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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春天到了，《小语世界》首先祝大

家春天快乐！ 
   
 这个星期我们登载马立平六年级

二班的作文，请大家欣赏学生自己的小

天地。以及我和我的弟弟夏奇奇一起收

集的马力平七年级二班和美洲华语六年

级的同学们在母亲节对母亲的真情告白。 

 

 也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天

天快乐！ 

 

——夏皮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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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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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真情告白 
 

马力平七年级杨波老师班 

美洲华语六年级盛瑾老师班 

 

收集整理：夏皮皮，夏奇奇 

 

母亲节到了。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母亲节我们的真情告白吧！祝

愿每个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辛苦了！ 

 

孙艾薇：每年母亲节的时候，我种的小苗就可以移植到地里去

了。在妈妈的关怀下，我也像小苗一样茁壮成长。 

冯家琰：我是一棵小苗，我的妈妈像大树一样，帮我遮风挡

雨，给我荫凉。我希望自己将来会跟她一样高大，坚强。 

廖晓蓉：妈妈给我的帮助太多了，无法用语言一一表达。 

章溪月：嘿，妈妈我只想让你知道，你是我认识的最奇怪的人

之一。你做的一些事情没有道理，但你仍然这样做，因为你不

让任何事情阻止你(包括我)。我也知道你在我感觉不好时尽力

让我好些。所以，谢谢你和你所做的一切，让生活变得更好。 

吴瑅璇：妈妈喜欢带我和弟弟去很多地方旅游长知识！妈妈就

像一座房子，什么天气都不怕。每天都会保护我。谢

谢！！！！ 

高霏：每天最幸福开心的时刻是放学后从校车上走下来看见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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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在那儿等着我！ 

夏皮皮：我的妈妈像花儿一样美丽。她是大地，我是树，她帮

助我在困难的时候站立得稳。 

李凯文：妈妈，谢谢你开车送我去学校和击剑课，你做的菜也

很好吃。谢谢妈妈，我非常爱你！ 

冯佳瑞：我最爱我的妈妈。我现在 10 岁了，都是她在保护

我。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她。 

许静远：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爱你！ 

朱嘉睿：我爱你妈妈，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感谢你这么多年

来一直照顾我，谢谢妈妈！ 

夏奇奇：我的妈妈像花朵一样年轻。她也像北极熊妈妈爱护熊

宝宝一样爱护我。 

都嘉瑛(美洲华语 6 年级盛谨老师班助教/盛谨老师女儿)：妈

妈就像一座桥梁把我从另一个世界带领到了这个世界。妈妈就

像一盏灯，每时每刻都照亮着我的人生之路。妈妈就像一棵大

树帮我们遮风挡雨。妈妈,您总是说我们是您的生命的全部。

今天我也想告诉您，您也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我们永远爱

您，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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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马立平六年级二班 袁永泉老师 

 

I:  我喜爱的动物 

 
 

可爱的小鹿   作者：王天睿 
 

 每天早晨，从窗外看去，我都可以看见我们的院子里有几只可爱的小

鹿。他们身体是咖啡色的，上面有一点点云子一样的白斑。这些鹿有高高的

角鹿子，太神奇了。小鹿们喜欢来我们的院子里吃草，它们用嘴“sha”一

声，很多草很快就没有了。可是，如果有车从路边经过的时候，它们突然间

会很害怕，急急忙忙地跑走了。 

 冬天来了，小鹿们一个也看不见了。我问爸爸妈妈鹿到哪里去了。爸

爸说它们到墨西哥去了，妈妈说它们去了海滩玩耍，可是，我觉得小鹿们应

该都去休息了。 

 夏天到了，我起床后刚刷完牙，正要下楼去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听到

外面有“sha”的声音。我急急忙忙地跑去看窗外。原来，有六只鹿在吃草。

鹿回来了！我喜爱的鹿终于回来了。 

 

仓鼠    作者：孙嘉琪 
 

多年前，妈妈给我和姐姐买了一只仓鼠。这只仓鼠的身体毛茸茸的， 

摸着十分舒服，我和姐姐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Fluffy”。 

每天放学回来的时候我都跟小仓鼠玩。我用乐高给它做了一个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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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很快就会钻进去，因为它知道里面藏了它最爱吃的干草莓。每天我都用乐

