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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芽》继前三期刊登了
金翅鸟中文阅读写作比赛低年级组
及中年级组获奖作品，这期将继续
登载高年级组获奖作品。 
高年级同学经过多年的中文学习 ，
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经验，行文布
局、字词应用都显得得心应手、娴
熟自然。在故事的复述上，不仅做
到言简意赅，而且保持了原文的趣
味性，让人读来兴趣盎然；同时在
复述故事的基础上，还有感而发，
抒发了自己的想法。 有的文章立意
新颖，角度独特，让人眼前一亮；
有的文章朴实无华，但情感真挚，
娓娓道来。 
高年级同学的获奖感言不仅让人看
到他们的成熟懂事，同时让人感受
到了他们对中文学习的自发自觉。
十分难得并让人欣慰！ 
 
  

 
 

一等奖 
AP 中文                         向书俊 
 

 “我是向书骏，很高兴得到这个奖。
感谢鞠晓鹏老师的鼓励和培养。感
谢金翅鸟图书馆举办这项比赛。我
会继续努力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读后感 
  

    J.K.罗琳写的“哈利波特与
火焰杯”是一本有趣的五百二十一页
的幻想小说。这本书讲一个十几岁
的男孩儿，哈利波特，在
Hogwarts 魔术学校的第四年。书
从一个遗弃的房子开始。在那里伏
地魔，哈利波特的敌人，用他的白
蛇杀了个老头。然后，伏地魔跟他
的助手商量怎么杀哈利波特。哈利
睡觉时梦见这些事，立刻醒了，头
上的闪电瘢痕很痛。 
    到了第二天早上，哈利离开家，
跟他的朋友去看国际 Quidditch 杯
比赛。在那儿哈利看到了很精彩的
球。球赛完后，到了晚上，伏地魔
的下属在看球的人们住的地方造成
混乱。伏地魔的头骨符号被投射到
夜空上。 

这件事以后，哈利跟朋友去
Hogwarts 学校上第四年的课。
Hogwarts 校长邓布利多跟大家讲
今年在三个魔术学校之间会有场比
赛。除了 Hogwarts，还有
Beauxbatons 和 Durmstrang 学

校。每个学校会有一个人参加比
赛。为了选这三个人，将会用一个
火焰杯，想参加的人把名字放杯
里。杯会选最适合的人参加比赛。
在那时，哈利不够大，不能报名参
加比赛。到了万神节晚上火焰杯把
四个人的名字吐出来。每个学校有
一个人，除了 Hogwarts 以外。第
四个人是哈利。因为这个比赛很危
险，哈利又害怕又迷惑谁把他的名
字放进了杯里。很多人觉得哈利不
应该被选，因为他太小，而且现在
Hogwarts 有了两个人参加比赛。 

在比赛过程中哈利得到了他
朋友的帮助，最后跟另外一个
Hogwarts 竞争对手一起触摸到了
冠军杯。突然他们俩被送到一个坟
地。哈利的同学刚刚到了坟地就被
绿色的咒语杀了。同学被杀了以
后，伏地魔跟哈利打起来了。因为
哈利和伏地魔有神秘的联系，他们
俩的魔法棒连接起来。伏地魔杀的
人都出来了。哈利看见了他的父
母。这些人给了哈利时间带着死了
的同学触摸了那个冠军杯，回到了
学校。哈利回去以后跟校长说伏地



魔回来了。但是，魔术政府不相
信。最后，哈利用他从比赛赢的钱
给朋友买了东西，夏天回到了英
国。 

这本书不仅很有意思，而且
告诉我们恐惧很强大， 让人们看不
到真相。在国际 Quidditch 杯时，
人们以为坏人没有跟着伏地魔而是
自己在干坏事。政府也不相信哈利
的同学是被伏地魔杀的，因为他们
怕伏地魔回来。这本书还藏着很多
别的重要的道理。 
 

二等奖 
美洲华语九年级             赵佳淇 
 

  
“谢谢中文学校给我的这个写作的机
会,我觉得非常开心和自豪! 我很喜
欢中文，我会继续努力学中文。希
望以后自己不但能流利说中文，还
能用中文写作。” 
 

