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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寄语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眨眼就到了学年

结束的时候，《小语世界》也要在暑假里和读者

们暂时说再见了。这一年，《小语世界》在编辑

们的共同努力下茁壮成长，在刘颖老师的组织及

各位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下更加受到读者的喜爱。

我代表全体编辑在此向所有的读者和支持者表示

深深的感谢！ 

       跟随毕业班的脚步，本期特别展示了毕

业生的风采以及华夏大纽约对他们的真诚祝愿。同时刊载了美洲华语

九年级精彩的期末报告和五年级三班的学生作文-“西游记新编”系

列。篇篇文章超乎想象，引人入胜，令人捧腹大笑，希望给读者的暑

期生活带来美好的开始。新学年再见！ 

 

                                         雷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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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xgnysubmissions@gmail.com


   
 

   
 

 

 

 

华夏大纽约 2018 年毕业班 

 

  毕业班老师： 徐云宁， 林宇 

毕业班全体名单： 

Cao, Emily 曹至仪, Chen, Madeline 陈嘉琦, Deng, Jenny 邓荣洁, 

Feng, Lucy 冯佳璐,     Ge, Cici 葛千雪,  Ge, Kenny 葛开尼, 

Hathaway, May 屠美颖, He, Kevin 贺天意,  Hu, Sizhuo 胡思卓, 

Jiang, Emily 姜蓓蓓,    Liang, Andy 梁安迪,  

Saavedra, Xia Sabrina 张美华,  Horvath, Alexander 林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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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Caroline 石秀怡, Song, Eric 宋睿琦,  Sun,Julia 孙嘉钰,   

Sun, Linda 孙琳达,  Tang, Ryan 唐仁, Tian, Grace 田颖佳, 

Wang, Alex 王小虎,   Wang, Sean 王嘉木  Yang, Sophie 杨礼涵, 

Ye, Alexander叶明远,  Ye, Derek 叶德瑞     Yuan, Ziheng袁梓恒,  

Zhang, Andrew 张昊,   Zhang, Valerie 张如玉,   

Zhang, William 张翔,  Zhu,Kenneth 朱晓虎,  Zhu, Rachel 诸致玮 

 

 

 

亲爱的毕业生们： 

 

回首你们在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的岁月，匆匆而逝。你们是我

们记忆里最甜蜜的笑脸, 最酷炫的少年。昨天的你们，带着儿童的

懵懂开始学习中文的历程；今天的你们，带着少年的意气，青春的

热情，活力无限，走向未来！ 

你们在母校接受中华语言和文化的熏陶，而今站在新的起点上，

志存高远，砥砺前行。毕业后请常回学校看看，继续关注我们，为

华夏大纽约母校的发展献计献策、增添色彩。 

曾经的你以母校为荣，明天的母校以你为傲！ 

                             

      ---   华夏大纽约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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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美洲华语九年级林宇老师 

 

 

    中国民族舞蹈   杨礼涵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比如中国的饮食文化、服装文化、

民族音乐、民族舞蹈，等等。我选择中国的民族舞蹈作为我的期末报告题目，

因为我喜欢跳舞，也非常喜欢跳中国的民族舞。我已经在中文学校学习了六

年民族舞。 

 中国的民族舞蹈有很多种类，比如蒙古舞、藏族舞、新疆舞、东北的

大秧歌，等等。这些都是我在中文学校学过的民族舞。 

 蒙古舞体现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和游牧的生活。蒙古舞的舞蹈

动作豪迈，奔放，因为蒙古人多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载歌载舞。蒙古舞

的舞步多模仿动物的动作，比如马、狮子、熊、鹿，等等。蒙古舞多用一些

道具，比如碗、盅、 筷子，等等。我在七年级的时候，蔡老师教我们一支

蒙古舞 “蒙古人”，用的就是筷子。我们带着这支舞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在北美的“超强宝贝“少儿春晚的海选，获得了铜奖。蒙古舞跳起来给人的

感觉是热情奔放。 

 也许是因为藏族人居住在山区，藏

族的舞蹈动作都有向前屈身的特点。另

外，藏族的舞蹈服装也非常有特色，颜

色鲜艳，而且有长长的袖子；跳起舞来，

长袖善舞，更增添了藏族舞蹈的优美。

藏族人大多在耕种的时候或是在劳作了

一天之后围着篝火跳舞，所以藏族的舞

蹈多是动作缓慢舒展，细腻流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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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学的第一支民族舞就是藏族舞"吉祥谣“，超喜欢我的藏族舞蹈服

