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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戏剧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

形式之一，永远是那么富有魅力。各

种场景浓缩于小小的舞台上，剧情的

跌宕，角色的冲突，扣人心弦，让人

欲罢不能。现在就让马立平六年级的

同学们带领我们进入戏剧的世界，从

身边的学校生活到蜂飞蝶舞的热带岛

屿，再到未来的机器人帝国，见证勇

气、坚韧和友情的伟大。 

 

竞选 

马立平六年级 

Principal ------------------------------丁依宁 

Matthew: a kid ---------------------- 赵火火 

Antonio: Matthew’s friend ----- 薛涵予 

Narrator --------------------------------- 杨诺 

 

Narrator：从前，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总是互相帮助，然后一

起玩。 

Matthew：你好，我的名字叫 Matthew。

我昨天刚刚转到这个学校。

我是一个新学生。 

Antonio： 你好 Matthew。我也是一个

新 学 生 。 我 的 名 字 叫

Antonio。 

Narrator：他们就这样成了好朋友，每

天都会一起坐校车上学，放

学的时候一起回家。可是，

他们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

有些同学会欺负他们。他们

会把 Antonio 和 Matthew 的

作业撕破，然后骚扰他们。 

Narrator：有一天，校长在广播上宣布： 

Principal：大家早上好！我今天有一个

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

过两个月就要开始投票选学

生会主席了。如果你想加入

竞选，那你明天请到 305 教

室开会。 

Antonio：  Matthew，你要不要报名? 

如果你能当学生会主席，那

么人家就不敢欺负我们了! 

Matthew：我不太想干，但是我可以试

试吧。 

Narrator：过了一天，Matthew 决定去

305 教室参加会议。他去了

305，看见好多小朋友也都

去了，他一下子就觉得他不

会赢。 

Matthew：我不想参加了，我肯定赢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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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io： 你不能现在就放弃啊，比赛

都还没开始呢！ 

Matthew：好吧，那我再坚持几天吧。 

Narrator：过了几天，校长又在广播上

宣布： 

Principal：再过两个星期，想要参加竞

选学生会主席的同学需要做

十张竞选海报。 

Antonio： 我可以当你的竞选经理。 

Matthew：太好啦！ 

Narrator：他们一起合作，做了十张海

报。又过了两个星期，校长

又在广播上宣布： 

Principal：想竞选学生会主席的同学请

今天放完学后，到 315 教室

开会，别忘带着你的十张海

报给我。 

 

Narrator：下课的时候，他们去了 315

教室。但是当他们到的时候，

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Matthew：Antonio，我们是太早了吗？

怎么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Antonio：不对呀，我们应该晚了两分

钟。 

Matthew：其他人也都晚了吗？ 

Principal：你们俩是唯一来的同学。 

Narrator：然后他们三个人就讨论了一

会儿 Antonio 和 Matthew 需

要做些什么才能当学生会主

席，Matthew 也把他们的十

张海报给了校长。 

Matthew：Antonio，怎么只有我们两

个人去了呢? 

Antonio：我不知道，可能是其他的小

朋友都去了另外一个我们不

知道的会？ 

Narrator：他们继续竞选，终于投票的

那一天到了。校长在广播上

告诉大家去大厅。 

Matthew：你觉得我会赢么？ 

Antonio：我可不知道。 

Principal：今年的学生会主席是——   

Matthew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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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or ： 大 家都问 ， Matthew Will-

iams 是谁? Matthew 自己也

难以置信，他不知道他是怎

么把其他孩子都打败了的？ 

Matthew：不会吧！我真的赢了？ 

Antonio：你是不是觉得可能只有我们

参加了？ 

Matthew：我们去问问校长吧。 

Matthew：校长，只有我们参加竞选了

吗？ 

Principal：是啊，只有你们参加了。 

Antonio：原来如此。太好了，我们赢

了！ 

Narrator：有一天那帮同学又开始骚扰

他们，但是这次，Matthew

去告诉了校长，从此那帮同

学 都 再 也 不 敢 欺 负 他 和

Antonio 了！ 

剧终 

 

蜜蜂🐝奇遇 

马立平六年级   张聿行  曹谙理  党潭松 

张聿行：我们商量一下寒假到底去哪

儿玩。 

曹谙理：我们可以去夏威夷。 

党谭松：为什么要去夏威夷呢？ 

曹谙理：我们没有去过夏威夷，去夏

威夷是个很好的选择，听说

那里有很多好玩儿的地方。 

张聿行：好的，但是今年夏天我正要

去那里。 

曹谙理：不过最好冬天去那儿。我们

这儿很冷，夏威夷气温正合

适，夏天去太热了。 

党谭松：我同意曹谙理的意见。 

张聿行：好主意！那我们得选一个合

适的时间去。 

曹谙理：寒假是最好的时光。 

张聿行, 党谭松: 太好了！！我们一起

去！！ 

 

寒假 

(我们上飞机)—(到了旅馆)—(我们到了

海滩)—(走进了花园) 

 