古老的城堡 
   “古老的城堡”这本书讲的是
古老的城堡时代的历史，包括人们



如何生活，城堡里的庆典，争夺
战，以及城堡的建造等等。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古
老城堡时代和现代的生活方式有诸
多不同。 
 首先，我们现在住的房屋和
古老的城堡时代的住房很不同。生
活在那个古老的城堡时代的人们并
不是像电影中所描绘的那样。在城
堡里面生活一点都不浪漫，因为城
堡就像一个冷冷的地牢。那里没有
壁炉，或者只有很少的壁炉。 在冬
天，城堡里面都是很冷很冷。在夜
里，走廊和楼梯没有任何光亮，甚
至还有老鼠在稻草里面爬来爬去。
居住在城堡里面的人们根本没有空
闲时间玩耍，因为他们从早晨到晚
上都要辛苦的劳作。只有星期天他
们才可能被允许休息。每天早上，
钟楼看守人都会吹喇叭叫醒人们，
或者牧师会敲响教堂的钟声，所以
每个人都会同时醒来， 开始一天辛
劳的生活。我们现在都可以在不同
时间醒来。我们用闹钟，或者其他
电子产品叫醒自己和家人。我们生

活在温暖的住房里面。冬天我们可
以使用加热器保持温暖。 我们家里
都有电源，不需要外界的光线或火
源，我们只需使用开关就可以开关
电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息时间
表，但标准工作时间表是星期一到
星期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人们
每天下班以后都可以休息，因为我
们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做大量的体力
劳动。 
 其次，城堡的厕所也和我们
现在的厕所不一样。城堡的每一层
都只有几个厕所，而且厕所本身就
是一个有洞的石头。 一般厕所靠近
烟囱，所以浴室就暖一些。人们通
常会使用稻草或海绵清扫厕所，所
有的废物都丢到特殊的下水道。现
代厕所不是石头制成的。我们现在
有连接到由管道制成的专用下水道
系统的瓷器厕所。 下水道系统不会
将所有废物倾倒到一个房间内，而
是转到特殊的地方，将废物过滤
掉。 一般来说，厕所现在不在烟囱
附近。我们也有专门的清洁剂打扫
厕所，而不是使用干草和海绵。 



 最后，在古老的城堡里面，
养育孩子也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女
孩们会从她们的妈妈那里学会纺
织，刺绣和缝补。她们的卧室基本
上就是她们的教室，因为她们都是
家庭教学的。学习后，他们会唱
歌，阅读或玩游戏。令我很惊讶的
是，女孩们的教育水平高于男生。
她们都要学会阅读和写作，甚至要
学习外语。当她们达到一定的年龄
时，她们开始被邀请去参加派对，
学习礼仪，以便她们以后结婚。至
于男孩们，他们小时候也在城堡里
学习。但是，他们七岁时就会离开
城堡，成为一个骑士的学徒。他们
学习骑马，剑战，摔跤，使用矛和
盾牌等技能，还要学会如何保养武
器。现在，小孩子不会学习像古代
孩子们学习的事情。 女孩不会学习
缝纫，针织和刺绣，而是像男孩一
样去上学。 礼节不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事情要学习，因为结婚并没有被
重视。 男孩和女孩都去上学，而很
少一部分孩子在家里得到父母的教
育，大部分的孩子都去学校学习。 
一般来说，男孩们也不会学习如何

使用武器，而且在七岁的时候，他
们不会被认为是一个成年人。 
 我选这本书是因为它既有历
史，又有事实。这些历史书籍，告
诉我们在过去人们是如何生活，以
及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是如何发
展的，还有我们今天和过去那个年
代的差异。我对这个时代的生活很
感兴趣，因为这个时候的人们看起
来生活得很豪华和老式。这本书里
提供的丰富的资料，使我对古代的
城堡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美洲华语八年级             朱可嘉 
 

