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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继前两期《文芽》刊登了
金翅鸟中文阅读写作比赛低年级组
及部分中年级组获奖作品，这期将
继续登出余下中年级组获奖作品。 

比起低年级组图文并茂的作品，中
年级组显然成熟多了。他们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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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
想法，行文通顺准确。有的观点大
胆新颖，独辟蹊径; 有的用语成
熟，但又不失活泼; 展示了对中文
娴熟的书写运用能力，可喜可贺！
更让人高兴的是，同学们在获奖感
言中表达了对中文学习的强烈兴
趣，这种学习热情才是写作比赛最
弥足珍贵的收获。 

下周将刊登高年级组获奖作品，敬
请期待！ 

  

三等奖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莱恩 

 

 

“我非常喜爱阅读《小屁孩日记》。
读后感能得奖，真高兴！谢谢马立
平四年级的陈老师的指导和鼓励。” 

 

午餐零食大盗 
小屁孩日记的读后感 

  



 “哈哈哈”，每当我阅读连续小
说《小屁孩日记》，我都会开心地
笑出声来。最近我念了其中的《午
餐零食大盗》，非常生动有趣。我
把这本书推荐给外婆和妈妈， 她们
都念得爱不释手。 
 《午餐零食大盗》以新年开
头，格雷和他的爸爸， 妈妈和弟
弟， 都忙着立下新年誓愿。爸爸说
要节食， 可却被哥哥捉到他在吃巧
克力饼。弟弟说他是大男孩了，把
安慰奶嘴扔进垃圾桶里，要和它永
远告别。结果，这个新年誓愿持续
不到一分钟就完蛋了。哥哥没有立
下新年誓愿。格雷的誓愿是帮助别
人进步。可是帮助别人进步太难
了，没有进展。格雷多次劝妈妈吃
薯片不要发出大声，妈妈却对他说”
格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那么
完美“。 
 故事发展到中间， 格雷和他
的朋友罗利把一个“时光宝盒”埋到
地下。格雷说服罗利，罗利捐出自
己的圣诞礼物放进“时光宝盒”里，
可格雷却只在里面放了三美元。 

 故事结尾，学校里开情人节
舞会。舞会开始好多时了，没有一
个学生跳舞。最后， 校长宣布， 
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跳舞， 这将占体
育成绩的 20%。于是格雷发明了他
能做的最简单的能被称之为舞蹈的
动作。结果他被一群男生包围了，
他们都来抄袭格雷的动作。更可笑
的是，格雷的一个同学吃了太多的
甜蛋糕，在舞会上发起了糖疯。 
 《午餐零食大盗》里我最喜
欢的故事是格雷抓家里的午餐零食
大盗。因为每次家里的零食， 都被
不知是谁偷偷地吃掉，妈妈就不给
格雷零食。结果格雷常闹糖荒，上
课没精神，常常睡着了。他忍无可
忍，决定抓大盗。当妈妈刚买了新
的午餐零食， 放到洗衣房里，格雷
就藏在洗衣房的一个篮子里等待大
盗。妈妈把好多洗完的衣服丢在他
藏身的篮子里，他不敢作声。他等
呀等，终于捉到爸爸偷吃零食。 
 当我的妈妈念完了《午餐零
食大盗》，问我”你觉得自己像不像
格雷？”我说我不像格雷，没有一个
人完全像格雷。但是格雷天真无



邪，活泼机智，每位读者都可以在
格雷身上，找到共同处。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黄昭雯 

 

“我很高兴能够在作文比赛中得奖，
希望下次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谢
谢大家！” 
 

哪吒和孙悟空 

《哪吒闹海》读后感 

大家都知道哪吒闹海和孙悟
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可是你们知道
哪吒和孙悟空是好朋友吗？他们还
曾结拜为兄弟！ 

哪吒闹海其实还有一段，大
家都不知道。哪吒打败了龙王好几
年以后，他想去海底看一看。他就
离开了天宫，到了东海龙王的宫
殿。哪吒知道东海龙王和他关系不
好，不会让他进去，他就偷偷地溜
进去了。只见一只猴子，手里拿着
一件钢叉, 跳来跳去。忽然，那只
猴子叫，“还是太轻！换一件！” 猴
子试了几个兵器，都是太轻。哪吒
听见龙王叫猴子 “猴王”，很奇怪。 