高给它做一个新的小迷宫，它每次都会努力地找出口，它知道在迷宫 

的出口处会找到它的干草莓。我好喜欢跟它玩游戏呀！ 

每天上学之前，我都会给仓鼠的碗里添上食物和水。我在旁边看着它

咯吱咯吱得吃早饭的样子，都要流口水了。

所以有时我也会去弄一包瓜子来咯吱咯吱地

磕。仓鼠吃早饭的时候还会把很多的食物都

塞在它的胖嘟嘟的脸颊里，好可爱啊！我跟

它一起享受食物！ 

每天跟仓鼠说晚安的时候，我都会对

它说一句，“哎呀，你好可爱呀！”。 

它橘色的身体好蓬松，摸着就像在摸棉花糖一样，而它胖嘟嘟的脸颊，摸着 

就像在摸一个毛毛球一样，舒服极了！ 

小仓鼠是我的好朋友！ 

 

狗    作者：刘谨志 
 

我最喜爱的动物是狗。它们长得很可爱，脸圆圆的，我有时候很想捏

它们的小脸。最可爱的狗的品种是金毛，它们很友善，而且很活泼。 

我的邻居家养了一只狗叫 Goldie，它是一只混种狗。我经常跟它去中

央公园散步。Goldie 每次看到松鼠就会疯狂地追逐。有一次，它追松鼠时

我也被拉着跑，结果我撞到了栏杆上，下巴划了一个小口子，我松开了绳子，

它继续飞奔着追逐，然而小松鼠爬到了树上了，所以它没有成功。虽然我受

伤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养一只狗。 

 

河马    作者：唐婉瑄 
 

 去年我和家人去宾夕法尼亚州参观了好时公园，朗伍德花园和费城的

自由钟。这些地方都令人惊叹，我和弟弟最喜欢的是去水族馆看真正的河马。 

当我乘着河马坦克一起进入房间时，兴奋的情绪就像闪电一样快速地穿过了

我的身体。我和弟弟激动地快跑到河马旁边，正巧是喂食时间！ 一位穿红衬

衫的女士正拿着生菜去喂河马。她把生菜扔进水里，河马聚集在一起，用巨

大的牙齿嚼碎生菜。河马的两颗大门牙看起来有 1 英尺！他们的大嘴巴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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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食物嚼碎成小块。红衣女士在水中扔更多的生菜，河马跳跃着快速游到

别处享受午餐。 

 河马午餐后继续在池子里游泳，当他们伸开胳膊漂浮时，粗短的双腿

同时会蹬到池子的底部，当他们走路时，他们的腿像人类的手臂一样来回移

动，脚却像鸭子的桨一样划过水面。 河马游泳的方式非常通畅。 

到了河马的游戏时间，红衬衫女士又回来了，叫着它们的名字耶拿和巴顿。

两只河马紧紧地游在一起，多次跳水。当这位女士投掷了一个蓝色的球，两

匹河马就追了上去，用头把球顶出水面，他们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尾巴摇来

摆去。游戏过后河马在水下睡了一会儿。 

 是时候离开河马了，我和河马说再见了，似乎河马也跟我说再见了。

我真的很喜欢河马。 

 

 

II  我喜爱的植物 

 
 

    玫瑰花   作者：王乐 
 

 春天来了，我和妈妈在门前种了一盆玫瑰花。 

         一开始，它只是一根细细的枝条，上面有两片叶子，就像个小宝宝伸

着双手说：“ 我饿！我饿！”我就用淘米水去喂它，妈妈有时候用牛奶加

水去喂它。我每天从学校回来总要看玫瑰花长大了没有，就像爸爸每个星期

帮我量身高一样，看着玫瑰花慢慢地长高了。 

  夏天到了，玫瑰花长成一个大人了。枝条上开出了十几朵花，叶子是

深绿色的，玫瑰花是火红色的，就像一个大姑娘穿着火红的裙子在绿色的地

毯上跳舞。有一天，妈妈去摘一朵玫瑰花，不小心被刺了一下，留下了一条

细细的血线，好像玫瑰在说：“不要碰我！很疼啊！”我很怕玫瑰花的荆。 

 秋天走了，玫瑰花已经老了，红色变成了灰色，深绿色也变成了灰色。我去

看它的时候，它对我说：“谢谢你，我要走了，我会想你的。但是我春天天

会回来的，再见。” 第二天，妈妈说玫瑰花死了，我很伤心。但是我知道，

春天玫瑰花会回来的。 



 