  
“我一直崇拜我的姐姐。 她对我来
说永远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她总是
很擅长用中文和英文写作散文，我
很想向她学习。 这场比赛对我来说
是一个机会，所以我用我有限的中
文，尽我所能，尽可能地写出一个
简短有趣又真实的故事。虽然在我
的文章里有些夸张，这是一个基本
真实的故事。 我妈妈帮助我读了中
文哈利波特的第一章，就像许多年
前她帮我读第一本英文书。 我也想
感谢我的爸爸，让语句通顺。还有
我的老师，仔细纠正我的文章，使
它更完美。” 
 

我和我的中文哈利波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利波特》
这套系列书，就被书中的角色迷住
了。这些有着自己不同个性，看起
来完全真实的人，所演绎的故事更
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成为我，作为
一个孩子爱幻想的东西。 
 三年后的一天，我在一堆中
文书当中一下子就拿起这本书。 
 我仿佛看到了令人印象深刻
的绿色封面，我被运送到那个神奇
的世界：邓布利多和哈利仍然在恶
魔之前找到了神秘的尸体，这个邪
恶的 Voldemort (伏地魔) 再次占领
世界。我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把
书夹在我的胳膊下，我回到我的书
桌前，把书翻到第一页。 
 即使是第一个中文句，我都
不能读下来。句子之后的成语，词
语（首相，备忘录, etc.），因为我
不懂它们的意思，我想放弃了。经
过几年的折磨，中文学校的学习依
然无法让我看懂这本中文版的《哈
利波特》。 
 回到家，我拿出英文版的
《哈利波特》，我想一句一句的对
比这两本书。时间慢慢地流逝，可



是我没有一点进展，两本书并列比
较也没有丝毫的帮助。 沮丧，我一
脚踢开了这两本书，我
想、、、、、、 
 其他选项都用尽了，只有一
件事能做—— 
  “妈妈！救我！” 
 

三等奖 
美洲华语七年级            陈安幸 

 “我喜欢写读后感，因为它不仅帮我
进一步理解书的大意，而且也进一

步增进了我的写作喜悦。我也要感
谢老师给我鼓励，因为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鞭策。” 
 

灶神的故事 
 

 今天我读了“灶神的故事”一书
觉得很有趣。这本书教了我一个很
好的道理。在这本书里，有一对富
有夫妻，可是丈夫不好，他很喜欢
喝酒跟赌博。 
 有一天下雨的时候，丈夫想
玩个游戏看一下谁有更多的运气。
他们两人各挑一粒豆子看一下谁挑
的豆重就更有福气，结果妻子的豆
更重，丈夫就很生气，叫妻子走。
妻子很伤心，她在外面天晚了没地
方睡，就找到一个老太婆的家，这
个老太婆很礼貌让她进来。后来她
就住下来了，经过几年辛勤劳动，
她有很多钱了！可是她原来的丈夫
还继续喝酒赌博，结果把全部的钱
用光了。后来没钱了只好跟其他没
钱的人走。他肚子饿可是没东西吃
只好到处乞讨。一天听人说有家给
人饭吃，他就去了。可是排到他饭



又没了。他的妻子出去看，原来是
她过去的丈夫，就让人拿一大碗饭
给他吃。他看到原来是他的妻子给
他饭，觉得很难过也很羞愧，就往
灶边一头撞死了。 
 这本书告诉我们凡事也不能
冲动，要做好事才会有福气。否则
原来的好运福气也不会再有了。 
 
美洲华语八年级             倪步清 
 

  
“很高兴获得金翅写作比赛的三等
奖。感谢华夏中文学校的教学指
导。每一次的比赛活动都是宝贵的
经验，让我不断进步，有信心把中
文学得更好。” 
 

永远的领袖--银斑 
  

 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
（Ernest Thompson Seton）是一
位作家和野生动物艺术家。他以动
物为主角写了一系列书 《西顿动物
记》，我读了这系列里的《永远的
领袖银斑》。 
 西顿的想象力十分丰富，让
乌鸦们对话，也让乌鸦们有思想有
感情。故事里主要描述了这三只乌
鸦。“银斑”是无私又勇敢的乌鸦首
领。新加入群的年轻乌鸦“蓝眼睛”
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像银斑一样优
秀。群里其它乌鸦都嘲笑蓝眼睛，
只有“棕眼睛”不仅不嘲笑他，还很
支持帮助他。 
 故事开始是首领银斑带领乌
鸦群寻找新的居住地。他们勘察周
围的环境，经过很多有趣的事情，
最后选定了一个松林小丘做为新
家。乌鸦们一边建立新家园，一边
一起练习如何飞行如何警戒如何躲
避危险。年轻的蓝眼睛，在银斑的



