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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是学生学习，倾诉，畅想的园地；小语世界也是老师教书育人，分享经验的平台。

小语世界期待着你的投稿！ 稿件请寄：hxgnysubmissions@gmail.com 

 

编辑寄语 

 

这一期和下一期小语世界登载的是马立平七年

级的《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新编系列。指导老

师是马立平七年级一班的李志平老师和马立平

七年级二班的杨波老师。感谢同学们的积极投

稿。 

 

          卢贤钰 



2 
 

 

 

 

 

 
插图作者： 毛逸清 

 

孙艾薇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有一天，乌鸦找到了好几块肉。狐狸看到了，直流口水，它想了想后对乌鸦说：
“亲爱的乌鸦太太，您真会找肉，请问您在哪里找到的？”乌鸦识破了狐狸的诡计，于是
想了一会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它先把肉吃掉后，对狐狸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肉
在哪里，但是这个地方很难找，我可以领着你去。”狐狸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就高兴地
同意了。 
 

马立平七年级的学生们这学期在学习中文写作。他们每个人都会

写很多精彩的故事。不仅如此，他们还集体创作小小说。本期

《小语世界》登载的是七年级二班杨波老师班上的作文，改写

《乌鸦和狐狸的故事》。他们的新版故事生动、有趣，读过之后

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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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在前面慢慢地飞，狐狸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它们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一个大
山洞的前面。狐狸犹豫了一下，说：“我没有看到肉呀？”乌鸦回答：“肉在山洞的最里
面，你走到底就看到了。” 
 
 狐狸一进山洞之后，乌鸦就飞回家了。山洞又长又黑，狐狸越走越害怕，可是一想
到前面有可口的肉，它就又坚持走了下去。它走着走着，突然踩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这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毛茸茸的东西慢慢站了起来，很生气地看着狐狸。不好，
这是一只被激怒的狗熊，狐狸转身就跑，吓得一路跑回了家。 
 

夏皮皮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有一天，狐狸刚杀死了一个兔子。可是狐狸觉得他的肉不新鲜。 “我的肉必须是
有机。如果不是农场种植， 那我不会吃。” 但是，狐狸必须吃，要不然狐狸会死的。 
 有一天，狐狸不高兴地走回家。今天，他没有找到肉。可是，他走回家的时候，他
发现了乌鸦有肉。 
 “乌鸦乡绅，您找到的肉肯定很好吃。可是，我向你保证，我找到的肉比你找到的
肉还好吃。”  
 乌鸦聪敏地说：“狐狸，你的肉比我的还大。当然，你的肉比我的肉还好吃。” 
 那时候，狐狸不能再等了。他要去吃这块肉，可是他怎么拿得到？狐狸用手去折树
枝。乌鸦从树上倒下来。可是，他摔在狐狸的头上，一声不吭的杀死了狐狸。 
 

吴瑅璇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在一个温暖的地方，住着一只狐狸和一只乌鸦。
乌鸦住在一个又大又壮的树上。狐狸住在树旁边的洞里。
有一天，乌鸦坐在树上面。她特别饿，想吃东西，可是
她不知道在哪里找吃的。突然，一块肉掉到她的头上。
乌鸦很生气。“谁把这块肉扔到我的头上？” 
 这时候，狐狸听见乌鸦恶狠狠地讲话，就跑了出
来。狐狸看见乌鸦头上有一块肉，就特别想吃。他知道
乌鸦不爱吃肉，所以他就觉得会很简单。“乌鸦，你能
给我您头上的肉吗？”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就把头转到别的方向，不理他。
“当然不行！是我的！” 狐狸不知道为什么，她为什么不肯给我？她又不喜欢吃肉。狐
狸突然有了一个好办法。“乌鸦？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 
 乌鸦把头转了过来。“说吧！但是，你这个问题跟这块肉有关系吗？” 狐狸不能
告诉乌鸦是真的，所以他就说，“当然没有！我都忘了那块肉！我是想问您，能不能教教
我怎么找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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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当然不想告诉狐狸，就说，“才不告诉你！是我的秘密！” 狐狸知道乌鸦很
聪明，所以他就装着不感兴趣的样子说，“不告诉我就算了吧！我才不要听你的秘密。我
自己有自己的办法！” 
 乌鸦装着没听的样子，不跟狐狸对话。狐狸又想了想，又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狐狸
跑进他的洞里面，一会儿就急急忙忙地跑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乌鸦？你能不能给我
读这本书？” 
 乌鸦的眼睛亮起来了。“我很爱读书。我愿意给你读！” 狐狸就把书一扔，书就
飞到乌鸦旁边。乌鸦哇哇叫，就开始读了。乌鸦没发现的时候，狐狸就偷偷地走到乌鸦坐
的树后面爬上去。 
 狐狸把手伸出来，准备把乌鸦头上的那块肉拿下来。可是，乌鸦转了身，看见了狐
狸偷她的肉！狐狸已经拿到了肉，但是乌鸦不肯放弃。她用嘴拔住肉。 
 它们一直拔。拔来拔去都没有赢。突然，乌鸦把肉扔了出去。狐狸和乌鸦看着肉飞
到一个池塘里。 
 从那天开始，乌鸦每天坐在那棵树上，想，“如果我给狐狸那块肉，最后肉就不会
掉进池塘里。”  
 