装，最爱就是舞动长长的水袖，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中国民族舞蹈。 

 东北大秧歌是民间庆祝丰收和新年的一项古老的传统娱乐活动。伴奏

必有唢呐和锣鼓，还经常舞动一块红红的手帕，转来转去，抛上抛下。还有

踩高跷，非常热闹喜庆。我也扭过东北大秧歌，还花了好多功夫学会了转手

帕（有一定的难度）。我还在中文学校的才艺比赛上跳了一个独舞“扇娇

娃”，也是秧歌的一种，用的是大大的红扇子。 

 这个学期蔡老师教了我们一支新疆舞“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舞最

大的特点就是晃头移颈，通俗点儿说就是动脖子。这个非常难，脖子动得不

好就非常难看。另外，跳新疆舞时姑娘们都要梳好多小辫子，还要戴一顶小

帽子，穿的裙子裙䙓都非常大，这样转起圈儿来，整个裙子都打开了，象一

朵盛开的花儿，非常漂亮。 

 我还想学朝鲜族舞蹈，傣族舞蹈，孔雀舞。我希望我还有机会学习更

多的中国民族舞蹈。 

 

   一手好字，受益一生   林雅力 

 你想写好字、健好身、提高学习成绩、学会一项本领吗？书法可以帮

助你！ “书法”指的是写字的方法，主要分硬笔和软笔。 硬笔包括钢笔、

圆珠笔和铅笔等。 华夏写字比赛用的是硬笔。软笔包括各种毛笔，如传统

毛笔和钢笔式毛笔。用硬笔写出的线条和用软笔写出的线条不一样，比如软

笔书法常用不同宽度的线条来增加艺术感。 

 中国传统书法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和规律，包括执笔、运笔、

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有

的艺术形式。 

 传统的书写工具是文房四宝：纸、墨、砚、

笔。五种主要字体是篆，隶，楷，行，草。篆书 

（Seal script) 来自古代中国人在甲骨文上刻写

的字体。 这种字体只有 2000个字，作者必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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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创建其他字。隶书 （Clerical script) 字体短而且具有几何形状。楷书 

（Standard script）横平竖直，是最基础和规范的字体。初学的人应该从

楷书学起。行书 （Semicursive script) 字体流动、活泼、抽象。而草书 

（Cursive script) 字体结构简单，笔画流畅连续， 写起来快，但难认。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书法家和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 其中最有名

的是东晋的王羲之。传说有一次，王羲之想在木块上刻字。 他先在木块上

写了字，当人用刀在木头上刻这些字时，发现墨迹已滲入木头三分之深，说

明王羲之的笔力非常刚劲有力。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现在用来

比喻对文章或事情见解深刻。 

 学习书法有很多好处。学习书法时，要

注意观察和分析字的结构、形状和大小。这可

以提高观察、分析和表达能力。学习书法可以

使你更专注、冷静和沉着。这对做任何事都很

有用。书法让你安静，因为你必须专心。大脑、

眼睛和双手必须一起工作，才能以正确的方式

运笔。学习书法可以帮助你克服心情浮躁、做

事马虎、缺乏耐心。书法可以培养审美情趣， 

让你懂得什么是美、怎样更美、激发追求美、

创造美的欲望。它可以帮助你发展你的个性和

创造力。初学者练习临摹是为了以后能发挥想

象力和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学书法对健康有益。中国医学研究发现，

在 20种可以让人们长寿的职业中，书法排名

第一。书法可以增加你的身心健康和精力。书法强调书写姿势，从而帮助肌

肉，血管和静脉放松。它可以帮助你更轻松、更均匀地呼吸，这有助于心肺

功能。医学研究表明，书法减缓了一个人的心跳，这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并调

整你的精神状态。通过书法，你可以抒发你的抑郁情绪、探索你的创造力、

激发学习兴趣、达到身心愉悦，有利健康。 

 现在越来越多中美青少年学书法。我小时候学过五年书法和国画，收

获很多。比如，学书法让我平时写字更工整，也让我变得很有耐心。今年暑

假我要继续学习。来吧！加入我们一起学书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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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 --- 中国的文化瑰宝   叶明远 

