长辫⼦子的帽⼦子，⾝身穿

⼤大黄袍，⾛走在街上，结果被⼤大群中

国⼈人围观，⾮非常好笑。 

 总之，我喜欢蓝莲花，⼀一个

原因是故事情节曲折多变，紧张有

趣。更重要的是，作者埃尔热还探

讨了令⼈人深思的当时的社会现象。

最终，通过作者对种族歧视的认识

，这个故事告诉读者们：有时候，

我们不应该贸然判断别⼈人，因为我

们对别⼈人可能不了解。 

 

马⽴立平中⽂文六年级          俞⽂文茹 

 

 



“很⾼高兴我得到了这个奖项。写这篇

⽂文章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中⽂文会

提⾼高。如果没得到奖，我也不会难

过，因为我尝试了。我很喜欢中⽂文

学校，也喜欢学中⽂文。我也在⾃自学

西班⽛牙语。我希望能提⾼高中⽂文和西

班⽛牙⽂文的对话能⼒力。” 

 

⽜牛郎和织⼥女  

⽜牛郎和织⼥女是⼀一个很好的故

事。这个故事有点⼉儿悲伤。但是，

这个故事有⼀一个好的结尾。有⼀一些

哀愁，爱，和悬念。⽜牛郎和织⼥女是

⼀一个特别的⼀一种故事。这种故事就

是在给⼈人家说⼀一个真的东西是怎么

来得。  

很早以前，在南阳城西的⽜牛

家庄，有⼀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叫⽜牛

郎。他的⽗父母早亡，⽜牛郎就跟他哥

嫂⼀一起住。嫂嫂很不喜欢⽜牛郎。她

把⽜牛郎弄的每天，天还没亮，⽜牛郎

就要起床。然后，⽜牛郎每天⼀一直⼲干

活到⽇日落。但是，嫂嫂还是不满意

。⽜牛郎是⼀一个很好的伙⼦子，所以，

他不跟嫂嫂计较。 

过了⼏几个年，⽜牛郎变⼗〸十五岁

了。⼗〸十五岁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牛

郎遥想⼯工作和结婚了。嫂嫂有⼀一点

怕了。如果⽜牛郎有⼀一天提出分割家

产就不好了。所以，她跟⽜牛郎说：“

⽜牛郎啊，⽗父母去世的早，记得当时

你才⼋八岁。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终

于把你拉扯⼤大啦。” ⽜牛郎听了这个

，就忍不住留下眼泪。嫂嫂接着说

：“你现在长⼤大了，咱们也应该分家

了。我们家值钱的莫过于那头⽜牛了

，⼈人们不常说嘛，⽜牛是农家宝，种

⽥田少不了。你就带着那头⽜牛离开吧

。其他的不值钱的东西，都归我们

。”  

