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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电视剧。虽然做了这么多事，我
们还是没决定下来它的名字。

萌宠家常.
编者按：养可爱的小动物作宠物，是
几乎每一个孩子的心愿。今天我们来
听听马立平六年级的同学们聊聊他们
心爱的动物。有的同学已经如愿以偿
的得到萌宠陪伴身旁，也有的同学用
他们的想象力为我们描画了心中最完
美的动物伙伴。还有的同学要带我们
去地球另一边的动物园，看看国宝级
的萌物哦！
“李白”
马立平六年级

有一天我读课文的时候，发现课
文里的故事很有趣。是讲一个小孩
儿，天天就知道玩，不喜欢做作业。
有一天，他在外面玩，看见一位老
人，在石头上磨一个铁棒。小孩儿好
奇地问，“您在干什么？” 老人回
答，“我在把这个铁棒磨成一根
针。” 孩子没有明白。“但是铁棒又
粗，又长。针又细，又短。怎么可以
做完哪？”“孩子，我告诉你：尽管
要用很多时间，要是我每天做，有一
天会把铁棒磨成针。” 从此，这个孩
子每天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为一个
伟大的诗人。那个人叫李白。然后我
就知道叫猫什么了——李白！

李婷婷

那天放学回家，真的是没有想到
家里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而且是个
很大的惊喜——妈妈说，“去你屋里
看看吧。”我有点激动，都没有来得
及停下来先喘口气，就急急忙忙地跑
进屋里。一进屋子，就看见一只小猫
咪！

李白两岁的时候，我们给它找了
一个朋友：夜华！夜华是一只全身黑
色但带着白色爪子的小猫。它的胆子
很小，个性一点也不像李白。但是夜
华的名字也是我们借用一个电视剧里
的角色，就像李白一样。

养猫就像在同时看几部电视剧，
因为要同时做好多事。我们要给它起
名字，买东西，喂吃的，陪它玩，铲
猫沙和跟它交朋友。最后一个最难，
因为小猫眯一开始很怕我们。它在卫
生间里藏了一会儿，慢慢地才开始出
来看着我们。要是我们去干别的事
情，它就又躲起来！过了几天，猫咪
不那么怕我们了。我们就给它戴了一
个猫牌，但是它很调皮，把猫牌咬断
弄丢了。过了几个星期，就像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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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这还只是一个梦想。我只能想象
我的毛绒狗是一只真正的狗。我爱狗
的一切，它们微笑的面孔，柔软的皮
毛，最重要的是，它们非常俏皮。

猫
马立平六年级

蔡懿舒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猫，因为它们
太可爱了。

狗可以做许多其他动物不能做的
事情。首先，狗是非常伟大无私的动
物，它们愿意为自己的主人牺牲自
己。第二，狗永远不会放弃，再困难
的事情它们也总是孜孜不倦。

我喜欢他们毛茸茸的爪子，以及
挠它下巴和腹部时发出的咕噜声。我
喜欢看它们走来走去嬉戏，咀嚼猫
粮，玩老鼠玩具。我一直想要一只
猫，不管是黑色的，白色的，橙色
的，或者是黑白色。任何一只猫我都
喜欢。

我最喜欢的是英国奶油猎犬，它
们属于金毛猎犬家族，有着美丽的奶
油色皮毛。我特别喜欢猎犬，因为它
们喜欢玩，而且非常活跃。其他狗在
长大后需要睡 14 个小时左右，但是金
毛猎犬却会一直和你玩。有些动物有
着耗不尽得精力，整天都在烦你，但
这不会发生在狗身上。如果你不想和
他们一起玩，他们会满足地躺在你旁
边。此外，有些动物可能永远不想和
你玩，只是整天躺着。狗不会发生这
种情况，除非他们真的病了，或者真
的老了。

有一天，我的朋友收养了一只
猫。我的家人和我一起去看它。我抱
着猫，挠它的下巴，让它发出咕噜
声。但是，回家后我发现自己的眼睛
肿胀得很厉害，而且眼睛下面还有红
色的肿块。天哪！我对猫过敏。
虽然一和猫接触，我的眼睛都会
肿胀发痒。但这些毛茸茸的小猫仍然
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我经常躲得远远
地看它们在楼梯上跳上跳下，追逐自
己的尾巴，或者到处找东西吃。有时
候，我会幻想自己也变成一只可爱的
小猫和它们一起玩耍。

