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顿中文学校六、七年级作文作业 

 
 

虎子，戊寅年生于美国波士顿，七岁开

始上牛顿中文学校,四年前有幸跟进姚洁莹老

师的马立平中文班，不觉已是七年级的学生

了。 
  
我深深地感谢牛顿中文学校为孩子提供

了如此优美的语言环境；感谢善于赞扬鼓励孩

子的洁莹老师；并允许借此感谢我的母亲对

外孙的辅导督促。 
  
在陪伴孩子写作的过程中，倾听孩子

用他的美式中文讲述着他的思路,不乏生动

和幽默。 一篇篇习作，渗透了孩子的真情实

感和一颗稚嫩的童心，不禁欣慰并感动。

儿子，妈妈为你骄傲！  
 

2012 春, 牛顿  
 
                              

 

   

第 1篇：我喜爱的一个小物件或玩具 
2010年 

一条“小龙” 
 

             两年前，我的姨弟小石头从法国来到牛顿来看我们。他送给我一个可爱的“小

龙”。它不会跑，也不会飞，是一个搪瓷的小玩具。 
             “小龙”每天蹲在我的床头柜上，张开它的大翅膀，像在飞的一样。它有两个可爱

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它的长尾巴卷在身旁，看着像一条蛇。“小龙”的身体是墨绿色

的，中间露着白肚皮。尽管它只有三英寸高，但看起来栩栩如生。一对竖起来的耳朵，使

它看起来很威风。 
            有时，我拿着“小龙”玩儿。它那两只手伸在它的胸前，中间留出一个小空，我的

大拇指正好可以插进去。看起来像“小龙”在抱着我的手指。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看一下“小龙”。“小龙”把我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

趣。它真是我的好朋友！ 
 
第 2篇：我喜爱的动物 
                                                                                                                                                               2010年

小松鼠 
 

           我每天从早晨就能够看到小松鼠。不论在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它们都在外



面跑来跑去。 
  小松鼠很有趣，全身长着灰色的毛，整天拖着一条长长的大尾巴。尖尖的头上长出

一双小耳朵和两个圆圆的小眼睛。小松鼠的四个爪子真厉害，可以爬树！ 
            小松鼠很勇敢，即使是大风大雪，它们也在外面跑。它们有时在寻找食物，有时在

一起顽皮。小松鼠的牙齿像铁一样，可以把硬硬的果子咬开吃。我常常看见松鼠们一起玩

儿。这个打那个，那个打这个。那个跑了，这个又去追。有时候，它们会爬上高高的大

树，从细细的树枝上跳来跳去，甚至可以跳到另一棵树上。小松鼠真神气！ 
            有一次，我和妹妹一起喂松鼠。我们把一些花生米放在后院里的阳台上，在旁边看

着松鼠跑过来吃。 
              我很喜欢小松鼠。 
 
第 3篇：我喜爱的植物 

 
2010年

小橘子树 
 

           三年前，我的妈妈在花店里买了一棵小桔子树，它是个盆景。小橘子树种在一个砖红

色的花盆儿里，它坐在我们家客厅里的窗台上。 
           我妈妈刚买来的时候，小橘子树才一英尺高，上面没有什么橘子，树叶很稀少。可是

现在，它已经长到一英尺半了，树叶长满树枝，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小橘子树的树枝上长

了许多桔红色的橘子。这些橘子比像葡萄大一点，摸起来软软的。我试着尝了一下，味道

又酸又有点苦，不太好吃。 
           小橘子树每几个月开一次花。刚开始，树上长出好多白色小花骨朵儿。几天后，小花

骨朵会打开。花很香，像茉莉花一样香气迷人。然后一个个小绿橘子就会从花里生出来。

这些小橘子又会慢慢地长大，并且颜色也变成桔红色了。 
           我每天从学校回来，就可以看到窗台上的小橘子树。我妈妈每个星期都会给它浇一次

水。小橘子树在健康地成长！ 
 
第 4篇：我的“小天地” 

 
2010年

我的小房间 
 

           我的小房间在我家的第二层。它的墙面是黄色的，顶面是白色的，地面是木板。我的

房间有两个门，里面的门是进卫生间的。它有两扇窗户，每天早晨太阳就会晒进来，把我

的小房间变得亮亮的。 
           我的小房间宽 11.5英尺，长 15.5英尺，高 8.5 英尺。进入房间的左边放着一张单人

床。床上有干净的被子和枕头。床头旁边有一个小床头柜，上面放着台灯和电子钟。房间

的右边摆着一张书桌，桌前还有一个椅子。书桌上面放着大台灯，我常常把我的书和黑管

儿也放在上面。房间的两个门的中间有两个衣柜，放着我的衣服。 



             小房间是我睡觉休息的好地方。我每天都在小房间里读书做作业。完成作业以后，

我就会吹我的黑管儿。 
             小房间真是我自己的小天地。 
 
第 5篇：一种自然现象 

                                                                                                                                   2011冬
                                                                                          

雪 
 

            云彩遮住了太阳，把我的房间变得很暗。外面刮起了冷风。突然，从天上飘下来一

片片小雪花。过一会儿，天空都是雪。 
           雪像一片片小白花从天上落下来。风一吹，雪花漫天飞舞。刚开始，小雪花一落地就

化成了水。不一会儿，地全都变湿了。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多，落在地上来不及化，大地