 

    
 有一天，我在后院玩

公英就像一把伞飞向了天空

 看着，看着，我感觉自己就像抓住了伞柄

我们飞啊，飞啊，我看到了一栋栋的房屋

高高地耸立在楼群中，还看到了大西洋上的海豚跳出了水面

游玩，人们坐在帆船上休息

雨林，还有猎豹在追逐羚羊

大草原。我降落在大草原上

过了一会儿，我睁开了眼睛

 

   婆婆
 

有一年夏天，婆婆给了我一些绿豆种子

 婆婆告诉我把绿豆种子放在水里

到它完全裂开的时候，我就把它拿

水。 

 一天一天过去了，我的绿豆苗越长越高

有一天，豆荚看起来可以摘了

豆放到碗里。婆婆把绿豆放到锅里

绿豆味道很好。爸爸妈妈和妹妹都喜欢

夏天再种新的绿豆。 

 我会永远记住我的婆婆煮的绿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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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公英   作者：葛东尼
我在后院玩，看到了满地的蒲公英。微风轻轻地吹过后

公英就像一把伞飞向了天空。 

我感觉自己就像抓住了伞柄，跟着蒲公英一起飞了起来

我看到了一栋栋的房屋，看到了帝国大厦和洛克菲勒中心

还看到了大西洋上的海豚跳出了水面，鱼儿们在水下

人们坐在帆船上休息...我们又接着飞啊飞，突然间看到了一片热带

还有猎豹在追逐羚羊，大象在小湖边饮水，狮子在睡懒觉，

我降落在大草原上，闭上了眼睛。 

我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就坐在自家的后院里。 

 

婆婆的绿豆   作者：张瀚

婆婆给了我一些绿豆种子。它们又小又轻。

婆婆告诉我把绿豆种子放在水里。过了一天，它们的皮开始裂开

我就把它拿到外面埋进土里，然后每天给绿豆种子浇

我的绿豆苗越长越高，直到一些豆荚开始在长出来

豆荚看起来可以摘了，我就用手摘下豆荚，然后剥开，把里面的绿

婆婆把绿豆放到锅里煮了一会儿，准备好给大家吃。

爸爸妈妈和妹妹都喜欢。我们还留下了一些绿豆，

我会永远记住我的婆婆煮的绿豆。 

葛东尼 
微风轻轻地吹过后，蒲

跟着蒲公英一起飞了起来。

看到了帝国大厦和洛克菲勒中心

鱼儿们在水下

突然间看到了一片热带

，还有一片

张瀚 

。 

它们的皮开始裂开。等

然后每天给绿豆种子浇

直到一些豆荚开始在长出来。

把里面的绿

。婆婆煮的

，等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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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红柿    作者： 王洲宁 

 

 有一天下午，我的奶奶在我们家的后院种了西红柿。在接下来的几周

里，我每天都给西红柿浇水。西红柿开始变黄，很快又开始变成橙色。忽然

有一天，一个大动物偷吃了大部分的西红柿，吃了很多的还没熟的西红柿呀！

太烦人了！我们家人就每天吓唬这个大动物。我很喜欢西红柿，因为它又酸

又甜。我每天都喝西红柿蛋汤。 

 

 

III 我喜欢的小物件 

 

我的蹦蹦床    作者：王乐 
 

 我要过生日时对爸爸妈妈说：“我要一个蹦蹦床！”爸爸说：“好吧，

但是你要帮装你的蹦蹦床，装蹦蹦床会很难。”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蹦蹦床运到后，我和爸爸妈妈妹妹一起开始装，我发现爸爸说的是对的。拉

彈簧很难，爸爸的手流血了！我们花了两天才装好。 

 我和妹妹喜欢在蹦蹦床上蹦蹦跳跳。我

们在爸爸妈妈做饭菜的时候跳。天冷我们去

跳，天热我们也跳。我们跳起来翻跟斗，我

们会跳得很高，像小鸟飞一样。我和朋友们

一起跳来跳去。跳也对身体好。 

 冬天，蹦蹦床上有很多雪。秋天，我经

常要清理蹦蹦床上的树叶，夏天有很多蚊子，

我要用驱虫剂。雨雪天，雨和雪会落在蹦蹦

床上，蹦蹦床像一个房顶，下面不会被打湿。

天冷的时候，我看着窗户的蹦蹦床想像我在

上面翻跟斗跳来跳去。我很喜欢我的蹦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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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   作者：刘祖祺 