曹谙理：啊！！有一只蜜蜂！ 

张聿行, 党谭松: 是一只蜜蜂。蜜蜂真

讨厌。 

曹谙理：快跑！！等一会儿……别慌！

那是只熊蜂。熊蜂一般不蜇

人。 

张聿行：是吗？真有趣！ 

党谭松：是的。 

曹谙理：放松一下，我们走一走，看

看花园有什么好玩的！ 

党谭松：这只蜜蜂不想走，真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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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谙理：小心，蜜蜂好像要攻击我们！

哎呀，我看错了！！我以为

是 只 熊 蜂 ， 原 来 是 只 牛 蜂

（木匠蜂）。他们会经常蛰

人。快逃命啊！！ 

党谭松, 张聿行：（喊着）啊！！不好

了 ， 它 来 蜇 我 们 了 ！ ！ 快

跑！！ 

张聿行, 党谭松：（喊高一点） 

 

(曹谙理被蜇了)  

曹谙理：哎哟！！好疼啊！！ 

党谭松：（很大声的尖叫着） 

张聿行：你没事吧？ 

党谭松：牛蜂已经飞走了。我们安全

了。看看曹谙理怎么样了。 

曹谙理：我的胳膊被蜜蜂蛰了一下，

好痛。 

张聿行：咱们快回旅馆。 

(回到旅馆) 

党谭松：我们可以查 google 被蜜蜂蜇

了怎么办。 

张聿行：好主意！ 

（张聿行查了一下 google） 

党谭松：蜜蜂蜇的地方搓点儿肥皂是

最简单的方法。 

曹谙理：谢谢，肥皂还挺管用，不怎

么疼了。 

第二天…… 

党谭松：今天怎么样？ 

曹谙理：原来，那蜜蜂蜇的地方，当

时不疼，可后来好疼啊！！ 

党谭松：再抹点儿肥皂。今天我们去

个别的地方，我也怕蜜蜂。 

张聿行：我们去珍珠港吧，希望那里

没有很多蜜蜂。 

曹谙理：好, 希望我不会再被蜜蜂蜇！ 

五天后…… 

(到了飞机场在飞机上) 

曹谙理：我很庆幸我现在一点儿也不

疼了! 五天后我恢复了正常！

我们的旅行很快乐！ 

张聿行：嗯，谢谢你替我们挡蜜蜂。 

党谭松：我以前没有被蜜蜂蛰过，你

能告诉我你被蛰到的时候，

有多疼吗? 

曹谙理：并不是那么疼，但对我来说

却很可怕。 

张聿行, 党谭松：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可

怕。 

曹谙理：至少，现在没事了。 

张聿行：这次旅行很有趣，我现在可

以认出熊蜂和牛蜂了。 

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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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激凌🍦 

马立平六年级 

仲妍 ------------------------------------ 顾仲妍

罗 ---------------------------------------罗湘齐

约 --------------------------------------- 顾约萱 

仲妍：土豆我们去买冰激凌吧！ 

罗：对啊！惊天今天好热啊！ 

约：好吧！买冰激凌的地方就在那里！ 

（到了卖冰激凌的地方） 

罗：我要买那个！其实，我要这个！ 

仲妍：不不你应该吃那个 

罗：可是这个有巧克力心！ 

仲妍：那个也挺好吃的。 

约：能不能快一点儿？ 

罗：我已经选好了！就是那个巧克力

心的！ 

仲妍：我也吃那个。 

仲妍：我忘记带钱了！湘齐你有吗？ 

罗：我也忘记了！土豆？ 

约：（叹气）我有。我给你们买吧。 

仲妍：土豆你是最棒的！ 

罗：那你要买哪个啊？ 

约：我要土豆味道的。 

（拿出一厚沓钱） 

仲妍：谢谢土豆！ 

（付钱） 

约：啊呀！我没钱了！我买不了我的

了！ 

仲妍：我们明天带钱。 

约：啊，好吧 

（第二天） 

罗：我们又忘记带钱了！ 

约：你们都是笨蛋！ 

仲妍：对不起！ 

约：我不给你们买了！ 

罗：啊！为什么？我们下次给你买啊！ 

约：因为我没有钱了。而且每一次我

都付钱。 

仲妍：好吧我们明天带钱……  

约：好的。谢谢。 

仲妍：那下次有人忘记带钱，她们就

下一次给所有的人买冰激凌。 

罗：对啊！那样子我们都能吃到好吃

的冰淇凌！ 

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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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统治了世界 