变得白茫茫一片。 
             树变白了，外面的车变白了，房子屋顶的瓦片变白了，连街道也都变白了。外面的

小松鼠全都跑进了他们树上的窝里，小鸟也躲起来了。 
             过了很久，雪终于停了。世界就像被一片白毯子盖了起来。突然，一只鸟开始吱吱

地叫。不一会儿，好几只鸟也跟着唱了起来。他们的和声好听极了。街上没有动静，一个

人都看不见，很安静。我边看边想，世界多美好！ 
 
第 6, 7篇：Translate the story of Anansi and talking melon 

 
5/8/2011

阿南希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蜘蛛阿南希坐在一棵高高的刺儿树上，往下看着大象的瓜

园。大象 正在给它的瓜田锄地浇水。成熟的瓜像在对阿南希喊：“你看我们多甜，多好

吃！来吃我们吧！” 
阿南希很喜欢瓜，可是它太懒了，自己不想种瓜。太阳升了起来，天气越来越热

了，阿南希就坐在树上，看着，等着。 
到中午了，外面热得不能再干活了。大象放下水管，进屋里睡觉了。 
这正是阿南希等的机会，它从树上折了一根刺，跳到瓜田里，它用刺在 大 熟的

瓜上扎了一个洞。 
阿南希挤进瓜里就开始吃。它吃啊吃啊，一直到它变得像一只大圆莓。“我饱

了，”阿南希终于说。“大象马上就要回来了，我应该走了。”可是阿南希要出去的时

候，它吃了一大惊，那个洞太小了。“我被卡住了！”阿南希说。“我出不去了，我必须

等我变瘦。”阿南希坐在一堆瓜籽上，等着。时间过得真慢！ 
突然，它听到大象回来了。阿南希有了主意，“等大象走近些，我会说话。大象就

会以为这只瓜在说话，多好玩儿！” 
大象走进了瓜田。“看这瓜多大，多熟啊！”它拣起来说。 



“哎呀！”阿南希说。 
大象吓了一跳，“啊！是谁说的？” 
“是我，这只瓜。”阿南希说。“我从不知道瓜可以说话，”大象说。 
“我们每天都说话，可是你从来不听。” 
“我不信我的耳朵！”大象说。“一只会说话的瓜，谁能相信啊？我必须给国王

看。”大象跑在街上，手里拿着那只瓜。在路上它碰到河马。 
“你拿这只瓜去哪儿？”河马问。 
“我要把它给国王。”大象回答。 
“为什么？国王已经有很多瓜了。” 
“他没有这样一只，”大象说，“这是一只会说话的瓜。” 
河马不相信大象。“一只会说话的瓜？这是什么鬼主意？这就像…” 
“…  一只瘦河马，”那只瓜说。 
河马气得脸都变红了。“那是谁说的？是你说的吗，大象？” 
“那不是我说的，那是这只瓜说的，”大象说，“我没说谎吧。你现在相信我了

吗？” 
“我相信你了！”河马喊。“我要跟你去。我想知道国王看到这只会说话的瓜会说

什么。” 
“那你就跟我去吧，”大象说。所以大象和河马一起走上街，手里拿着瓜。 
过了一会儿，它们遇见野猪。“你们拿那只瓜又去哪儿？”野猪问。 
“我们拿它去找国王，”大象和河马回答。 
“为什么？国王有好几百只瓜。”野猪说。 
“他没有一只这样的瓜，”河马说。“这只瓜会说话，，我自己都听见了。” 
野猪开始笑了。“一只会说话的瓜？就这样… ” 
“一只帅野猪，”那只瓜说。野猪气得全身发抖。“是谁说的？是你说的吗大象？

还是河马说的？” 
“不是！”河马和大象告诉它。“是这只瓜说的。它会说话，你现在相信我们了

吧？” 
“我相信你们了！”野猪喊。“让我跟你们去，我想听国王看见这只会说话的瓜会

干什么？” 
它们路上遇到了鸵鸟，犀牛，和乌龟。它们都听见瓜说话了才相信。它们也要跟着

大象去看国王。 
动物们走到了国王前，大象对国王鞠躬，把瓜放在国王的脚边。 
国王看着瓜，问大象：“你为什么送给我这只瓜？我有好几百只瓜在我的园子

里。” 
“可是你没有这样的瓜，”大象回答。“这只瓜会说话！” 
瓜没出声。 
国王不耐烦了。 
“瓜，要是你会说话，我要你说来给我听听。” 
瓜还是不出声。 
国王放弃了。 
“这是一只笨瓜！” 