狗
马立平六年级

蔡乐全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狗。我从小就
一直想要一条狗。每年圣诞节我总是
想要一只狗做礼物。但是到目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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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毛猎犬生下来可以独立生存，
不需要妈妈爸爸的照顾。如果你找到
一只野生的皮毛猎犬，你可以训练
它。皮毛猎犬经过训练可以自己去打
猎，它们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它们跑得很快而且又不费力，什么猎
物都逃不出它的爪子。打猎完了，它
把猎物交给主人。它也可以看家防
贼，还可以陪主人玩。

狗
马立平六年级

李书凡

我很喜欢的动物是狗。
狗又聪明又很喜爱人们。你失望
的时候它们会让你高兴。不管你离开
它们多长时间，它们还会等你回来。
俗话说：“狗是人类的最好的朋
友。”我很喜欢大狗，因为我跟它们
玩得非常好。我也喜欢小狗，因为它
们可以坐在我的身上。我最喜欢的狗
是 Labrador retrievers。它们最喜欢跟
人在一起，它们也可以学很多好玩的
小技巧。但是如果我住在一个冷一点
儿的地方，我就会想养一只 Husky。
Huskies 可以住在冷的地方因为它们的
毛比 Labrador retriever 的厚多了。但
是，Labrador retrievers 和 Huskies 都很
可爱，好奇，聪明，好玩和对人们很
友好。但不管你喜欢哪种，它们应该
都会喜欢你。

皮毛猎犬不会主动伤人，除非人
们先伤害它们。我希望有一天，我会
见到皮毛猎犬，并且跟它玩。我会好
好地照顾它，不会奴役它，让它知道
人类是它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遇到
了皮毛猎犬希望你和我一样，不要伤
害它。
我希望人们保护皮毛猎犬这样的
动物。它们有很多人类没有的能力，
它们如果绝种，会很可惜。

皮毛猎犬
马立平六年级

徐安久

皮毛猎犬是我想象中的一种最喜
爱的动物。它圆圆的头上有一对很小
的耳朵。它眼睛又圆又亮。它要是见
到你就很可爱地伸出舌头，做鬼脸的
话，就是想跟你玩。它的毛是橘黄色
的，像是猫的毛。它爪子很大，很
尖，像是狗的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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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你需要把鱼缸里的水全部都倒
掉，再把新的水倒进鱼缸里。

小金鱼
马立平六年级

朱萌萌

我是去年四月二十九号买的这些
小鱼，所以我们快要在一起生活了一
年了。但是，我现在依然和去年那天
一样，还是这么喜爱小鱼们。

我有三条小金鱼。一条是橙色
的，一条是白色的，还有一条有红色
和白色的花纹。

大熊猫
马立平六年级

陈文馨

四年前夏天的暑假，我和我的妈
妈、爸爸和姐姐去中国玩。我们到北
京的时候，去了一个动物园。我在那
里看到一种很有趣，也是我很喜欢的
动物。

有时候，我做完了作业就会在鱼
缸旁边看着小金鱼。虽然我很想要做
它们的朋友，但是鱼儿们一看见了
我，就会躲在小蘑菇房子里，不敢出
来。等到我走了，小鱼就从“蘑菇”
里出来，然后一起游来游去。

那种动物有大的，有小的。它身
子上是黑白颜色。它身上也是毛绒绒
的。他们的脸上永远带着笑眯眯的表
情，黑眼睛微微地跟你笑着。你能不
能猜到我看到的是什么动物？

到了晚上，我就走到楼下的厨房
里，站在我的鱼缸前面。我看着小金
鱼在水里游来游去，等着它们的“晚
饭”。鱼儿看见了我，就停下来。我
把我的手伸进鱼缸旁边的塑料袋，再
把一个 Cheerio 拿出来。鱼儿看见了食
物，又开始游来游去了。我把 Cheerio
捏碎了，放进鱼缸里。
不过，养金鱼还是有一个坏处。
每个星期都需要给小金鱼换水。所
以，每个礼拜一都要把鱼儿从鱼缸里
捞出来，再放到一个塑料盒子里。接

我看到了一只只熊猫，我觉得它
们很可爱。他们身子胖胖的，有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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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懒懒地睡觉，有的在走动，还有
的坐在动物园做的木头平台上，高兴
地啃着几根笋。他们跟其他的熊猫抱
抱，玩耍，或者坐在一起。小熊猫跟
它们的朋友吹口哨，还有的时候它们
跟朋友懒懒地躺在树枝上，好像一件
事情它们都想不着。

树的长枝在各个方向水平伸展，
朝向周围的树木。我们沿着雪地上的
小路在树的周围滑雪。滑雪教练解释
了为什么树被称为“大象树”。因为
树的最低分支像大象的腿一样伸出
来，树的上半部分有一个树枝看起来
像象牙。树上的凹凸形成了大象的大
耳朵。