 

廖晓蓉的乌鸦和狐狸的故事 
 
有一天，天空阴沉沉的。一只狐狸在它的洞里想：“唉，我好饿呀。我以前骗过的

那只乌鸦已经骗不了了。我来找找有什么吃的吧。”想到这儿，狐狸就出了洞穴，往森林
的深处走去。 

狐狸遇到了一只又肥又胖的野猫。野猫嘴里叼着一块很香的肉。狐狸想：“这只野
猫那么肥，看起来很笨。肯定会很容易上当！我真幸运啊！”狐狸就缩小了肚子，走到了
野猫面前，可怜地说：“唉，野猫先生，您好啊。我已经三天没吃到东西了。求求你给我
一些吃的好吗？”野猫看见狐狸那么可怜的样子，就说：“好吧。你看起来比我饿。”野
猫就给了狐狸那块肉。狐狸拿到了那块肉，对野猫说：“谢谢，亲爱的野猫先生。我已经
觉得好多了。再见！”野猫看见狐狸一下子就好了，知道它被骗了。它连忙向狐狸逃跑的
方向一边追，一边喊着：“你这个可恶的骗子！” 

那时，乌鸦正在森林里找东西吃。它听见了野猫的叫声，就赶快向那里飞去。乌鸦
来到了一片空地，看到一只很生气的野猫。乌鸦问野猫：“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野
猫愤怒地回答：“一只狐狸骗了我，拿走了我的肉！我抓到它一定会让它看看我的爪子有
多锋利！”乌鸦听了以后，气得羽毛都竖起来了。“那只狐狸怎么又在偷别人的食物！这
次，我一定要找到它，让它再也骗不了别人！”乌鸦就对野猫说：“别担心。我一定会帮
你找到那只狐狸。” 

野猫告诉了乌鸦狐狸往哪个方向跑去，乌鸦就去找狐狸了。乌鸦飞了半个小时，终
于找到了狐狸。狐狸正在一棵树底下，刚要吃野猫那里骗来的肉，乌鸦就飞到了它的面前。
狐狸一看到乌鸦，就说：“唉，乌鸦，好久没见了！你这些日子过得好吗？”乌鸦回答说：
“这几个星期你不在，当然过得好呀！”狐狸听了，心里有一点生气，但它还是装出那副
冷静的样子，说：“啊？你不想见到我这张漂亮的脸吗？”乌鸦回答说：“什么漂亮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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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你这张脸丑死了！而且你总是骗别人，没人会想见你的！”这下狐狸发火了。它怒吼：
“你这只讨厌的老乌鸦！你才是最丑的！”它说着就向乌鸦扑去，可是乌鸦太快了。狐狸
扑过来的时候，乌鸦就飞到狐狸后面，抓着肉飞走了。 

狐狸丢了肉，就趴在树底下，想着乌鸦的话。“如果我继续骗别人，偷它们的食物，
没有人会喜欢我的。乌鸦说的是对的。我不应该这样做。” 
那天以后，狐狸再也没骗过别人了。 
 

 

高霏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有一天，乌鸦饿了。它去找一块肉，然后回到它
的窝。狐狸闻到那块肉的香味，就很饿了。 
 “亲爱的乌鸦！你今天会干什么呀？” 狐狸问乌
鸦。 
 乌鸦把肉放在它旁边的树枝上，回答说，“我今
天不会给你我的肉啊！” 
 “亲爱的乌鸦，你把那块儿肉送下来吧！” 狐狸
很想吃那块儿肉。 
 “这是我找的肉！你去找你自己的肉吧！你不能吃我的肉！” 乌鸦不给狐狸吃肉。 
 它们两个对话很长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狐狸不想自己找肉吃，乌鸦也不要
给狐狸吃它的那块儿肉。 
 “乌鸦！你把那块儿肉送下来，否则我就会上树吃掉你！” 狐狸叫着。 
 “你不敢！这棵树很大！你爬不上来！“ 乌鸦回答。 
 一会儿，一只大鹰飞来了，把那块儿肉掉走了！乌鸦和狐狸很生气。乌鸦是费了好
大力气才找到的那块肉！ 