⽜牛郎知道嫂嫂只是想把他赶

⾛走。那头⽜牛不是⼀一个值钱的⽜牛。是

⼀一个很⽼老的⽜牛。它的⽛牙齿都没了。

嫂嫂觉得这头⽜牛没⽤用了，但是，⽜牛

郎觉得这头⽜牛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牛郎会跟那头⽜牛说话。如果⽜牛郎开

⼼心，⽜牛也开⼼心；如果⽜牛郎难过，⽜牛



也难过。所以，⽜牛郎跟嫂嫂答应了

。嫂嫂就开⼼心急了。 

⽜牛郎和⽼老⽜牛往⼭山⾛走。⾛走着⾛走

着，⽜牛郎和⽼老⽜牛终于看到了⼀一个很

美的地⽅方。⽜牛郎就开始在这⾥里做⼀一

个房⼦子了。过了⼀一年，⽜牛郎把房⼦子

做完了。但是，⽜牛郎很⽆无聊，只有

⽼老⽜牛。然后，⽼老⽜牛也不会跟⽜牛郎说

话。⽼老⽜牛也越来越⽼老了。 

有⼀一天，⽜牛郎刚给⽼老⽜牛喂了

⼀一些东西。突然，⽼老⽜牛说话了，把

⽜牛郎下了⼀一⼤大跳。⽼老⽜牛说：“你今天

下午去碧莲池⼀一趟，有⼏几个仙⼥女会

在⽔水⼒力嬉戏。你将那件红⾊色的外⾐衣

藏起来，那件⾐衣服的主⼈人就会成为

你的妻⼦子。”“真的吗，⽜牛⼤大哥？”⽜牛

郎觉得有⾼高⼼心，有犹豫。⽼老⽜牛点了

点它的头。 

⽜牛郎就往碧莲池⾛走了。他躲

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有些仙⼥女来

了。这些仙⼥女把⾐衣服脱下，跳进⽔水

⾥里。⽜牛郎赶快拿了那件红⾊色的外⾐衣

，再躲起来了。仙⼥女⼀一看到有⼈人了

，就把⾐衣服穿上，飞⾛走了。只有⼀一

个仙⼥女了，她没有外⾐衣就不能飞上

天去。⽜牛郎出来说：“你要是答应做

我的妻⼦子，我就把⾐衣服还给你。” 

这个仙⼥女答应了。她的名字

是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孙⼥女。织⼥女

要织天上的云。她会织各种各样的

云。⽜牛郎跟织⼥女说他的⽣生活和⽼老⽜牛

的办法。织⼥女听了，她就爱上⽜牛郎

了。 

⽜牛郎和织⼥女结婚了，⽇日⼦子过

的很好。不久，织⼥女⽣生了⼀一个男孩

和⼀一个⼥女⼉儿。⼤大家很快乐，但是，

不⼀一会⼉儿，王母娘娘发现她的⼥女⼉儿

跟⽜牛郎⽣生活在凡⼈人世界。王母娘娘

很不⾼高兴，觉得她⼀一定要把⽜牛郎和

织⼥女分开。 

正在这时，⽼老⽜牛死了。⽜牛郎

就很伤⼼心。⽜牛郎把⽼老⽜牛的⽪皮跳闸下

来，埋葬了⽼老⽜牛。 

这天，⽜牛郎留着织⼥女和两个

孩⼦子在家，去⼲干活。突然，天变⿊黑

了，⽜牛郎就知道什么东西⼀一定不对

。他跑回家但是他太晚了。在家，



只有两个哭的孩⼦子。⽜牛郎往上看，

织⼥女在飞⾛走。⽜牛郎记得⽼老⽜牛说它的

⽪皮可以⽤用。⽜牛郎就披上⽼老⽜牛的⽪皮，

拿着⼩小孩⼉儿。他们突然就飞起来了

。 

织⼥女在天上哭着。突然，她

听见⽜牛郎说：“织⼥女，等等我！” 织

⼥女往下看，看到⽜牛郎和⼩小孩。织⼥女

很⾼高兴。⽜牛郎和⼩小孩快要跟上的时

候，王母娘娘扔了⼀一个⾦金簪，创造

我们的银河。⽜牛郎就被挡住了。 

从此，⽜牛郎和织⼥女就被捆在

银河的两边。⽜牛郎和织⼥女哭着因为

谁也不肯留银河。鹊合起来做⼀一个

桥。王母娘娘让鹊每年做⼀一个桥⼀一

次。这就是七⽉月七⽇日。这就是为什

么七⽉月七⽇日，⼥女孩从各种各样的地

⽅方过来看⽜牛郎和织⼥女见⾯面。她们希

望也可以找到⼀一个很爱的丈夫。这

就是中国的情⼈人节。 

 

美洲华语四年级                 徐芮 

 

“我好⾼高兴啊！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以后我会更努⼒力，拿更好的成绩、

更多的奖！” 

 

⼗〸十万个为什么 

  我看的书的名字是“⼗〸十万个为

什么”。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让我

学到了很多动物的知识。它提到了

飞在天上的动物，游在⽔水⾥里的动物

，爬在地上的动物，什么动物都有

。⾥里⾯面回答了很多有趣的问题，⽐比

如说，为什么马站着睡觉，为什么

河马喜欢泡在⽔水⾥里，还有为什么啄



⽊木鸟会给树治病。它⾥里⾯面还有很多

好玩好看的⼩小图画和⼀一些 Fun Facts

。我觉得写这本书的⼈人很有知识，

艺术和想象⼒力。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的原因。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蔡乐全