马立平六年级 

解说员 -------------------------------- 陈思嘉  

苹果（孩子）----------------------- 陈妙言 

寿司（孩子）----------------------- 吴其霏 

机器人皇后 -------------------------- 陈荷恬 

机器人守卫甲 ---------------------- 陈思嘉 

机器人守卫乙 ---------------------- 陈荷恬 

机器人守卫丙 ---------------------- 陈妙言 

解说员：在 4052 年，机器人统治了世

界。机器人把人做成奴隶。

苹果和寿司是机器人皇后的

奴隶。他们是好朋友，但是

他们每天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所以他们很累。 

苹果：我好累呀！我不想再干活了。 

寿司：对呀，我也很累！为什么机器

人要逼着我们干呢？ 

苹果：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要报复人类。 

寿司：为什么？我们没有干什么坏事

儿！ 

苹果：人类原来逼着机器人干活，机

器人就不高兴了。安静下来，

机器人来了！ 

机器人守卫乙：为什么你们停下来了？

继续干活！ 

寿司：我们不想干了！ 

苹果：（低声）寿司。你在干什么？ 

寿司：我们很累了，但是你们还在逼

着我们干！ 

机器人守卫乙：你怎么敢跟我顶嘴呢？

既然你那样做，我就会惩罚

你的！ 

解说员：那个机器人守卫向另外一个

机器人守卫招手。 

机器人守卫乙：帮我把这两个坏小孩

带去见皇后。她会决定怎么

惩罚他们。 

机器人守卫甲：好的！ 

解说员：两个机器人守卫抓着小孩然

后拉着他们去见皇后。 

 

苹果：（悄悄地）寿司，怎么办呀？

我们要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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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司：（悄悄的）我们到那里的时候，

你去把皇后的电线拔掉，我

去分散他的注意力。 

苹果：（悄悄地） 好主意！ 

解说员：机器人守卫把寿司和苹果拉

到机器人皇后的面前。 

机器人皇后：你们不干活，留你们有

什么用啊？守卫们！把这两

个孩子带到森林里，在哪里

处决他们！ 

机器人守卫甲：遵命！ 

寿司：你真坏！你还想要处决小孩子！

我要逃走了！ 

解说员：寿司转过身，要从门那里逃

走。机器人皇后快步地走上

去挡住了她的路。 

机器人皇后：抓住她！ 

解说员：这时，苹果悄悄地把她的手

伸到机器人皇后的背那儿，

很快地把机器人皇后背后的

电线拔断了。机器人皇后倒

了下来，别的机器人看见自

己的首领倒下了，也纷纷投

降。从此以后，世界恢复成

原来的样子。机器人再也不

能奴隶人类了。 

剧终 

 春天.  

编者按：春天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的季节，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宜人，时

而阳光灿烂时而碧空如洗。来看看马

力平三年级的小朋友们对美丽的春天

图文并茂的描述吧。 

——党伊璐撰 

 

马立平三年级          蔡诚 

 

春天来了，春风轻轻地吹着，花开了，

小鸟儿在树上唱歌。我爱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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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三年级      马雨曦 

 
春天来的时候，我和我的妈妈去看美

丽的天鹅。风在吹我和妈妈的头发。 

 

 

马立平三年级      黎思诺 

 

 
蓝色的天，绿色的草，花儿开了，小

鸟飞来飞去，小猫在草地上喵喵叫。 

 

 

 

马立平三年级      肖廷萱 

 
太阳在天上，鸟在飞，花在开，彩虹

出来了！真美丽！我说：“春天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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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三年级      刘云祎 

 
春天在我的院子里。有大树，大红花，

和绿草。一面吹来了风。小兔子在草

里玩。小鸟在天上飞。我很开心。 

 

 

马立平三年级          顾北 

 
春天有红红的花儿和绿绿的叶子。 

 

 

 

马立平三年级      张聿言 

 
春天很美丽 

 

我爱春天因为春天很美丽。太阳

公公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白云蓝天上，

像在大海里游泳，鸟儿在苹果树边飞

来飞去，想吃一个苹果。我看见蝴蝶

的时候，我可开心了，我就追着蝴蝶，

跑来跑去。小猫在我后面跟着我跑，

我们都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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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三年级      王添恰

 
春天来了，小鸟叫了， 

小鱼儿眨眨眼睛， 

看看美丽的彩虹。 

毛毛虫变成一只蝴蝶， 

毛毛虫变成一只蝴蝶。 

 

 

 

 

 

 

 

 

 

 

马立平三年级      牟梓萄 

 
春天 

太阳出来了！热闹的动物出来了！大

家一起出来享受春天的风！黄鹂歌唱

起来！ 

 

 

马立平三年级      陈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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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你看 

花开了，叶子绿了，天空蓝蓝的 

春天 

你看 

小孩的笑声，鸟儿唱歌 

春天 

你感受到 

微风习习，温暖宜人 

冬天过了，春天终于到了 

 

 

 

 

 

马立平三年级      王俊驰 

 
春天来的时候我用弓箭射树枝。我也

去公园玩。 

 

 

马立平三年级      罗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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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小鸟高兴地飞着，高兴的歌

唱。 

春天来了，我看见一个风筝，飞呀飞

飞呀。 

春天来了，花开得好香。 

春天来了，我们都觉得热闹。 

春天来了，鸭子轻轻漂在水面上。 

 

 

马立平三年级      丁泊远 

 
春天很美丽。 

春天很暖和。 

我喜欢春天。 

 

 

 

 

马立平三年级      金诗涛 

春天有很多花。 

 

 

马立平三年级      熊宇萱 

 
这是一个花和一个蝴蝶。 

他们在悄悄地说：“春天很漂亮，还

有天气很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