 “乌鸦！我告诉你把那块肉送下来！现在我们两个都吃不着！你太慢了！”  狐狸
很生气地说。 
 “我 太慢了？那是我找到的肉！你不能吃！是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那只大鹰飞来
吃了我的肉！这不是我的错！”乌鸦越来越不喜欢这个狐狸了。 
 “下次，你就不要跟我说话了！” 乌鸦说完就飞走了，又去找下一块儿肉。乌鸦
现在就知道了没有什么好说的时候，你就别说。 
 
 

王天鹏的乌鸦和狐狸的故事 
 
狐狸慢慢地起来，很困惑。他动动脚，可是不能动, 手也一样。狐狸听见外面有叫

声，也有很多轰隆轰隆的声音。“我到底在哪里？”狐狸想着。“他醒来了“，两个熊兵
进来狐狸的牢房。其中一个有奶油白色的毛，穿着盔甲还有一个两米长的铁宝剑。另外一
个穿着绿叶披风，盖住它的身体。他手上拿着一把弓箭。他们两个都带着南方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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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得带它去见大王啦"。这种南方人跟北方和绿州人很不一样，很怪。白熊
一下子就把狐狸拉上来，拖它去看南方的大王。“进来“。南方大王 5米高，是一只狮子。
他的脸有多不胜数的疤痕。他的牙齿很尖和长。“上帝乌鸦想抓你，现在在跟我们士兵打
仗，我们等一下把你交给乌鸦的士兵，你不能反抗“。狐狸知道乌鸦很恨它，所以他一点
也不想落在乌鸦手中。突然，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袋里。砰！灯的玻璃破灭了和烟开始
出现在房间。狐狸用魔法逃掉了。“狐狸在那儿？快点抓住它！”狮子怒吼着。狐狸跑去
皇宫的门口，看见两个老虎跑来，想抓它，拿着 30公斤的锤子来打他。狐狸马上从地上
拿一块石头大喊“toxicus bombica“石头飞到两个老虎中间爆炸，炸晕它们了。它跑去
南国皇宫外面，看见人类和鸟类与肉食动物作战。它很快就跑去南方国的一个港口跳上一
个小船。“两块金硬币“。一个瘦瘦的马出现在他后面，”给我两块金币我就帮你逃走“， 

“可是我没有钱”。 
“那就走掉”马冰冷地说 
狐狸叹了一口气，从地上拿了一只树枝指在一个是兵说“divitiae extraho“士兵

的钱都飞到狐狸的手上。狐狸马上给马两块金币。“好，我们走了“。5个小时以后，马
就说”马上到了“。狐狸看见两座宏伟的大理石柱被覆盖着，有一个牌坊在他面前。上面

写着“欢迎来神秘的奥秘“。 
 

“来”马带狐狸上楼梯，然后
经过最旁边的一个门，说“从这里开
始，你要问一下怎么去自由团体在那
里“，”再见“。 说完以后，马就
走掉了。狐狸马上走进神秘奥秘。狐
狸到神秘奥秘的城市的时候，已经十
二点了，狐狸走去一个胡同睡觉。
“以上帝乌鸦的名义投降”。五条狗
拿着铁棍子围着狐狸。狐狸吓了一跳，

它马上扔了一个石头在天上，大喊“electricae”。当狗想要打狐狸的时候，就给狐狸发
出的电光撃晕了。狐狸想着“我要趕快去自由团体了，不能呆在这里了。”他马上跑掉。 
 