我这次是第一次看到熊猫，我一
定不会忘记。

“大象树”是我最喜欢的植物，
因为我认为这棵树特别而独特。

编者按：你见过长得像大象的树吗？
你在水中种过郁金香吗？你知道南瓜
是怎样长成的吗？你想要在盛开的樱
桃花下游戏吗？六年级同学们写下了
这些花草树木的故事，读来非常有趣
呢！
我家的郁金香
大象树
马立平六年级

马立平六年级
蔡懿舒

李书凡

我家门口的鞋柜上有一盆郁金
香。这盆郁金香是我妈妈三个星期前
买的。

去年，我们一家人冬假的时侯去
滑雪旅行。

刚买回来的时候，郁金香还没有
开花，只有绿油油的叶子。我第一次
看到郁金香的时候，觉得它看起来很
奇怪。因为郁金香的花盆里，一点土
都没有。我只看见在绿叶子的下面是
一些大白球，而这些大白球却在水里

有一天，我们在树林里滑雪。我
注意到一个小标志，上面写着“大象
树”，还有一张卡通大象坐在树上的
图片。标志后有一棵长相奇怪的树，
不像周围其他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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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妈妈告诉我这些大白球是叫根
茎。

小鸟从我身边飞过，我不高兴地
问它：“你知道为什么我长出一根
藤？”

后来，妈妈去出差了。她回来的
时候我们俩又一起去看郁金香。
咦？！郁金香开始开花了！在绿叶中
间出现了好几个花骨朵。它们很小，
是淡粉红色，很可爱。又过了几天，
郁金香打开了！它们是粉红色和深红
色的，外面还有一点白色的边框。

小鸟回答：“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
颗南瓜苗。你和其他植物苗不一样。
你需要很多藤来长出很多南瓜。其他
植物不需要藤来结果实。”
过了一个月，我的藤越来越长，
叶子越来越多，还开了几朵橘黄色的
花。蜜蜂飞过来，告诉我：“你的花
很漂亮，我觉得你很快就要结果了。
但是，你需要我帮忙授粉才能结
果。”蜜蜂授了粉以后，就飞走了。

郁金香多美丽哦！我每天上学前
看它一眼，每天放学回家后第一眼就
看见它，我心里就又很高兴又很放
松。

又过了一两个月，我长出几个圆
圆的苹果大小的南瓜。

南瓜
马立平六年级

徐安久

有一天春天，我被埋在土地里。
几天以后，我觉得自己站起来了。我
钻出地面，看到了蓝天和太阳。风轻
轻地吹在我的身上，雨露打在我的头
上。我身子挺一挺，感觉比以前高了
一点。
过了一个星期，我发现我的身上
长了两三片叶子。嫩绿色的叶子，在
阳光下，显得很亮。过了几天，我长
出一根藤，像一只手臂在地上爬行。
我觉得很奇怪，其他的植物在我身边
都没长出藤来，为什么只有我一个长
出一根藤？

夏天很快过去了，秋天要来了。
我的叶子开始凋谢，但是结的南瓜越
来越大了，身子圆圆扁扁，比西瓜还
大。突然，我听见一个人的声音：
“哇塞！这么大的南瓜，够做一顿晚
餐！”
啊？糟了，我要被吃掉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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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冬天，树上就没有叶子了，
满地都是白白的雪。树枝被风刮得摇
来摇去，但树还是站得稳稳当当的，
非常美丽。

我家的樱桃树
马立平六年级

陈文馨

我家后院长了一颗很大的树。这
棵树是棵樱桃树。这棵樱桃树站在那
里很久了。十年前，我的妈妈、爸爸
和姐姐从城里搬到我们现在的房子的
时候，樱桃树已经长在我们的后院。

现在你一定能了解我为什么会对
这棵樱桃树这么感兴趣了吧！一年四
季，我的樱桃树真是个好朋友！

春天的时候，我们会在樱桃树下
面玩，跟樱花花蕊一起蹦蹦跳跳的玩
儿。这时候，满地都被樱花盖住了，
就像土和草都一眨眼变成了粉红色，
看上很漂亮，很优雅。

审度时事.
编者按：我们的同学们，在学校里度
过了多数的时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
了解校园外面，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
事情。对新闻时事，政治理念以及战
乱灾难，他们都有认识和自己的观点。
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想法。