鼓励和棕眼睛的帮助下勤学苦练。
他的本领越来越高，成为比棕眼睛
还优秀的首领助手。在首领银斑的
带领下，乌鸦群过着和睦快乐平安
的日子。 

故事的最后银斑为了保卫家
园，牺牲自己引走了敌人猫头鹰。
他变成了天上的一颗星星，乌鸦们
永远感谢怀念他。 
 读完以后我觉得，虽然不是
每个人都能成为主角银斑一样的伟
大领袖，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像蓝眼
睛那样有理想肯努力的人。如果觉
得自己也做不成蓝眼睛那样的人，
那么至少可以成为像棕眼睛那样的
人，善良温暖，乐于助人。 
  
 
 
 
 
 
 
 
 

美洲华语八年级             林若耶 
 

  
“非常荣幸这次作文比赛可以得奖，
非常高兴有机会提高写作水平，我
也非常感谢有一个每次都会鼓励
我，支持我的妈妈。我想继续努
力，不只学会说和读中文，还会写
更多的中文作文。” 

 
超越生死的友谊 

 《超越生死的友谊》讲述了 
一只变成孤儿的狼维尼， 和一个非



常孤独的小男孩，吉姆之间的友
情，这样的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
两个真正的朋友，无论在什么时
候、遇到什么困难，互相支持、互
相帮助。 
 维尼是一只非常不幸的狼。
在它还很小的时候，它的妈妈和兄
弟们都被猎人枪杀了。 之后它被卖
给一家酒馆，绑在酒馆的院子里，
时常遭到被比它更大的猎狗欺负。
这时，酒馆的老板、霍根先生的儿
子吉姆，安慰、鼓励，和帮助它，
从此维尼和吉姆就成了好朋友。 
 不幸的事又发生了，吉姆得
了重病， 医生也束手无策，不久就
死了。维尼非常伤心， 它每天都守
在吉姆的墓旁哀嚎。 小镇的人觉得
它太危险了。一年后，恰好在吉姆
死去的那一天，维尼也被枪杀了。
维尼和吉姆终于在天上相聚了。 
 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
吉姆和维尼，虽然一个是人，另一
只是狼，但却成了好朋友。他们都
没有妈妈，都很孤独，更需要相互
抚慰。维尼死后，吉姆 一直陪在他

的身边，直到吉姆也离开了它的世
界。 
 维尼和吉姆之间的友情令人
心都快要碎了，他们的友谊超越了
他们世界，也超越了生死。真挚的
友情会帮助人们克服生活里的一切
困难。为了友情，人们甚至不惜牺
牲自己的生命，动物也是一样的。  
 

佳作奖 
美洲华语八年级             李恺睿 

 
我的冰岛假期 

 
   “卡卡，我们下周去度假”，
妈妈微笑着对我说。 “等一下，我
们要去旅行，真的？” 我不敢相信
我的耳朵，尽量控制住我的兴奋：
“我们要去哪里？”“冰岛”。我多么期
待有一天能来到这里， 爬上高高的
冰川，观赏眼花缭乱的北极光，去
体验火热的温泉。一周后，我们一
家人登上飞机，当飞机抵达冰岛上
空时，我看到一个冰与火的神奇世