突然，那只瓜说话了。“你说我笨？你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呢？我没有给瓜说话

啊！” 
动物们从来都没有看见国王这样生气。“你敢骂我！？”国王喊。他拿起瓜来，用

他的全力扔得很远。 
那只瓜滚到大象家。KPOM！瓜撞倒了刺树上摔成了好几瓣，阿南希从碎瓜片里爬了

出来。 
它的兴奋把它变瘦了。因为它瘦了，它也就饿了。阿南希爬上一棵香蕉树。它坐在

一堆香蕉里，就开始吃了。 
大象一回来了就去瓜田里。 
“你们这些瓜让国王很生气！”大象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听你们说的话

了！” 
“你好，大象！”阿南希从香蕉树上喊。“我们香蕉应该警告你，会说话的瓜只能

给你带来麻烦。” 
 

第 8篇：写一个过程（我怎样……） 
 
 
 
第 9篇：我们的小故事 

                                                                                                                                                     9/25/2011  
                                                                                         

我去年的冬天 
            去年冬天是我 有趣， 好玩儿的冬天。我和妹妹那天玩儿的很开心，真快乐。我

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那天早晨，我起来要准备去学校。我下楼一看，外面正在下大雪。我慌忙地跑回楼

上，喊我妈妈，问她今天还要上学吗？妈妈急忙拿起电话，给学校打电话问。打完后，她

就对我和妹妹说：“今天，因为下大雪，学校就停课了。你们俩可以留在家了。你爸爸会

呆在家里，可是我还要去上班。” 
           我那时候才看见爸爸在外面铲雪，让妈妈的车出去。我这孩子，很喜欢铲雪。一看到

爸爸在铲雪，我就也想去帮他。我赶快穿上雪衣，跑出去开始铲雪。过了一会儿，妹妹也

出来了。她帮了我们一点就开始玩儿。 
          突然，她喊：“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们能不能把雪堆在楼梯上，在上面滑雪？” 
         爸爸想了一下，就回答：“可以，但是你们要很小心。” 
         爸爸、妹妹，和我一起把雪铺好，用铲子铲平。就这样，我们整天玩儿得很开心。一

直到天快黑了才回到屋里。 
 
第 10篇：看图写故事（怎么反而长矮了） 
                                                                                                                                                         10/15/2011

 
父与子 

 
            一个秋天的早晨，天气很冷，风也不停地吹，父亲和他的十一岁的儿子丁丁走到后



院里的一颗树旁。父亲手里拿着锤子和一个钉子，想量丁丁的高矮。他叫儿子站在树前，

小心地把钉子用手放在树上。儿子走到旁边后，父亲就用锤子把钉子钉到了树上。父子俩

一起回家了。 
            冬天来了，树上的树叶都掉光了，外面有一层白雪。在树后面有一个小雪人是父亲和

儿子一起做的。雪人戴一顶铁帽子，萝卜鼻子，石头嘴和眼睛，用树枝做成的胳膊。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后院里的树长高了。 
          又过了几个星期，树上长出了许多绿色的叶子。父亲和儿子又到后院里去量丁丁过去

一年长多高了。丁丁站在树旁，父亲准备量他的尺寸。忽然，他停住了，看了看树上去年

的钉子，挠了挠头，很奇怪。儿子往上一看，呃！钉子怎么比他还高，他是变矮了吗？ 
          爸爸喊妈妈来看。妈妈下楼一看，就开始大笑起来。爸爸问她为什么，妈妈就说：

“我们的丁丁是长高了，可是树也长高了呀，比丁丁长得更快。” 
           儿子和父亲听了妈妈的话，一起笑起来了。      
第 11篇：寓言改写 
 

11/4/2011
陈小虎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一天早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乌鸦从它的窝里慢慢地睡醒了。它飞到树枝上，

过了一会儿，它饿了，就飞出去找吃的东西。正在这时候，狐狸从树下的黑洞里走出来。 
             乌鸦找到了一块肥肉，高兴地飞回它的窝里，正好碰到了狐狸。因为狐狸以前骗过