 中国传统戏曲有京剧、粤剧、昆曲和吕剧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京剧。

京剧起源于 18世纪后期，并在 19世纪中叶得到充分发展和认可，结合了音

乐、声乐表演、哑剧、舞蹈和杂技。这种艺术形式在清廷极为盛行，并被视

为中国的文化瑰宝之一。京剧的场次和动作都很优美，每出剧都是有教育意

义的历史或民间故事。 

 京剧中的人物角色分为生、旦、净、

丑四大类。“生”是男性，又细分为几种。

老生一般有温柔的性格。有一种老生是红

脸的老年人，叫红生。关公就是红生，代

表中国的结拜兄弟之间的忠诚和正义。小

生有尖锐而高亢的声音来表明他的青春，

唱起来非常困难。武生是军事角色，涉及

作战，他们擅长杂技，唱歌用自然的声音。

“旦“是女性角色。老旦是老年妇女，花旦

是年轻活泼的未婚女性。刀马旦是年轻的女战士，其中武旦更需要高难度的

杂技技术。 

 “净“和”丑“都俗称花脸，是重要的男性角色。”净“是严肃的正

剧角色，外表惊人，社会地位高，正面的称为”忠“，反面的称为”奸“。

他的低音和脸部表情，再加上自信的态度，使他在大多数情景中成为最有感

染力的人格。丑则是幽默乐观的花脸角色。”丑“的脸谱特点是鼻子周围有

一块白色，滑稽的样子一目了然。丑角又分两大类，文丑一般是平民角色，

如商人或狱卒；武丑则是军事角色，也擅长杂技。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角色就

是大家都喜欢的孙悟空。 

 京剧的一大特点是脸谱的颜色非常重要，代表了人物的个性，所以观

众可以很容易地了解角色。比如白色脸谱的是邪恶和虚伪的人，黄色告诉观

众角色是残忍的，蓝色可以表现出固执和激烈，红色是忠勇的人，黑色是正

直的人。 

京剧中的道具非常简约，使用得非常抽象。旗子上不同的图案，就代

表不同的东西，比如两面画着车轮的旗子，用来表示车辆。一把椅子，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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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座椅以外，还可以代表很多东西，比如床，门，高山，高台等等。 

 希望你也有兴趣试试欣赏京剧！ 

 

     中华美食  

  曹至仪，朱晓虎， 张如玉，孙琳达，石秀怡 

 

 中华美食博 大精深，闻名世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四大菜

系。 

 鲁菜是山东菜，是历史最悠久、最见功

力的菜系，在中国最早形成了系统的烹饪理论

和烹饪技法框架。其风格是大方高贵，堂堂正

正而不走偏锋，是普遍的水准高，而不是以一

两样菜或偏颇之味来号召。鲁菜相对于别的菜

偏咸。有名的菜包括一品豆腐，葱烧海参和糖

醋黄河鲤鱼。 

 川菜起源于四川地区，以麻、辣、鲜、香为特色。川菜原料多选家常

食材，宴客偶用山珍、江鲜。善用小炒、干煸、干烧和泡、烩等烹调法。以

“味”闻名，多用花椒、辣椒 、豆酱 、葱、蒜 等调味料，味型较多，富

于变化，以鱼香、红油、怪味、麻辣较为突出。代表菜品有鱼香肉丝、回锅

肉、麻婆豆腐、水煮鱼、夫妻肺片，担担面等等，四川麻辣火锅更是闻名天

下。 

 粤菜即广东菜，发源于岭南，特点是丰富精细的选材和清淡的口味。

常用美味海鲜，善于煲汤，口味微甜，调料清淡。广东早茶也非常有名。在

烹调上以炒、爆为主，兼有烩、煎、烤，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

生，油而不腻，有“五滋”(香、松、软、肥、浓)、“六味”(酸、甜、苦、

辣、咸、鲜)之说。时令性强，夏秋尚清淡，冬春求浓郁。 

 粤菜著名的菜点有阿一鲍鱼，白切鸡、烧鹅、红烧乳鸽、蜜汁叉烧等，

其中明炉烤乳猪和肠粉是两种广受欢迎的大众菜，也是我的最爱。明炉烤乳

猪，又名烧乳猪。清康熙时，曾为宫廷名菜，成为“满汉全席”中的一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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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菜肴。后在广州和上海盛行，成为最著名的广

东名菜。肠粉是广东著名的传统特色小吃之一，

分咸、甜两种，咸肠粉的馅料主要有猪肉、牛肉、

虾仁、猪肝等，而甜肠粉的馅料则主要是糖浸的

蔬果，再拌上炒香芝麻。粤菜的煲汤也是一绝，

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淮扬菜是江浙上海一带的菜系，十分讲究刀工，制作精细，尤以瓜雕

享誉四方。菜品形态精致，摆盘漂亮，滋味醇和；在烹饪上则善用火候，讲

究火功，擅长炖、焖、煨、焐、蒸、烧、炒；食材健康，原料多以水产为主，

注重鲜活，口味平和，讲究原汁原味，清鲜而略带甜味。著名菜肴有扬州炒

饭、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肴肉、松鼠鳜鱼、

小笼汤包等。  

 美食和民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饼，象

征团团圆圆。端午节吃粽子。农历新年是美食最丰盛的节日，饺子象征元宝，

年糕表示年年高升，鱼代表年年有余，金桔代表吉利好运。过生日时的传统

是吃面条，代表长寿。在宝宝满月的时候，人们会染红蛋表示祝福。婚礼的

宴席上有九道菜跟甜点，用数字“九“来代表”长长久久“。 

 中国有这么丰富的食文化，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啊！ 

 

      旗袍       陈嘉琦 

 在 17世纪，中国是在满族统治下。从 1636

年开始，汉族男性都需要穿长袍，而满族女性传统

的服装叫旗袍。 

 在 1915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抗传统价

值观。女性开始可以在学校做老师和学生。在这时，

女性开始穿现代旗袍。传统旗袍比较宽松，而现代

旗袍比较合身。1920年代，旗袍在上海开始受到了

上层阶级的喜爱。旗袍成了中华民国的象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形态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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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变革，许多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包括时尚。五十年代后， 旗袍在大