哪吒偷听着他们说话，听到
龙王要送给猴子如意金箍棒！哪吒
就偷偷跟着他们。龙王告诉了猴
子，要是他能抬起金箍棒，他就可
以拿走。结果，那只猴子居然拿起
了金箍棒！龙王没有想到，很生
气，就叫来了西海龙王，南海龙
王，和北海龙王。猴子又逼迫他
们，让他们给他衣服。 



可是，猴子要走的时候，龙
王们拦住了他。猴子很厉害，本领
高强，他打跑了三个龙王。东海龙
王就去向玉皇大帝告状。玉皇大帝
召集他的天兵天将，托塔李天王就
问，“咦，哪吒跑那里去了？” 他们
找不着哪吒，只好下去打猴子。没
想到，猴子比他们都厉害，打败了
他们。玉帝就请了如来佛，来打猴
子。猴子一看不好，赶紧念起了咒
语，把空气变成魔烟，别人好看不
见他。哪吒见了，也悄悄地帮他念
起咒语。猴子拿出了金箍棒，要杀
出去逃跑。 

如来佛当然比猴子厉害。他
快要捉住猴子的时候，哪吒突然跑
了出来。他分散了如来的注意力, 
如来佛就念错了咒语。哪吒和猴子
掉进了花果山水帘洞。猴子看见了
哪吒，就问 “你是谁？你为什么在
这儿？” 

哪吒回答，“我是哪吒。我从
天上来的。你是谁？” 

猴子说，“我是孙悟空，我的
家在... 这儿。” 

哪吒问，“这里是哪里？” 

孙悟空回答说：“我们在花果
山水帘洞。我是小猴子们的大王！” 

哪吒看了看，有好多小猴子
在玩。他看见了很多水果在石桌
子。“我就在这儿呆着吧，可惜不久
还是要回天上。” 

*                 *                 *        
          托塔李天王还没有找到哪
吒。他没有办法了，就找如来佛帮
忙，如来佛有事情，没有理他。他
就去问玉帝有没有办法。玉帝派了
几个神仙，和他一起去找哪吒。李
天王跟着他们走了。 

如来佛刚要离开的时候，太
白金星来到了玉帝的灵霄宝殿。“我
刚才在花果山那里，看见了那只偷
了定海神针的妖猴，和哪吒玩儿
呢！” 

如来佛听到哪吒在花果山，
而且打败了四海龙王，他说，“我念
错了咒语，把他们掉到了花果山。
可是你们不能总是来找我呀！玉帝
官最大，肯定能自己去捉那只妖



怪，找回哪吒的！你们自己的事要
自己做了！” 众天神不敢顶嘴，就
自己去了花果山。 

悟空和哪吒听了天神要来打
他们，悟空就拿出金箍棒，准备
打。可是哪吒想了想，说，“我们已
经打过了。我今天不想再打了。我
们去躲着，等他们走了的时候，我
们就出来玩儿。” 神仙来了，没有
看见哪吒，孙悟空和小猴儿们，很
奇怪。 于是，他们就到处找。他们
来到了一片树林。哪吒，悟空和小
猴儿们在这片树林里藏着，听见他
们来，就跳了出来把天兵天将挡住
了。悟空拔了好多毫毛。 可是这
次，他们刚打起来，如来佛来了。
“你们又打起来了！哪吒，回到天
宫。神仙们，要是悟空不打你们，
你们就不要打他！” 说完，他就走
了。 

*                 *                 *        
           有一天，托塔李天王又
不知道哪吒跑哪儿去了，手下人告
诉他，哪吒又去跟孙悟空玩儿了。
托塔李天王想去把哪吒叫回来，可

是他想了一会儿，算了吧，就让他
去玩儿吧。 

 

美洲华语六年级                 王琪 

 

弹琴的青蛙 
 

 “弹琴的青蛙” 是一本关于动
物世界的儿童故事。这个好玩的故
事发生在四川省峨眉山万年寺后面
的池塘。每天晚上，一位和尚在池
塘弹琴。每个动物听这美秒的音乐

的时候，都会想要去看看。 
一天，三位姑娘出现在和尚

的前面。他问她们，“你们从哪里
来, 你们喜欢弹琴吗？” 她们说，
“我们就住在附近。我们喜欢。” 然
后，和尚请那三个姑娘去弹琴，但
是，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先弹。过了
一会儿，最年轻的那个姑娘开始悄
悄地弹琴。然后，第二个姑娘开始
高声地弹琴。看起来，她们都不会
弹，两个年纪大的姑娘一会儿就跑
掉了。年纪小的没走。她说，“我弹