界——壮丽的冰川与火山共处一
地！ 
 飞机降落后，我们驱车开始
了十一天的游览。在冰岛众多冒历
险浏览记忆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
登冰川，爬火山，享受蓝湖温泉的
情景。冰岛独特的冰川覆盖着厚厚
的火山灰，攀登前，我很紧张，心
砰砰地跳。但攀登冰川并不如我想
象的难，有了合适的装备，我和妈
妈可以轻松攀登，去领略冰川的非
凡景色。美中不足的是，我爸爸扭
伤了脚，没能和我们一起登上冰
川。随后，我们前往一个牧场骑
马。幸运的是，我们在农场谷仓里
亲眼目睹了一只小绵羊的出生，一
个生命的开始。这让我不禁感慨自
然的奇妙与生命的艰辛。 
   一系列的探险后，我们来到
了蓝湖温泉。在仙境般的雾气中，
我们尽情享受润肤的火山温泉。妈
妈更是舍不得离开那冰岛特有的含
有磨砂矿物质的温泉。最后，我们
不得不对冰岛说再见了，伴随着飞
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我想，“这是最
棒的假期！” 

 
 
美洲华语七年级             孙莉雅 
 

  
“感谢爸爸妈妈每个星期天送我上中
文学校。感谢老师认真教我们学中
文。还要感谢外公外婆不会说英
文。我很开心能够得奖。我会更加
努力的。”  
 

“会隐藏的动物”读书报告 
  
 有一些动物，为了不让别的
动物吃掉自己，会有很多办法隐藏
自己。有的动物会装得很凶 ，有的
动物有着周围环境一样的颜色，有
的动物颜色会跟着四季，环境，心
情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动物不仅颜



色和住的地方融为一体，而且形状
和周围植物很相似。还有一些植物
反过来模仿动物的样子，人类有时
也会模仿动物。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美洲华语九年级             程皓琳 
 

 “我是程皓琳，今年九年级。我非常
荣幸能在金翅鸟写作比赛中获奖。
我要感谢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他
们教会了我中文，使我从什么字都
不认识到现在能写文章了。” 

 
 

<<冰河时代历险记>>读后感 
程皓琳 

 
<<冰河时代历险记>>这本书

很有趣。故事刚刚开始时，安德
鲁、朱迪、德伯、萨德、和王尔德
教授坐在时光机器上。他们正在恐
龙的时代，德伯发现找不到他的相
机，相机里有唯一的恐龙照片。德
伯想去外面找到它，可是外面是非
常危险，大家都劝他别去，可是德
伯没有听大家的意见，这是时间机
器又不工作了。最后他们通过摇
摆，让时间机器再次工作。他们多
想回到现在的时代，但他们首先要
找到安德鲁的叔叔，艾尔叔叔。艾
尔叔叔被科隆劫持，被困在冰河时
代。安德鲁他们使用DNA检测器将
时间机器把他们带到了冰河时代。
他们发现冰河时代很冷，一个巨大
的毛茸茸鼻子推进了时光机器，抱
起了朱迪，朱迪吓坏了，原来是一
个好奇的长毛象。 



他们后来找到了艾尔叔叔，
叔叔给孩子们带来了动物皮作为保
暖的衣服。他们又发现德伯把恐龙
蛋带来了。他们走向一个山洞，德
伯骑在长毛象的头上，抱着恐龙
蛋。叔叔告诉他们，科隆把许多不
同时期的动物放入冰河时代，不
久，巨大的冰墙会崩溃，那些动物
都会死亡。他们需要停止科隆的做
法，把所有的动物带回不同的时
代。突然，科隆的滴答盒子在远处
出现了。科隆把各种各样的动物包
括豚鼠带了出来，动物们到处奔
跑，科隆在后面追。艾尔叔跟在科
隆后面，让孩子们等在山洞里。孩
子们觉得在洞里呆着太无聊了，他
们去拯救可爱的豚鼠。他们坐在长
毛象的背上，沿着豚鼠奔跑的路
线，发现了豚鼠在一条小溪的附
近。他们克服困难逃过了剑齿虎和
狮子，带着那些豚鼠往森林跑。冰
坝开始裂崩开来了，一会儿洪水就
会把他们冲走，他们急忙往山洞
跑。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羽毛，
比孩子们还要大。他们看到冰河时
代的人猎们拿着长矛走向他们，好

像打算狩猎豚鼠和长毛象。孩子们
急忙跟猎人们说话，可是猎人们听
不懂。最后，他们把找到的那个大
羽毛送给了猎人们，还和他们教了
朋友。孩子看到那些猎人想往冰坝
方向走去，就急忙的用棍子，画了
一个图，解释冰坝要崩裂的消息。 