陆渐渐被冷落。如今，女性不会每天穿旗袍, 偶尔会在正式场合穿，非常端

庄美丽。 

 不管中国历史多长久，旗袍始终是代表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 被称为

中国国粹。 

 

学生园地 

五年级三班张东莉老师 

 

  

 

真假悟空   孙安杰 

在唐僧取经的路上，有一个老妖怪，名叫土煞，是一个土地妖精。他

想吃唐僧肉，所以就变出了一棵有魔力的果树。唐僧这时候有一点饿了，就

派悟空去摘果子吃。悟空跳到云头，四处一望，就看到了这颗果子树，于是

他跳到树上，摘了一些果子，自己也吃了几口。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从地上

升起一团雾气，雾气散掉之后，地上站着一个和悟空一模一样的猴子，原来

是土煞用这棵魔树变了一个和悟空一样厉害的猴子，叫六耳猕猴。 

一个悟空问:“你是谁？”另外一个悟空也问“你是谁？”于是两个悟

空就打了起来，打了一会儿，不分胜负，于

是就打到唐僧前面，唐僧看了半天，也分不

出真假，就偷偷念起了紧箍咒，结果两个悟

空同时倒在地上，大喊头疼。唐僧也没有办

法，就让他们去找别的神仙。两个悟空先是

找到了镇元大仙，结果镇元大仙也没有办法

分出真假，就让他们去地底下找阎王。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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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两个悟空不要说话，用他的法力听了很长时间，两个悟空等的不耐烦，

就不停地催：“你这个地下老儿，要是还听不出来，我就把你的阎王殿打个

稀巴烂。” 阎王苦着脸说：“大圣，不是我听不出来，是我不敢说，因为

假悟空法力高强，我太害怕了。” 

于是两个悟空没有办法，找到了牛魔王。结果阎王已经偷偷地先告诉

了牛魔王谁是真，谁是假。于是牛魔王叫来了铁扇公主，让她在假悟空不注

意的时候，用芭蕉扇对着假悟空扇了三下，就把假悟空扇到了火焰里，只听

一声惨叫，假悟空就被烧死了。真悟空对牛魔王和铁扇公主说道：“多谢老

牛！多谢嫂子！“牛魔王说：“嘿，走之前要不要喝一杯酒呀?”悟空听了

说：“正是，正是！”悟空和牛魔王喝完了，悟空对牛魔王说：“俺老孙要

去西天取经去了！” 这话说完之后，悟空就一个筋斗云翻走了。 

 

 西游后记   尹真  

        唐僧师徒四人取完真经以后，打算去希腊庆祝，并且还邀请了很多

其他的神仙一起去那里庆祝。唐僧穿了他的最漂亮的袈裟，孙悟空围上了他

的虎皮裙，八戒把鲜花戴在了他的耳朵上，沙僧喷了香水。大家都打扮得漂

漂亮亮的，欢欢喜喜地去希腊了。      

   可是，等他们到了希腊，却发现没有一个神仙在那里等着他们或迎接他

们。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纸条， 上面说，九九八十一难会让你们变成中国

的神仙，八十二难会让你们变成希腊的英雄。如果你想要变成英雄，那就得

穿过一扇门，安安静静地在那儿等。在越短的时间内降服妖怪越好。 唐僧

师徒四人听了， 很兴奋， 孙悟空更是兴奋的到处跳来跳去。 他们来到附

近的山里，果然找到了门，他们穿了过去。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已

经穿越时空，到了传说中的古希腊时代了。他们刚好到了美杜莎的时代，落

在美杜莎的家里。美杜莎感觉到了她有客人了，就笑了。  

悟空，八戒，和沙僧都很想消灭掉

妖怪，但是唐僧很害怕，所以沙僧留下

来保护唐僧。八戒在美杜莎的家里发现

了很多的石头的人像。八戒忙着看石头，

根本没有注意到美杜莎就在他后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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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了，八戒喊了一声 “救命” 但是已经太晚了，八戒变成了一块石头。