得不好。你能教我吗？” “当然！”。
从哪时起，她每天去弹琴。 

几年过去了，和尚死了。姑
娘不再去弹了。每个动物不再听到
这美秒的音乐了。很久很久以后的
一个晚上，琴声又来了。可是，没
有姑娘，也没有和尚。就只有一只
小青蛙。音乐原来是从青蛙那儿来
的！原来，这只青蛙就是曾经的那
个姑娘。动物们笑着说，“是那位姑
娘！我们叫她弹琴的青蛙吧.” 

我开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讲什么。但是
读了几次后，我明白了。我发现这
个故事是讲动物对音乐的感受。就
像我们人类，我们可以感受到音
乐，动物也一样。我喜欢这个故
事，因为故事里的事不会真正发
生，但却表达了一个真实的理念。 

 

佳作奖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王子轩 

 

 

 

丁丁历险记的作者 
  

 《丁丁历险记》是一本非常
好的书。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丁
丁，白雪，阿道克，卡尔库鲁斯等
等。这本书讲述了惊险奇遇，而且
生动有趣。 
 《丁丁历险记》的作者是
Herge，其实 Herge 真正的名字是
Georges Prosper Remi。他于
1907 年 5 月 22 日在比利时
Etterbeek 出生的。他在 1983 年 3



月 3 日，比利时的 Woluwe-Saint-
Lambert 去世了。他死去时是 75
岁。 
 最开始，Herge 是为一家报
社写故事的。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工
作很失望，所以他就开始写一个故
事叫《丁丁历险记》。这本书讲述
了一个比利时的男孩丁丁和他的小
狗白雪环游世界的故事。 
  《丁丁历险记》的第一本书是在
1934 年出版的。这本书叫法老雪
茄。《丁丁历险记》开始是一个报
纸的漫画，后来，变成了书。这本
书在全世界被翻译成 50 多种语
言。《丁丁历险记》是一个特别流
行的系列书籍。我最喜欢的《丁丁
历险记》的书是《丁丁在美国》。 
  1983 年 5 月 3 日，Hergé 在完成
《丁丁和阿尔夫艺术》之前因为白
血病去世了。去世时，他快 76 岁
了，已经完成了《丁丁和阿尔夫艺
术》150 页。 
 虽然 Herge 一生只写了《丁
丁历险记》一套书，但是他是一个
特别好的作者。我真心喜欢《丁丁

历险记》，我推荐大家都应该读一
读。 
 

美洲华语四年级                 钟霖 

 

 

 

“我很高兴我的文章获了奖. 我很为
自己骄傲. 我也要谢谢我的妈妈, 因
为她帮了我很多。” 
 

蓝精灵图画故事书《魔法笛》 

故事续集《被盗的魔法笛》 

  嘉嘉女巫在家里听见了蓝精
灵们美妙的歌声，她就想出一个主
意。她要把平平的魔法定音笛偷过
来，让蜥蜴骑士重新回到她的身
边。 



 那天晚上，嘉嘉女巫偷偷来
到精灵村， 躲在平平房子旁边的树
林里。 等平平睡着后， 她喝了一
口会让自己变小的魔水。等她变得
跟一只燕子一样小的时候， 她悄悄
飞进平平的窗户。她在平平床边的
桌子上找到了魔法定音笛。她拿上
定音笛然后飞回了家。 

 回到家后，嘉嘉女巫又把自
己变成原来一样大小，然后她把定
音笛拉长挂到自己脖子上。她开始
引吭高歌。歌声果然非常美妙， 森
林里的小动物都被吸引过来了。嘉
嘉女巫非常高兴。 

 嘉嘉女巫穿上她最漂亮的衣
服， 然后骑上她的秃鹰飞到了蜥蜴
骑士的城堡。她站在城堡外面开始
放声唱歌。歌声非常嘹亮，蜥蜴骑
士一下子就听到了。他来到城堡外
面，看见居然是嘉嘉在唱歌。他几
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下子
爱上了嘉嘉。他跟着女巫回到了她
的家。 