 

“谢谢， 我很⾼高兴能够得奖。没有

⽼老师，爸爸，妈妈的帮助我是不能

做到的。我会在以后的中⽂文学习和

竞赛中更努⼒力，更⾃自信。” 

中国民间故事花⽊木兰 

                         

花⽊木兰的故事告诉我们，⼈人

不可貌相。中国军队的所有军官都

认为花⽊木兰是男孩，因为她穿着打

扮得像个男孩，⽽而且像男孩⼀一样冲

锋陷阵。但她其实是替⽗父从军的⼥女

孩。   

花⽊木兰从⼩小随⽗父亲舞⼑刀弄枪

，善于骑射。⼀一直向往⼠士兵的⽣生㓉

。⾃自⼗〸十五岁起，就已是⽅方圆百⾥里的

武术⾼高⼿手了。她的邻居们对她聪明

，活泼，勤奋和勇敢的个性崇拜得

五体投地。有⼀一天，她练剑回家后

，发现⽗父亲异常焦虑，母亲也唉声

叹⽓气。原来⽗父亲收到了皇帝发出的

从军启⽰示。但是⽗父亲⽣生病了，⽽而弟

弟还只是⼀一个⼋八岁男童。虽然花⽊木

兰武艺⾼高超，但从来没有⼥女孩⼦子从

军的呀。 

⽊木兰想不出什么办法解决这

个难题。正好她的姐姐拖着她去外

⾯面喂他们的两只兔⼦子。她的姐姐告

诉她，其中⼀一只兔⼦子就快要⽣生孩⼦子



了。⽊木兰问她姐姐怎么知道他们不

是两个男孩。她的姐姐说，她知道

，因为她⼀一直喂养他们很长⼀一段时

间，但⼀一般⼈人可能看不出来。这给

了⽊木兰⼀一个主意。她决定把⾃自⼰己打

扮成⼀一个男孩，代替⽗父亲去参军。 

花⽊木兰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

武艺很快就赢得了她在军队很⾼高的

军衔。经过⼗〸十⼏几年的奋战，他们终

于打败了匈奴。皇帝给予他们英雄

的待遇，并给他们每个⼈人很多财宝

。但是⽊木兰拒绝了，她说，权⼒力和

财富只能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她对

家⼈人的爱永远不会消亡。她只要⼀一

匹千⾥里马快点背她回家乡。皇帝被

感动，⽴立刻安排送花⽊木兰和她的随

从回乡。当她回到家时，她发现每

个⼈人都改变了很多，她的⽗父母⽼老了

，弟弟也长⼤大了。她进屋换上了旧

时的服饰，并化了妆。然后，她就

出去迎接她的战友们。⼤大家都惊呆

了。谁能想到他们多年⼀一起出⽣生⼊入

死的军官是个⼥女孩！真是不可以貌

取⼈人啊。 

花⽊木兰的故事告诉我们，如

果你根据⼀一个⼈人的外貌举⽌止来判断

她的能⼒力，你很可能会受骗。如果

你在战场上碰到⼥女装的花⽊木兰，千

万不要⼩小看她。因为她的本质没有

变：还是那个聪明善战的勇⼠士。 

 

三等奖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徐路克 

 

“谢谢给我这个奖，我只是写出了我

的真实写法。” 