     “上帝，狐狸又逃走了”。乌鸦是有名脾气暴躁，它跟小马说“我要抓到
它，你抓不到，你就给杀了！”。”好啊。。。”。小马怕死了，它的哥哥马，叫他不要
帮乌鸦做事，可是那个时候，它不听马的话。现在它知道为什么了。“叫全部士兵去找狐
狸！”命令乌鸦。“好，小马很快爱就跑掉了。 
   狐狸刚到绿色州的桥的时候，给一个公猪挡住“停下来”狐狸一看就知道他是谁。
它是床说中的残酷无情的暴兵。 这个公猪一下子就冲上来要杀狐狸。可是狐狸走到一边，
然后绊倒公猪，可是被公猪的獠牙割到了。狐狸马上跑进绿州，公猪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
“你，你这个坏蛋回来！”。狐狸在御河（绿州）的一条河找到了一条小木头船。轰隆！
一条鲨鱼咬破狐狸的船，狐狸大声求救。过了一会儿，一支乱箭杀了鲨鱼，让狐狸继续他
的旅程。他马上到自由团体的时候，他的船一下子爆炸。狐狸刚快跳上地。“看，是谁”
一个残酷的声音在森林里响起。“乌鸦！”咆哮狐狸。乌鸦一下子就出现在狐狸前面。
“你给我呢么多麻烦，你有什么借口给我留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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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我就可杀你了”。乌鸦就唤出一个火球对着狐狸扔。狐狸开始跑了。 
“狐狸，为什么你跑，不跟我斗？”笑着他从天上设下两个宝剑来打狐狸。狐狸怕死了，
喊着叫人救他的命。它从地上拿上了一个椰子叫“custodia“可是乌鸦挥挥手，就破掉狐
狸的魔术。龚龚龚，乌鸦从天上掉下来给大圆石压扁了。 
    很多士兵冲上来看见狐狸就叫“来啊，来啊“。狐狸走来问，“你知道自由团体
在哪儿？”“我们就是自由团的是兵”狐狸马上说，“我可以在你那儿住吗？” 
“可以” 
       从此以后，狐狸就快快乐乐的住在自由团体里面，过着幸福的日子。 
 

 

章溪月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一天, 乌鸦从树林里飞回家。她嘴里有一块肉。

她想跟她的小孩子吃那块肉。可是，她的小孩子还在学
校没回家，所以乌鸦就站在树枝上等着小孩子。狐狸看
见乌鸦嘴里有肉，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开始跟乌鸦说起
话。 

“你好，乌鸦！”狐狸说。乌鸦忘记嘴里的肉，
就回答“你好！”她没有听见狐狸再说话就往下看了一
下。乌鸦没有看见狐狸觉得很奇怪。过了一会儿，她肚
子有一点儿饿了，孩子还没有回家，她就想从那块肉吃
那么一小口。可是，她嘴里没有肉了！肉去哪里了? 她
想了很久。突然听见狐狸说，“乌鸦，你很善良，谢谢
给我吃你的那块肉。”乌鸦听懂了！她跟狐狸说话的时

候，肉就从她的嘴里掉出来了。她知道狐狸是故意骗她的，就很生气。 
第二天，她又找了一块肉, 狐狸看见乌鸦觜里的肉，就流口水。他跟乌鸦开始讲话。 

“你好，乌鸦！” 乌鸦一声也不响。狐狸又说“ 乌鸦，你还好吗，怎么了？你怎么不能
讲话了呀？你要我叫一个医生吗？” 乌鸦急了，“我没有问题!”可是，狐狸已经回他家
里面吃起乌鸦掉的那块肉。 

又过了一天，狐狸看见乌鸦站在树枝上，嘴里又有一大块肉。狐狸又叫：“乌鸦，
你好！” 话没说完, 狐狸就高兴地看到乌鸦嘴里那块肉就快速掉下来了。可是，狐狸没
有意识到，原来那不是肉，是一块石头！石头掉在狐狸的头上，把他打死了。乌鸦的小孩
子也回家了，她们一起吃了真正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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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演讲稿节选 
 

    我的青春我做主    六年级以上组 第一名 冯一苇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指出了我们的使命：“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
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在今后这几年，我认为，有
两点对我们的成长最为重要，第一，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锻炼坚韧不拔的性格。
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到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
人类的哪一个里程碑不是否定权威，否定自己的结果？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行吗？另外，
压力无处不在，没有一个坚韧不拔的性格会让我们畏首畏尾，一事无成。成长的道路不会
一帆风顺，我们必须不断地锻练自己，让我们的本领增长了，让我们的历练丰富了，让我
们的心智坚韧了，这样，我们才能成才。 
 
  美哉我少年，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与国无疆！我的青春，我做主！ 

---------------------------------------------------------- 
 
     时间     四年级组 第二名 王英涵 

 
  记得去年这时候，我的中文老师曾经出过一个谜语：“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
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年幼的我们睁大了双
眼，不知道怎样回答。老师没有说话，转过身去，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了两个大字：“时
间”。从此，“时间”这两个字就深深地镌刻在我心中。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花儿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树木枯了，有再青的时候;可时间，

却如滚滚长江东逝水，奔流到海不复回。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珍惜时

间吧!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同学们，当你背起书包走出家门的时候，请试着对

自己说：“嘿，加油，崭新的一天开始啦!” 