 平平醒来之后发现他的魔法
笛不见了，他就猜是被嘉嘉女巫偷

走了。他就叫上他的朋友灵灵和乐
乐赶往女巫的家。刚到她的家门
口， 就听到女巫响亮的歌声。怎么
办？怎样才能把魔法笛拿回来？乐
乐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房子， 当他
看见打开着的窗户时， 他有了一个
主意。平平和灵灵决定按他的方法
做。 

 乐乐拿出他带来的绳子，灵
灵拿出他带来的锯子。他们一起轻
轻地爬到窗户上。平平把灵灵绑到
绳子的一端，再把另一端系到窗框
上。灵灵把脚一蹬就飞了进去。等
他飞到嘉嘉女巫身边的时候， 他拿
出那把锋利的锯子，迅速割断了魔
法笛，然后拿上笛子飞了出来。等
到嘉嘉女巫和蜥蜴骑士回过神来，
平平，灵灵和乐乐早已跑回家了。 

 嘉嘉女巫张口大叫， 可是发
现她的声音又变得非常沙哑难听。
蜥蜴骑士又吓了一跳，“太可怕
了！”。然后他骑上蜥蜴回家了。嘉
嘉女巫又开始哭了起来，“哦，蜥蜴
骑士真狠心！”。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陈文馨 

 

 

“在老师的鼓励下，第一次写中文作
文又能拿到奖，我心里是很惊喜，
这次活动给我增加了中文写作的信
心！谢谢！” 

 

“爷爷的打火匣” 

 “爷爷的打火匣”讲一个小男孩
的爷爷和他使用的打火匣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座山上，
小男孩的爷爷是山上的护林员，在

故事当中有一个狐狸偷走了老爷爷
的打火匣。原来狐狸以前看过爷爷
是怎样用打火匣点出火星的，结果
狐狸有一次烧到了一个小森林。 
 狐狸妈妈知道这是狐狸烧的
森林的时候，她狠狠的批评了小狐
狸说：“那是爷爷最爱的东西”和“老
爷爷还救过你的小命呢”。小狐狸听
到后就把老爷爷的打火匣不声不响
地放回老爷爷的小木屋里。 
 因为老爷爷经常用他的打火
匣，打火匣成为了他的最有价值的
东西。可是在故事的结尾那位老爷
爷死了，按老爷爷的意愿，有人把
他和他的打火匣埋在了山峰上。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因为
那位老爷爷对别人很体贴，你应该
读这本书！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张岸远 

 
 

张岸远出生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
大学医院，现在快十岁了。他现在
和爸爸妈妈奶奶和弟弟住在纽约的
爱之盟村。他已经搬了四次家了。 
曾经住过福杰尼亚，宾夕法尼亚
州。他最喜欢玩乐高，滑雪，棒球
和下棋。现在他在 Seely Place 小
学读四年级。 

“我有很多幻想，可是我不愿意告诉
人，因为告诉别人以后，别人会笑
话我，打我，把我打到医院里去。
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也有一点好
笑，还觉得小熊有点笨。我觉得写
这本书的人很大胆，敢把自己的幻

想写出来。他因为这个住医院了
吗？” 

  “月亮蛋糕” 
 
 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小熊的故
事。从前有一个小熊，想尝一尝月
亮是什么味道。每天晚上，他都会
看到月亮，可是小熊就是尝不到月
亮。于是，他和他的鸟朋友就做了
一个火箭。 
 到了秋天，小熊的火箭还是
没有做好，但小鸟要去南方找暖和
的地方过冬天了。小熊还是做火
箭。过了五天，火箭终于做好了。
小熊就拿了一个勺子和盘子，到火
箭上面去尝一尝月亮。可是，火箭
没有上天，他就在地上，小熊没有
知道，他是在睡觉。 
 到了冬天的时候，一阵风吹
倒了小熊的火箭，小熊就起来了。
他看到外面茫茫的大雪，就想他终
于到了月球上面。他就用勺子挖了
一勺雪，放在盘子上，做了一个月
亮蛋糕。他尝了一口，觉得很好
吃，就都吃了。然后，他就准备发
射，可是，他又睡过去了。 



 春天来了，小鸟回来了，小
熊就把自己吃月亮蛋糕的故事告诉
小鸟。小鸟听了很高兴。 
 小朋友，你觉得小熊很笨
吗？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郑芸欣 

 

“很高兴，也很意外，以后会继续努
力学好中文，很喜欢金翅鸟图书
馆，让我可以读到很多课本以外的
中文书。” 