沙僧听到了八戒的叫喊声，说了一声 “不好了” 匆匆忙忙地赶去找八戒了。

只有唐僧独自站在那里，美杜莎偷偷来到唐僧的身边，就想把他也变成石头。

唐僧转过头来，看到了美杜莎的脸，已被变成了石头。 沙僧，没过多久也

被变成石头了。孙悟空没找到美杜莎，就回到唐僧待的地方。但是，孙悟空

却发现唐僧，八戒，和沙僧都变成石头了。孙悟空很惊讶，他发现，美杜莎

很厉害，不是普通的妖怪，她会把人给变成石头。孙悟空，开始急了，他不

知道怎么样能战胜美杜莎。 

正在这个时候希腊的女战神雅典娜过来了。战神说，如果你能把美杜

莎的脑袋砍掉了的话，全部被它变成石头的人都会复活过来的。雅典娜送给

孙悟空两件宝贝：一把剑和一个能照出人影的盾牌。雅典娜明确的对悟空说：

“那个盾牌是用来做镜子的，那样子你不用正面看到美杜莎，就能知道她在

哪里；而那把剑是你的武器，你可以用它砍掉美杜莎的脑袋”。孙悟空连忙

谢了女战神去寻找美杜莎。美杜莎并不知道孙悟空见了战神雅典娜，想着很

容易就能把孙悟空搞定，但是她错了，孙悟空老早准备好了。等美杜莎走近

时，孙悟空已经用盾牌看见了她，他迅速把剑一挥，就把美杜莎的脑袋给砍

掉了，一眨眼的功夫希腊的妖怪美杜莎被除掉了。 那些原来已变成石头的

人全部都复活了。 

        唐僧师徒四人在希腊的庆祝会开得很成功，因为克服了八十二难并

且除掉了希腊妖怪美杜莎而都成为了希腊的英雄! 

 

 八戒吃瓜   李书凡 
 

唐僧师徒四人一路西行。有一天，唐僧饿

了，就叫八戒去找东西吃：“八戒，我饿了，

你去找些东西吃。”八戒走了以后，悟空对唐

僧说，“师父，俺老孙也去看看。”八戒走了

很长时间，又热又渴，终于找到了一个西瓜。

他高兴极了，打算抱着回去。 

八戒走着走着，但是他实在太渴太饿了，

就把它分成四块，吃了他自己那份。他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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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块拿起来接着向前走。又过了一会儿，八戒嘴馋了，忍不住想再吃一块，就

想：“如果我吃师父的部分，他就会批评我；如果我吃悟空的部分，他就会骂

我；沙僧的脾气最好，我就吃他的部分把。“于是，八戒就把沙僧的部分吃了。

他再走了一会儿，八戒又忍不住想再吃一块：“如果我吃了沙僧的部分，没吃

悟空的部分，那就不公平了；我就把沙僧和悟空的部分都吃掉，留师父一块

吧。”于是，八戒把悟空的部分也吃掉了。八戒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又

想：“如果我只给师父那一块，他就会怀疑我吃了其它的部分；不如我把师父

那块也吃掉，然后告诉师父我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于是，八戒就把西瓜的最

后的部分全部吃掉了。 

 八戒吃完所有的西瓜，心满意足地往回走，突然滑了一跤。他一看，原来

地上有块西瓜皮。他站起来，又滑倒了。他又一看，啊？！又是有个西瓜皮！

八戒再一次站起来，但他还是滑倒了！不管他站起来多少次，他总是都会滑倒

在西瓜皮上。原来，悟空是在树林里看着八戒；他一看八戒把西瓜全吃了，他

就念了咒语，让八戒每次一站起来就会滑倒在一个西瓜皮上。八戒坐在地，想

到自己偷吃了西瓜所以受到了惩罚。他就向空中大喊：“我错了！我再也不偷

吃东西了！”悟空听见了，就不再念咒语了。八戒一看没有西瓜皮了，就站起

来向唐僧那儿走去。 

 

 西游记之孙悟空大战外星人  汤昀翰 

 

唐僧师徒四人走到了一座山上。他们来到了一棵树下。唐僧刚要开始

吃水果的时候，有几个看起来很奇怪的人突然出现在唐僧师徒的面前。 

悟空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那些很奇怪的人居然也可以说话。他们说道：“我们要带走你的师父

去做研究。“ 

 悟空说：”你这么知道我有师父？“ 

那个怪的人说：”我们不是住在地球

上的。我们是从星五 19483来的人。我们敢

肯定，对你来说我们长得象外星人。” 

悟空说：“你为什么要研究我的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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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 

外星人说：“我们听说你的师父肉吃了之后可以长生不老。我们不会

吃你的师父，只是要带他到我们的宇宙飞船去做研究，因为我们想看为什么

你的师父的肉是可以吃了之后长生不老。” 

唐僧悄悄地对悟空说：“那这可这么办？“ 

悟空说：“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一个办法。” 

悟空想了想，他就对外星人说：“你不要抓走我的师父。我给你我的

三根毫毛。我的毫毛可以做法术。你们可以研究我的毫毛！”  

悟空拔下三根毫毛吹了口气，变出一亿个天兵天将。 

外星人惊呆了拿起了激光枪要打天兵天将，但是天兵天将不见了。 

外星人说：“这个毫毛这么那么强啊？” 

悟空说：“你看，很强！” 

外星人说：”好！我们要你的毫毛做研究算了。真的有法术？” 

悟空说：“是真的。我为什么要骗你？我的毫毛是有法术，可以变出

很多的东西。” 

悟空正要走的时候，外星人说：“等一下，我要给你一个礼物。” 

悟空说：“什么礼物？” 

外星人说：“我们要给你一个飞盘，你可以用来捉妖怪用的。“ 

悟空说：“多谢，多谢了！。“ 

外星人说：”没关系。我们走了！”师徒四人就往西天继续取经。 

 