当他们终于回到山洞时，看
见可隆正在往滴答盒子奔去，后面
追着艾尔叔叔和一些奇怪的动物。
孩子们用豚鼠阻挡科隆的路线，朱
迪把科隆的面具拉走了。科隆对动
物过敏，倒在地上不停得打喷嚏。
所有的动物都被装进了滴答盒子，
王尔德教授准备把的动物们送回到
正确的时代。冰坝崩溃了，洪水刚
要把大家卷时，滴答盒子和时光机
器出发了，离开了冰河时代。经过
这么多令人兴奋的冒险，孩子们终
于回到现在的时代了。 

这本书不但是一个惊险的故
事，还告诉孩子们冰河时代是什么
样子的，也教了孩子们一些生活技
能，例如怎么对付大老虎。这本书
最大的疑惑就是我们不知道最后艾



尔叔叔和长毛象在洪水爆发的冰河
是代是怎样生存的。 
 
美洲华语九年级             张心驰 
 

  
“我感谢中文学校，感谢文芽，感谢
各位老师给我这个得奖机会。每个
人都需要一件让他们开心的事情 ---
  释放紧张的心情，让你在忙碌中
得到平静，并给你的脸上带来微
笑。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两件我爱
的东西：写作和唱歌。我鼓励大家
继续写作，不断地表达自己。” 

 
“丁丁历险记”丛书 

神秘的流星 
 

 一天夜晚，丁丁和他的狗一
边走一边观赏着美丽的夜空。天上
好像多了一颗星星 ...... 忽然，这颗
星星变得巨大了，外面的空气也变
得很热。怎么回事？ 

丁丁很快跑到天文台，天文
台的科学家告诉丁丁这是一颗陨
石，而且明天上午就要和地球碰
撞，世界末日要到了。 
 但是，第二天丁丁发现自己
还活着！原来，陨石掉进了海里。
为了寻找陨石，丁丁和科学家乘上
了曙光号远洋船去了北冰洋。 

有一个叫波尔温克的银行家
也想找到这颗陨石，谋取暴利。他
出钱资助另一条船，佩雷号。他派
人想炸毁曙光号。一计不成，他就
阻止石油公司向曙光号提供燃料。 

曙光号克服种种困难，终于
超过了佩雷号，率首先找到了陨
石。丁丁飞到陨石上，发现这颗陨
石很特别。每个东西一碰到陨石就



变巨大，他差一点被一只大蜘蛛吃
了！最后，丁丁带了一块陨石上船
回到欧洲。这颗陨石对科学研究具
有重大意义。 
 如果你喜欢历险，你也一定
会喜欢 “神秘的流星”。这个故事很
有趣，里面的图画也很好笑，而且
每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特色；丁丁
很勇敢，也很机智，无论有什么问
题，他都能解决。丁丁的狗也特别
顽皮。有一次，它跳进饭锅里，把
里面的面条扔得到处都是。曙光号
船长办事很坚决，任何他想要干的
事他一定要完全。 

“丁丁历险记”丛书一共有二十
二本，我相信你一定想要读一读！ 

 
  

 
 
 
 
 
 
 
 

美洲华语七年级             方博誉 
 

  
“感谢中文学校提供这个写作机会，
很高兴能够获得奖励！” 
 

孙悟空 
孙悟空是一个不耐烦但本领

非常强大的猴王。他统治了花果山
上的所有猴子。 

 他喜欢教授士兵武术。当他
进入可怕和神秘的水帘洞时，他成
为国王 。因为他没有一个理想的武



器，所以，他游下瀑布到东海龙
宫。东海龙王给他不同的武器。所
有的武器都太轻。然后，他看到了
金箍棒。虽然它重四万镑，孙悟空
把金箍棒从地里轻松地拿出来 。然
后，他把金箍棒变成一个很小的
针，再把金箍棒放在耳朵里。 