泡泡野猪 
  

 泡泡是一个调皮又淘气的小
野猪。有一天他被蜜蜂蜇了一下，
他就开始吐唾沫。于是他的哥哥和
姐姐就叫他泡泡。他跟着他的妈妈
回窝的时候，它的妈妈和它的哥哥
姐姐被大熊咬死了。泡泡被丽迪找
到了，丽迪带泡泡回到农场。刚开
始时泡泡不喜欢丽迪，但是后来他
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不管泡泡在
哪里，只要丽迪一吹口哨，泡泡会
第一时间跑到丽迪身边。 
  
 有一天他和小羊一起在农场
玩，突然一只狼跑过来，咬住一只
鸭子的脖子。泡泡看到的时候就把
头向狼钻去，把这只狼給吓跑了。
一年夏天泡泡又和小羊玩，一只大
熊把小羊咬死。泡泡看到后吓得逃
到树林里去了，因为这只大熊曾经
也咬死了他的妈妈。从此它和丽迪
分开了。后来有一天丽迪去树林边
游泳，她游完泳看到衣服上有一条
响尾蛇。丽迪很害怕，丽迪想吹口
哨叫爸爸，突然她就看到了泡泡，
原来泡泡听到口哨声赶来救她了。
最后泡泡战胜了响尾蛇，救了它的



好朋友丽迪。然后泡泡转过他的
背，丽迪就笑了，丽迪知道泡泡是
要她挠痒痒，最后泡泡又离开丽迪
回到森林里去了。过了几个月冬天
来了，泡泡回到农场过冬，丽迪爸
爸很高兴看到丽迪和泡泡是好朋
友。 
  
 丽迪和泡泡很开心在一起陪
伴过冬，但是泡泡还是有点感到孤
单。泡泡有一天在一根竹枝上闻到
一个味道，他非快地寻着味道的方
向跑去，终于，他停在了一只母野
猪的面前。母野猪叫灰灰，泡泡喜
欢上了灰灰，他们一起回到森林
里，不久他们生了五只可爱的小野
猪。一天一只小野猪被一只猞猁抓
去了，灰灰和泡泡要救孩子，泡泡
跟在猞猁后面，猞猁爬到一棵大树
上，灰灰发现另外一棵树刚好倒在
猞猁那棵树后面，灰灰就爬到树
上，向猞猁扑了过去，猞猁吓得只
得松开小野猪，小野猪掉下树死
了。泡泡感觉很悲伤，伤心地哭了
起来。  
 

 有一个夏天泡泡和几只猎狗
打架，并打赢了它们。这些是猎人
的猎狗，他们是来杀泡泡一家的。
因为泡泡一家把丽迪爸爸菜园里的
菜吃的吃，踩的踩，全都弄坏了，
他们通过脚印和咬过的菜叶知道泡
泡一家来过。丽迪要爸爸修好栅栏
防止野猪进来，但不要去打扰泡
泡，但他爸爸很生气，觉得只有杀
死泡泡一家它们就不会再来了。第
一次他们没有成功打死一只野猪，
猎狗被泡泡打败了。第二次丽迪爸
爸亲自带猎枪来杀泡泡，他找到泡
泡一家，正好看到泡泡和灰灰为了
保护它们的孩子打胜了大熊，他觉
得泡泡非常地勇敢，为它感到高
兴。决定不杀泡泡了，回家修栅栏
去了。 
 
 

 

 

 

 



美洲华语四年级             邓凯莉 

 

 

“我很高兴获奖了。今年夏天我们要
回中国，到了那里我希能够用中文
讲话。” 

 

雄心勃勃的橡子 

  

 在森林里，有一个颗橡子。
这个橡子比所有的其他橡子兄弟都
小。每天，他试图变得越来越大，
但是他没有长大。他的母亲，老橡

树，告诉他许多有关每天成长的故
事。她说，无论大还是小，你只需
要长大成为一棵坚固健康的树木。
几个月后，秋天来了，小橡子不得
不离开他的母亲。他不想离开母
亲，但他必须长大。所以，最后他
离开了他的家和妈妈。最后，他掉
在地上，睡着了。 经过漫长而艰苦
的冬，几个月后，太阳融化了雪，
小橡子开始生根。每一天，他变得
越来越高。夏天来了，他终于长得
比他的兄弟姐妹都高！他终于再次
看到了他的母亲，他们都感到自
豪。他有雄心壮志，实现了他的目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