 西游记新编   潘天熙 

唐僧师徒过了火焰山，过了几天突然天气变冷了。“这应该是夏天啊！”

猪八戒说：“可是这天突然凉了！”他们走了几天，开始下雪了。“这怎么

开始下雪了啊？”唐僧说到：“像这样我们再走，我们都会冻坏呀！”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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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坐下来了。孙悟空拿出来吃的，然后他们都开始吃饭。”我想要找人问

问这为什么夏天下雪。”孙悟空说。他翻了个筋斗云来到了个房子，问了人

家为什么下雪了。“火焰山平常会让这里很热，可是有一个神仙拿扇子把我

们这里扇了五十次。”悟空突然记得他把山扇了五十次。他急忙说了谢谢，

回到师父那里去了。但是他不知道天上有一个妖怪看着他。那个妖怪随后到

他的洞里给他的大王报告。 

“大王！我看到了唐僧和他的师徒

了！”他说。他的大王是一个鱼精，然

后他的洞叫小鱼洞。“真好！我听到吃

沙僧肉可以长生不老！”“是唐僧肉大

王。”“对，一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

老！”“但是你哪里能打败他的徒弟呢？

我听说他们有非常多的本领，然后你没

有本领呀？” “胡扯八道！我可以用我

的耳朵把神仙变成妖怪！” “大王，鱼

精没有耳朵。” “...”“大王，你可以从我们邻居的洞里借一些有魔法的

东西，困住唐僧。”“好主意，我立刻开始出发！” 

鱼精大王来到了他的邻居的洞, 九尾洞。他的邻居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九

尾狐，但是现在他变老了。他进了洞，看见了他的邻居正在和他另外的一个

邻居喝茶。“老邻居，我可以跟你说个事情吗？” 然后他给他的邻居说他

看到唐僧的事情。“我老了，不能大战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东西帮助你

抓到唐僧。但是，你必须让给我半个唐僧，让我吃。”“好吧。”“我给你

第一个是一个魔法水。你只需要倒到他的大徒弟的头上然后他就没有魔法

了。” 狐狸精拿出来了一个小瓶子装满了水。鱼精拿了。 

“第二个是一把刀。这个非常特殊，因为他可以把你的敌人的本领转换

给你，然后他就会没有本领了。只是，他的本领只能在你那里待一个小时。”

狐狸精拿出了一把刀，给了鱼精。“最后的东西是这个。” 他拿出来了一

个小绳子，这有一寸长。“这个绳子是我的宝贝，你不能丢了。“这个小绳

子有什么本领呀？”鱼精问。“这个绳子可以困住各路神仙。玉皇大帝也跑

不了这个。”“真的？”“是真的。你只需要说一个咒语，然后它会越来越

长，会绑住你想要绑住的人。”鱼精也拿住了。“好，我去捉唐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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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师徒听说有一个妖怪在山里作恶，然后悟空去找那个妖怪的洞。突

然，一滴水掉到了他的头上。下雨了吗？他往上看，没有下雨。他听到了草

丛里有动静，然后他拿出金箍棒。 

“谁在那里？” 他大声问。有一个妖怪跳出来了，拿着一个大刀。悟空

举棒就打，可是妖怪更快。他的刀打到了悟空，然后悟空感觉到疼痛。这个

妖怪有一个特殊的兵器。他想。我快跑吧！他试着翻了个筋斗云，可是他突

然翻不了。他只能跑了。这个鱼精给他的小妖说他的主意。“我把唐僧的徒

弟引到这里，然后你们捉拿唐僧。”“好主意！大王！” 小妖说。 

悟空跑回到了唐僧等的地方，把这个妖怪本领大，用刀打伤他的事给唐

僧说了。“我和八戒去打妖怪，沙僧你在这里保护师父.” 悟空说。他和八

戒跑到悟空遇到妖怪的地方，等妖怪出来。突然，妖怪跳出来跟悟空和八戒

交战。他们打的不分胜败，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听到了唐僧叫：”救命！” 

这个妖怪化成阵风逃走了。悟空现在没有那个魔法了，所以他伤心的回到沙

僧那了去了。“真棒！我们抓住唐僧了！”鱼精说。“大王！大王！唐僧跑

了！“ 一个小妖说。 

悟空正在发愁。“唐僧被妖怪抓走了! 我们怎么办呀？”八戒说。“大

师哥也没有魔法了!” 沙僧说。突然，唐僧走出来了。“师父！”悟空高兴

地说。“你咋能逃出来的呢？” “那个绳子是用来绑住神仙的，但是人可

以逃出来的。我们快走吧。晚一些这些妖怪要来追我的。” 

 唐僧师徒又踏上往西天去的路。 

 

 如来妖怪  章碧佳 

唐僧师徒四人又走了几个月，天气越

来越热。有一天，猪八戒走在前面叫了一

声。“我们终于到了。师父，师父！您看

前面那大石头。那好像就是西天了！” 