孙悟空，加上他的金箍棒，
他的七十二变，他的猴子兵和他的
筋斗云，孙悟空几乎是不可阻挡
的。他击败了天将的魔氏四兄弟。
他还跟二郎神和太上老君打仗。他
也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活了下
来。最后，他成了花果山的齐天大
圣！ 
 
 
 
 
 
 
 
 
 
 

美洲华语九年级             俞文婷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妈妈，因为她
从小就鼓励我把自己的想法大胆的
说出来。我在写这篇作文时，一开
始不知道写什么。后来，我妈妈告
诉我就把真实的感想写出来，没想
到这样果然得到奖了。所以，我得
到了这项奖后，感觉特别高兴，也
特别惊讶。最后，我也想感谢中文
学校给了我这个机会，能练习我的



中文写作和阅读能力，也顺便让我
知道怎么更自信地表达自己。” 
 

小屁孩书屋历险记 
 

你曾经有没有想过有一个特
别大，特别复杂的树屋会怎么样？
你有没有梦想过可以一个人自由的
住，不用上学，不用听别人的话？ 

在 Andy Griffiths 和 Terry 
Denton 的书，“小屁孩书屋历险记” 
里，他们把小时候的自己放到书
里。这本书是讲他们两个男孩 - 安
迪和特里 - 建的十三层书屋，和他
们的许多经历。他们虽然还是很
小，但是他们知道怎么自己独立的
住，而且还能做很多了不起的事
情。安迪是一个作者，然后特里是
一名艺术家。书里很准确地描写了
孩子小时候的创造力，积极性，和
冒险精神。 

安迪和特里不仅建了一个很
大的树屋，也发明了很多特别高级
的机器。比如说，他们发明了一个
可以把东西爆炸掉的喷射器。还
有，他们也发明了一个缩小机。有

一次，他们碰到了一个很可怕的美
人鱼，就用缩小机把她变成手指那
样大。 

安迪和特里第一个冒险就是
把一只猫变成一只金丝雀。有一
天，安迪刚醒来的时候，他看见特
里正在把他们邻居的猫，丝丝，涂
成亮黄色。安迪觉得特别奇怪，所
以他问特里他做这个是有什么原
因。特里回答说他涂猫的原因是因
为他想把猫变成一只金丝雀。一开
始，安迪觉得肯定不行，可是，特
里一放开丝丝的时候，它就飞走
了。这本书充满了像这样的不切实
际，又很好玩的小故事。还有一个
小故事是关于一个有个很大的鼻子
的人。安迪和特里曾经答应了他一
本书，可是他们忘记这件事了，所
以他们称的大鼻子先生特别生气。
他用安迪和特里的 3D 视频电话联
系他们，然后很生气地跟他们说一
定要把他的书赶快给他。 

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
作者本身的想法是可以的。可是，
两个作者写出来就变的非常乱七八
糟的，而且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剧



情，中文翻译又不好。还有，在书
里安迪和特里很多时候都是做特别
不科学和不理路的东西。 
 
美洲华语八年级                   韦致旗 
 

  
“我这次在课文比赛上赢第三名感觉

特别的开心。 我本来没想到我会
赢，因为我的课文是一个很没趣的
话题。 我课文的话题是毕加索，和

他的画画风格。 这次课文比赛，我
学到了很多有趣的事。 我学到毕加
索很喜欢马戏团。 我希望明年也可
以赢。” 

毕加索 
 毕加索 10/25/1881 年在西班
牙马拉加出生。他在会说话以前，
就会画画了。毕加索第一个想说的
词就是“铅笔 ” 。毕加索的爸爸是一
个美术老师, 他教了毕加索画画。
 毕加索第一个画的油画只在 9
岁，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他画的画就
已经比他爸爸画的好了。所以我就
知道他很早就喜欢画画儿。他的画
很特别，因为非常的抽象。他不开
心的时候通常用蓝和绿色。他很伤
心因为他的朋友死了。可是毕加索
开心的时，他通常用红色，橘色，
和粉色。 
 毕加索很喜欢马戏团，所以
他很喜欢画小丑和丑角，可是他最
喜欢用奇怪的颜色和罕见的形状。
他特别喜欢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叫
做立体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