 

 我喜欢打篮球。从第一次选了篮球课五个月不到，我就爱上了篮球。

我觉得我将来会进入 NBA。我最喜欢的篮球手是姚明和林书豪。 

无论春夏秋冬，我都时常会找个篮球，到外面去练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爸爸有时候会陪我打。我有很多朋友都会打篮球，有的比我还厉害呢！我现

在在两个球队上打篮球, 两个队都叫 GBA，每个队有十个人。一个只在本地

打，另一个是 travel team, 有时在本打，有时到外地打。我是两个队上最

高的一个人！ 

 前几天非常非常冷，我打不了篮球。希望快点热起来！虽然只有三十

几度，到外面就像零下一百度！ 

 你也该试一下打篮球哦！你一定会爱上的。 

 

 

IV   自然现象 

 
 

日全食   作者：王乐 
 

2017 年夏天，我们全家开车去田纳西看日全食，因为在那里可以看整个日

食的过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自然现象，我很兴奋。 

一开始，太阳看上去和平常一样, 像一个淡黄色的火球。忽然间，太阳的左

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小缺口，就像一个苹果被咬了一口。太阳渐渐地变成橘

黄色了。我知道那黑色的缺口是月亮。慢慢地，黑色缺口变的越来越大了，

好像有人在吃太阳。太阳看起来像一只船。又过了一会儿，太阳变成了一个

细细地月牙。最后，月亮把太阳全部盖住了，只剩外面很小很小的一圈，上

面有个很亮的小珠子，就像一颗亮晶晶的珍珠。爸爸告诉我这叫 Diamond 

Ring。一转眼，我看不见太阳了，月亮还是很黑，月亮的外面有很多白色的

东西，还带一点蓝色。爸爸说这叫 Totality，好漂亮。天空中能看见很多

星星。天变黑了，月亮比天空还黑。忽然，我听见鸟都在叫，它们不知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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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太阳不见了，可能很害怕。鸟儿越叫越响，好像在说: "我怕啊！我怕

啊! "。路灯亮了，因为天黑了。过了一会儿，月亮慢慢地从太阳前面移开，

太阳又变成 Diamond Ring ，月牙，小船和被咬过的苹果。只是，缺口移到

右边了。过了 10 分钟，太阳变回平常的样子，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很喜欢日全食，因为它很神奇。你喜欢吗？ 

 
 

暴风雪   作者：刘瑾志 
 下雪的前一个晚上，我听说第二天会下雪，就特别兴奋，第二天一起

床我就往外面看。 

 天空开始变得阴沉，但是还没有下雪呢。我刚要吃早饭的时候，天空

中飘来一片片小雪花，美丽极了，渐渐的雪花开始变大了，被风吹舞的像一

群白色的蝴蝶上下飞舞，飘到树枝上，屋顶上和大地上，万物像是披上了一

层薄薄的白纱。 

 吃完早饭，雪越下越大，暴风雪真的要来了。鹅毛般的大雪刮下来，

落到行人的衣服上，纷纷加快了步伐。渐渐的地上积起了厚厚的积雪，已经

看不出大地原本的样子了。 

 傍晚的时候雪慢慢得变小了，我出门伸手接到了凉凉的软软的雪花，

放眼望去世界一片银白，雪后的纽约更加安静和美丽。 

 不管是暴风雪的凶猛，还是雪后的宁静，我都喜欢美丽的雪。 

 

雪   作者：刘佳禾 
 

 我喜欢下雪。雪很好看，雪下完了什么都是白的。 

 雪是只能在很冷的地方形成。32℉以下，云里的小水滴就会结冰变成

雪。这些小雪块儿就会堆积起来，变得很大时就会开始下。下雪时景色很漂

亮，下得越大越好看。雪停了，外面很安静。我会什么都停下来，只要看雪。

雪有的时候很大，有的时候很小，越大越好看。 

 我可以在雪里玩儿，可以打雪仗。可是我妹妹太小了，我一使劲打，

她就哭了，所以总是打不好。我也喜欢滑雪橇。可是我们的车道的坡不够陡，

滑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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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依蓉   指导老师：黄茵 

 

作者： 宋珈琪    指导老师：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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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奇奇  指导老师：John Tang 

 

作者： 夏奇奇   指导老师：John T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