读《⼩小屁孩⽇日记》有感 
 

 《⼩小屁孩⽇日记》系列有⼗〸十三

本，我都把他们读完了。我认为《

⼩小屁孩⽇日记》不是很好的书。 

 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叫格莱格

，他是⼀一个中学⽣生。他喜欢和朋友

⼀一起玩电⼦子游戏和游泳，他的学习

成绩不是很好，他跟他哥哥弟弟的

关系不是很好。总之，他在⼀一般⼈人

的眼⾥里不是⼀一个好⼩小孩，所以我们

叫他⼩小屁孩。 

我觉得格莱格最⼤大的缺点是

以⾃自我为中⼼心。有⼀一次，他在俱乐

部⾥里喝了好多饮料，得⽀支付⼋八⼗〸十三

美元，他把账单记在别⼈人的名下，

想让别⼈人⽀支付。这样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格莱格还喜欢在朋友⾯面前耍

酷，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这个我觉

得很普遍。 

格莱格还不能集中注意⼒力，

⾃自控能⼒力不好。这⼀一点跟我有点像

，这也是我需要改正的地⽅方。 

我觉得格莱格不是⼀一个好的

榜样，因为他不读书⽽而且⽼老抱怨。 

关于书的编排，我觉得各个

部分联系少，不流畅。这个系列的

⼗〸十三本书的出版前后经历了六年，

可是格莱格还是在初中没有毕业，

让我觉得太不真实。 

我现在更喜欢读其他书，⽐比

如《哈利波特》、《Ender’s Game

》。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徐安久 

 



“我觉得在电脑上打字写作⽂文不难，

很⾼高兴能得奖。谢谢⽼老师让我参加

⽐比赛，我明年还会参加写作⽐比赛！” 

 

《⼩小屁孩⽇日记》读后感 

 《⼩小屁孩⽇日记》这篇⽂文章讲

的是关于格雷对交朋友的感受和经

验。 

 格雷和罗利是好朋友。他们

在⼀一起很久了，喜欢⼀一起玩，⽽而且

配合默契。⽐比如，他们⼀一起和别⼈人

玩⼀一个⽐比赛游戏。由于格雷和罗利

配合默契，他俩经常赢别⼈人。别⼈人

也向格雷和罗利学习这种合作精神

。 

格雷虽然有些新朋友，但他

花更多的时间和罗利在⼀一起。罗利

除了格雷⼏几乎没有其他朋友，有时

还依靠格雷去帮他系鞋带。所以，

格雷和罗利相处很好。 

但是格雷和罗利也有时候会

相处不好。罗利常常要格雷帮他学

习，跟他玩。格雷没有时间和别的

朋友交往。这样，格雷别的朋友渐

渐地不喜欢他了。于是，格雷想出

了⼀一个好办法。他规定花⼀一定的时

间和罗利玩，时间结束后，他就花

另外的时间和别的朋友⼀一起玩。如

果哪个朋友不遵守时间规定，格雷

就不和这个朋友玩了。格雷所有的

朋友都同意这个办法。这样，格雷

和他所有的朋友相处地很开⼼心。 

这⽚片⽂文章告诉我们如果朋友

们意见不⼀一致，就应该先⽴立个⼤大家

都同意的规矩。如果遵守规矩，⼤大

家都很开⼼心。如果有⼈人违反了规矩

就要受到惩罚。 

 



美洲华语五年级             党伊璐 

 

 

“我⾮非常⾼高兴能获得作⽂文⽐比赛奖。谢

谢⽼老师们的⿎鼓励。我很喜欢读中⽂文

，说中⽂文，写中⽂文。我会继续努⼒力

学好中⽂文。” 

 

⼥女娲补天 

 

 ⼥女娲补天讲了⼀一个关于天神

创造天地和⼈人类的传说。传说⾥里有

⼀一个天神名字叫盘古，他开辟了天

和地。他举着天⼀一万⼋八千年。他累

死了以后，他的⾝身体变成了地上的

⼭山和⽔水。另⼀一个天神名字叫⼥女娲来

到⼤大地上，她⾮非常喜欢地上⼀一切的

东西。但是她觉得地上少了⼀一些东

西，所以她就开始⽤用泥⼟土造⼈人。为

了造出更多更多的⼈人，她后来开始

⽤用树枝造。后来，⽕火神和⽔水神打架

，天河开了个洞，地上被⽔水淹了。

⼥女娲为了救⼈人类，⾃自⼰己⽤用⾃自⼰己的⾝身

体去补天河的洞。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美丽动⼈人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里，我记住了中

国传说中的天神有盘古和⼥女娲。这

个故事也让我对中⽂文学习更加感兴

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