唐僧点点头，心里非常高兴。他和四

个徒弟走了好多年，好多月。今天，他总

算快到了终点，所以非常开心能把真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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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长安。 

师徒们再往前走。悟空用火眼金睛，看到前面有一个很高的房子。他

们四人走到那房子前面，唐僧看了一眼徒弟，对沙僧，八戒，和悟空都谢了

一下。他自己爬了楼梯，敲了敲大门，走进那大房子里。唐僧走进房子后，

见如来佛坐在一个大椅子上，马上上前拜了三拜。 

如来说：“唐僧，你是不是走了十多年才到这里？” 唐僧点头说：

“佛祖是对的。如来佛祖是对的。”如来笑了笑。他对唐僧说：“谁说我是

如来佛祖？你弄错了。现在，你就是我的中饭了。”假如来摇身一变，原来

是一个妖怪。那妖怪把唐僧的手绑起来，把他吊在屋顶上。 

再说悟空，八戒，河沙僧。他们三个人在外面等了很久，还没见唐僧

出来。悟空对沙僧说：“师父在房子里面呆了很长时间。我应该进去瞧瞧怎

么样了吗？” 沙僧说：“应该吧。他在那房子里已经呆了一个小时。” 

悟空到房子前面，变成一个小虫子，爬进房子里。他爬进以后，看见

有个妖怪真拿出一把刀。悟空跑到前面，把金箍棒拿出来，把妖怪打死了。

然后，他帮唐僧解开绳子。唐僧说：“谢谢悟空。可是，如果这不是西天，

那西天在哪里？” 

 

孙悟空的新故事  胡近凡 

唐僧师徒四人走了八百年了，终于又写了一回。悟空，唐僧，猪八戒，

和沙僧走到了妖怪国。孙悟空看见路旁有很多妖怪，就举棒去打。唐僧不知

悟空去哪儿了，就坐在树下跟猪八戒和沙僧休息，没看到妖怪。孙悟空一天

到晚挥着棒已经开始累了。别的妖怪也

看不见悟空因为他念起咒语变成了一个

小蚂蚁。他回到唐僧身旁，说：“这里

是妖怪国，我们马上要走。”唐僧不相

信地说：“悟空，你累了。休息一会儿，

你可能糊涂了。”悟空说：“我从来没

有跟你胡说。” 八戒说：“师兄，师父

说的是对的。先休息一会儿，再来跟我

们说这件事情。”悟空气走了，去打妖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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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妖怪跟着孙悟空，叫嘻嘻。他是一个很好的弓箭手。他想起一

个办法可以把孙悟空变成一个妖怪。坏的观音菩萨（他在这八百年里变坏了）

就送了他一个箭头，可以把一个好的神变坏。嘻嘻要用这个箭头射孙悟空。

射了，就可以吃唐僧肉了。悟空在路上打这妖怪，嘻嘻就射了悟空。悟空就

变成了一个大妖怪，比山还大。唐僧，猪八戒，和沙僧看了，就以为悟空说

的是真的。沙僧问：“那不是悟空吗？ ”唐僧说：“那是悟空！” 唐僧师

徒三人赶快跑，要离开妖怪国。来到妖怪国外，观音菩萨把他们乾坤大转移

到妖怪国里了。无论什么方法，观音菩萨还是乾坤大转移他们到妖怪国里。

猪八戒说：“我们不能出来，只好问观音菩萨帮我们。” 他们都不知道观

音菩萨变坏了。 

唐僧师徒三人走着走着，看见了很多妖怪。妖怪都打了师徒三人，因

为他们要吃唐僧肉。嘻嘻也看见唐僧了，射了一只箭，打到了唐僧。猪八戒

回头一看，唐僧的脚射到了就说：“师父！你你的脚被射中了！”沙僧看见

了就着急，说：“师父！你疼吗？”猪八戒说：“师弟！保护师父，我去花

果山把众猴叫来帮忙。”  

猪八戒到了花果山上马上说：“孙悟空变成了一个妖怪！” 众猴说：

“你胡说，我们的美猴王是最强的！他不会变成一个妖怪！”猪八戒说：

“他变成了一个妖怪！请帮我，因为唐僧和沙僧在被妖怪打着。”一个老猴

子说：“我去跟你看。如果你没有说假话，我会帮你打。如果你说的是说假

话，那就我会把你打了一万次。”众猴说：“那是个好办法。”就让那个老

猴子跟猪八戒去了。老猴子看到悟空那么大，他马上说：“你不在说假话！

我们要马上把众猴叫到这里。”所以猪八戒就又到了花果山，老猴子说了他

说的是真的。猪八戒就跟众猴到了妖怪国，就开始打。猪八戒到了唐僧开始

帮他把箭拔出来。众猴打着妖怪，唐僧师徒就去找观音菩萨了。 

他们走着走着终于找到了观音菩萨说：“观音，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这些妖怪要吃我们了。你可以把悟空变回他自己的样子吗？” 观音菩萨说：