---------------------------------------------------------- 
 

     我的南方和北方   四年级组 第一名 毛逸清 

我曾经走过 黄山、衡山、峨嵋、雁荡，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

桥、油纸伞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下，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

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杏花春雨，小桥

流水，莺飞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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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长白、太行，寻找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

蒙古包的深处隐藏。在风沙走石的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并肩歌唱。在塞外飞雪的兴安岭，

我与我的北方沉思凝望。在苍茫一片的山海关，我与我的北方相视坚强。我的北方啊！大

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嘹亮。 

 

我的南方和北方！         我的北方和南方！        我永远的故乡和天堂！ 

---------------------------------------------------------- 
 

     中国的美食   五年级组 第一名 宋佳胜 
 
  逢年过节，妈妈总要准备传统美食，一盘饺子，一碗汤圆，一块月饼，一个粽子，都寄
托了浓浓的思乡情 
 
中国菜有派系之分，号称东酸西辣，南咸北甜。齐鲁菜，来自于圣人之乡，是古典主义美
食，淮扬菜，来自江南水乡，是浪漫主义，麻辣的川菜是魔幻主义，而豪放的东北菜是现
实主义，欣赏中国美食，就是一种心灵的游历。 
 
 

 

  

            
      

  

十二月三日的学校演讲比赛结束后，小语世界编辑毛逸清采访了六年级以上组演讲冠军冯

一苇同学。这一次是冯一苇连续第五年蝉联年级组冠军。希望这篇访谈记录对同学们提高

中文水平有启发作用。 

毛：冯一苇你好，今天我代表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校刊《小语世界》来采访你。听说你

今年演讲比赛又得了第一名，请问你是什么感觉? 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你这几年参加演

讲比赛的经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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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我挺高兴的。每次得了第一名，都很高兴。我很喜欢参加演讲比赛, 因为会锻炼你

的说话能力，可以锻炼你的表情，锻炼你的声音，等等。你在台上声音要够大，表情要好。 

这些需要在家刻苦练习。第一次演讲比赛我很紧张，在台上差点没说出来，还好爸爸大叫

一声，帮我镇定了下来。现在就好多了。这次我花了两个星期来准备。 

 

毛：你今年的演讲稿很精彩。你最喜欢里面的哪句话？你在演讲中还提到了一部电影，

能不能也介绍一下？ 

冯：我最喜欢那句“我的青春我做主”，还有最后一句

“妈妈，我的游戏时间是不是也可以我做主呢？”当然

在现实中妈妈的回答一定是“不－可－以”！另外一句

也很喜欢，是我自己写的，“这个世界每天的不公平都

在发生，不管你穿什么牌子的鞋，不管你长得怎么样，

你都要为自己，为公平，为自由，挺身而出，决一死

战。”我先写的英文，爸爸帮我翻译的中文。那部电影

是“Wonder”, 我先看了书再去看的电影，不过你可以

先看电影再看书，四五年级以上就可以看。              毛逸清（右）采访冯一苇（左） 

 

毛：我还想问下你觉得五年来你讲得最好的演讲是哪一次？ 

冯：我最喜欢这一次，我觉得这次最有感情，还有终于能自己做主了。。。 

毛：四年级以上的演讲比赛中，选手要现场即兴回答问题。你回答过的最有趣的问答题

是什么？你怎么答的？ 

冯：最有趣的是去年问得“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说我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因为我爸爸妈妈是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毛：回答的好棒。 你的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习和怎么保持不忘记的呢？ 

冯：我在家比较习惯说中文的，不需要大人强迫。我还会帮助妹妹学中文。妹妹做中文

作业的时候我可以守着她，我还和妹妹说中文来帮助她。虽然我并不太喜欢做中文作业，

但喜欢看中文作业后面那个电影。我们六年级的作业后面是一休，一个很聪明的小孩的故

事。我也喜欢看中文电视，象“射雕英雄传”和“少林寺”。我最喜欢洪七公和周伯通，

因为他们很好笑。总之，要是你每天说中文，认真写字，暑假回中国，还有看好看的中文

电视，你就能学好中文。 

 

毛：再给我们讲讲你学习以外的兴趣爱好吧。 

冯：我最喜欢足球，因为你可以运用技术，比如人球分过，我给你演示下。今年圣诞节，

我最想要一只狗，因为它很乖，还可以和我玩。我想要 Maltipoo。 

毛：你觉得圣诞老人能给你送来吗？ 

冯：那要看我爸爸妈妈了。。。 

 



12 
 

 

 

           

 

 

绘画大班： Tia  Ben-yehoshua 

指导教师： 唐谦 

~~~~~~~~~~~~~~~~~~~~~~~~~~~~~~~~~~~~~~~~~~~~~~~~~~~~~~~~~ 

 

计算机绘画班: Kevin Shi              Kathryn Bancks    

指导老师：黎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