樱桃树上面一定会长着樱桃。夏
天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拿着一个篮子
去后院摘樱桃。我们把樱桃带回家
里，一洗完就吃。只有一个不容易的
地方：小鸟也喜欢吃樱桃。所以有的
时候，我们要爬树，然后才能摘到很
新鲜的樱桃。

关于枪击案件的反思
美洲华语八年级

秋天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在樱桃
树下面跟被秋风吹落的树叶一起玩。

成可馨

在 2018 年 2 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
日子里，一个名叫 Nicolas Cruz 的十几
岁男孩入侵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高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高中
是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一所高中。
Nicolas Cruz 用枪打死了十七个学生，
还打伤了十七个学生。一小时后他被
捕了，但没有任何惩罚可以弥补他所
做的一切。2 月 17 日，Emma Gonzalez，
一名来自学校枪击案的幸存者，决定
是时候发言了。在她的演讲中，
Emma Gonzalez 谈到为什么枪支需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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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例如，她说澳大利亚在 1999 年
有过一次大规模枪击案，因为这次大
屠杀而引入了枪支安全管制，这个国
家自那以后就再没有过任何大规模射
杀事件。日本从未有过大规模枪击，
加拿大有过三次此类事件，英国有过
一次，这些国家都没有过频繁的恶性
的枪击事件，是因为他们都引进了枪
支管制政策。反观美国，仅在 2017 年，
就有三百四十五次大规模枪击事件。
Emma Gonzalez 还告诉在场的听众如
何在佛罗里达州购买枪支。要买枪，
一个人不需要任何枪支购买许可证。
而且更糟糕的是，一旦买了枪，这个
购买者就不需要注册了。所以一个人
可 以 购 买 任 意 数 量 的 枪 支 。 Emma
Gonzalez 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州需要
更严格的枪支控制。因为她不想失去
更 多 的 朋 友 了 。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高中枪击案不是第一次，也不
会是最后一次校园枪击案。

Dimitrios Pagourtzis 闯入 Santa Fe 高中
并射杀了十人，还打伤十三个学生。
我们需要行动起来阻止这样的大
规模恶性枪击事件。我们不能再失去
更多无辜的人！

美洲华语八年级

郭佳琳

今天爸爸, 妈妈，和明明一起看
新闻。头条新闻是德州的水灾状况。
昨日在德州的暴风雨创下了新纪录。
风速每小时高达九十英里。德州南部
受到严重的损害。九十万居民的房子
被狂风损圷了。很多地区断电。大量
的雨水导致许多地区淹水。有些房子
和商店甚至被㓋水卷走。紧急人员正
在抢救当中。他们在雨中开了救援船
到处去拯救被困在家里的居民。人们
看了新闻都觉得灾民很可怜。于是他
们纷纷前来捐钱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明明看了报导，也决定把自己的储蓄
拿出来。明明说：“我也要帮助他
们！”

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美洲华语六年级
2012 年 12 月 14 日，Adam Lanza
闯入 Sandy Hook 小学并射杀了二十六
人，包括多名儿童。2018 年 5 月 18 日，

徐路克

共产主义是完美世界的概念。共产主
义将拯救世界上许多问题。世界上的
饥饿，贫困和无法接受教育的人都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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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解决。共产主义是指一切都归国
家所有。所有商店和建筑物都归国家
所有。人们仍然得到报酬。但是你获
得的钱越多，你必须支付的所得税就
越高，所以每个人都会保持平等。它
还将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大部分
目标。它将消除贫困，摧毁饥饿，给
每个人带来健康和福祉，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获得洁净水，最重要的是
世界和平。现代社会面临着许多问题，
共产主义提供了出路。

你喜欢不喜欢战争？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祖钰

我不喜欢战争。可是有时候我们
没办法避免它。我不喜欢战争，因为
很多人会因为战争而受伤或者死亡。
可是当事情不对时或者我们被敌人攻
击时，我们还是需要为了正义和生存
而战。总而言之，我们不应该随便发
动战争，所以一定要有好的理由才去
打仗。

10

开心一笑.
编者按：同学们，爷爷奶奶有没有向
你们抱怨过，你的朋友们的名字不太
好记呢？相信看完这则小故事，你可
以帮他们找到记英文名的好办法哦！
美洲华语七年级

冯怡文

今天我请我的朋友来我家玩儿。
我的奶奶在家给我们做饭，所以她让
我介绍我的朋友。我先介绍 Sara，再
介绍 Rose 和她哥哥 Robert。我朋友回
家的时候，我的奶奶问为什么我的朋
友的名字那么奇怪。我很困惑，问她，
“你为什么觉得他们的名字奇怪啊？”
奶奶说，“他们的名字是沙拉，玫瑰
和罗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