它，它的好肉曾经被狐狸吃了。它就想飞到别的地方去吃。但是它不论飞到哪里，狐狸就

跟着它到哪里。乌鸦很快就很累了。它又回到它的窝里，很想吃那肉。可是，它又怕狐狸

会骗它把嘴巴张开，把肉丢掉。 
            乌鸦突然想出来一个好办法。它把肉放在它的窝里，对狐狸说：“如果你可以跑到

那棵大树上给我摘一个苹果来，我就会换这块肥肉给你。” 
           狐狸答应了。它刚开始跑，乌鸦就快快地把肉吃光了。乌鸦吃饱了，就高兴地躺在它

的窝里休息了。 
           狐狸一看肉不见了，才终于明白它上乌鸦的当了。狐狸饿着肚子，只好自己去找吃的

了。 
 
第 12篇：我 

1/6/2012
我 

         
 我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今年我在上八年级。我身高六十五英寸，体重一百一十

六磅。我有黑眼睛和黑头发。 我喜欢穿一件灰色的夹克和蓝色的牛仔裤。 
          我住在牛顿的中部，跟我的妈妈，妹妹，和姥爷姥姥住在一起。我们的房子有三层。

一楼有厨房， 客厅，餐厅，起居室,和卫生间。二楼有三个卧房和两个卫生间。三楼就是姥

爷姥姥住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起居室，卧房和卫生间。 
 我 喜欢的体育是打网球。我有空闲的时候，我会玩儿游戏和读书。 
 我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在上课的时候，我喜欢举手回答问题。但是我有时在不应该



的时候跟朋友说话。 
 我有一个宽松的个性。我有一个良好的幽默感，平常很爱笑。因为我笑很多，我很

容易交新朋友。 
 
第 13篇：对话 

2/3/2012

对话 
 

爷爷：虎子、凤凤，该起床去上学了！ 
虎子：好吧，我马上就下楼吃早饭。（下楼） 
凤凤：好啦，我知道了，还要等一会儿。 
虎子：爷爷，今天吃什么啊？ 
爷爷：我把牛奶已经热好了。桌子上有饼干和粽子。 
虎子：（吃完早餐）谢谢爷爷，很好吃！我现在马上就走。 
爷爷：凤凤，你怎么还没有下来?!   哥哥已经快走了。 
凤凤：来了，来了！（下楼）但是我没有时间吃饭了。 
虎子：爷爷，我现在就去上学了。再见！ 
爷爷：好吧。凤凤，你哥哥刚走，你也快走吧！ 
凤凤：好了，好了， 你别再催我啦！再见爷爷，我走啦。 
爷爷：再见！你别迟到了，走路小心一点！ 
 
第 14篇：记人（一个） 
 

2/9/2012

花木兰从军 
 

  有一天，花木兰对着窗户坐在织布机旁。爸爸妈妈听她叹气，就问她在想什么。木

兰就说：“我昨天看见皇帝下的军书在征兵，十二卷军书上面都有爸爸的名字。”但是爸

爸没有大儿子，木兰也没有哥哥。木兰就愿意替爸爸出征。 
  木兰到集市买骏马，鞍鞯，辔头，和长鞭。早晨，木兰离开家，傍晚，她到了黄河

边。听不见爸爸妈妈的呼声，只听见黄河的流水声。早晨又离开黄河边，傍晚住在黑山

头。听不见爸爸妈妈的呼声，只听见敌人战马的叫声。她骑马千里。她打仗打了十二年，

立了战功。 打完仗，木兰不愿做官，回到了家里。妈妈、爸爸、姐姐、和弟弟看见她回

家，很高兴。木兰换回了女装，就邀请她的战友到她家里做客。战友们看见她，吃了一

惊。他们说：“我们和你一起打仗了十二年，从来也不知道你是个女郎。” 

 

 
 
 
 



第 15篇：记人（一组） 
 

2/24/2012

吃晚饭 
 

    我每天放学，走回家以后，就马上开始做作业，大概五点半可以做完。 正在这时

候，我爷爷也大概准备做饭了，把好几样菜都切好了之后，开始点火炒菜。不一会儿，我

们房子里充满了很香的味道儿。  
妈妈从办公室回家了，第一件事放下包就说：“爷爷做的饭简直香极了！”爷爷就

笑着回答：“好吃就多吃点吧！”这时，奶奶做的骨头汤也烧好了。 
到了七点种，晚饭准备好摆在饭桌上。 我妈妈喊我和妹妹快来吃饭。全家都坐下来

以后，我们才开始吃饭。爷爷做的饭不光好闻，也很好看，味道更好。桌子上有鱼，鸡

肉，猪肉，青菜，骨头汤，米饭，什么都有。我们吃的时候，外婆问妈妈：“你今天上班

怎么样？”妈妈回答：“挺好的，但是我有一点儿累。”就这样，他们谈起话来。 
我吃得 快，十五 分钟就吃完了。我离开前，对爷爷说：“谢谢！今天的饭好吃极

了！”爷爷高兴地说：“别客气！” 我们晚饭吃完了，外婆负责刷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