“你们也没有给我礼物，为什么我要帮你们？你去取经也是个太麻烦的事。”

唐僧吓得说：“观音？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看外面！这都是打仗和死亡。

谁都不喜欢。”观音菩萨往外看，就看见了外面的事情。他就想：这都是我

干的事。我真的是变坏了。想着他就说：“那就我给你这个东西。让悟空吃，

就会让他变成平常的样子。”唐僧就说：“多谢，多谢。”就拿了那个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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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找到孙悟空说：“这是唐僧肉！” 悟空就喝了。他变小了，就把妖

怪都打死了。师徒四人就谢了众猴，开始休息。休息完，就又开始往西天去

了。 

 

 师徒遇蛇妖   谢东辰 

 

唐僧师徒四人继续往西天走去。

他们走着走着，一连走了好几个月。有

一天，他们经过了一个洞口，里面发出

蛇的声音。唐僧奇怪地说：“现在是冬

天，蛇应该在过冬，哪里来的蛇声呢？

“  八戒急忙说：”师父让我去看看吧！

“ 说着，他拿起钉耙，跑进了洞里。 

过了几个小时，八戒还没有出来。

沙和尚就说大哥，你呆在这里保护师父，

让我来去找八戒。说着，他也跑进了洞里。有过了几个小时，沙和尚也没有

出来。 

唐僧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和悟空和白龙马进洞去找徒弟们。蛇声越来

越近了。突然，他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妖怪！她的头发是成千上万只蛇。妖

怪的旁边立着八戒和沙和尚的身子，可是被变成石头啦。忽然，唐僧尖叫一

声他也变成了石头。悟空想：”原来看到怪物的眼睛，就会变成雕像！

“ 突然，他有了个注意。他心想：“假如妖怪看见自己的眼睛，会不会也

便成石头呢？” 于是，他就从自己的头上拔下了一根毫毛，吹了口气，瞬

间就变成了一个镜子。悟空向着妖怪一照，妖怪尖叫了一声，口吐鲜血，也

变成了石头。妖怪的血流到了唐僧，八戒，沙和尚，和白龙马的脚上，他们

就恢复了人形。于是，师徒四人就又踏上了向西天取经的路程。 

 

悟空的故事    赵李元 

猴王从石头上出生。 他获得权力法术后，在天庭引起了麻烦。 他被放

压在山下，但在唐僧的帮助下， 他从山底逃了出来。 他从水下东海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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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放入他的耳朵里的武器金箍棒。 他答应帮助唐僧到达西天并找到佛教

书籍（取经）。 为了达到印度西天，悟空和唐僧需要帮助，必须克服八十一

个挑战。 

悟空还有两个师弟，猪八戒和沙僧帮

助唐僧取经。猴王的挑战之一就是找到并驯

服白龙。 经过漫长的战斗，悟空击败了它，

它变成了一匹马。这匹马一直陪着唐僧和悟

空在旅途的其余时间。悟空的另一个挑战是

保护唐僧不被白骨精吃掉。第一次白骨精变

成一个姑娘，还有一次是一位老太太，最后

一次是一个老头。悟空知道他们是怪物，并

且打败他们，但是怪物在他击中之前就从体

内逃脱了。之后，唐僧认为这些是人不是怪

物，所以把悟空赶走了。后来悟空回来了，救了唐僧 ，并杀死了白骨精。 

  悟空的另一个挑战是要打败假悟空。他们不能击败对方，但是悟空想

表明他是真的。他去找了唐僧，观音，猪八戒。但是他们都不能分清真假孙

悟空。最后找来了如来。他把假悟空变出了原形，原来是一个猕猴。 

 

 真假美猴王    陈俊杰 

唐僧师徒一路西行, 又走了几个月.有一天, 天气很热, 大家很口渴. 

就在这时, 突然发现前方路边有一个茶铺. 茶铺里没有人, 他们四处查看吆

喝也没有人出现. 只看到桌上有两壶茶水. 打开一看,一个壶里是水蜜桃珍

珠奶茶, 另一个是原味奶茶. 八戒一看乐坏了, 他拿起旁边的一个空碗, 倒

了一碗原味奶茶, 一口气把它喝完了. 大声喊起来: “师傅, 快来, 这茶很

好喝!”   

唐僧走过来说: ”八戒, 茶铺老板不在, 不能随便喝别人的茶. ” 八

戒说: “只要留下茶钱, 不就行了吗?” 唐僧也很热, 很口渴, 想想也有道

理. 于是同意了. 八戒又倒了一碗给师父. 悟空四处打探, 没有发现可疑之

处. 于是拿起两壶茶, 闻了闻, 发现有自己很喜欢的水蜜桃珍珠奶茶, 也倒

了一碗, 大口大口喝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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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完他觉得很瞌睡, 一下倒在路边睡着了. 半个小时后他醒来, 看到

师父和八戒, 沙僧在睡觉. 他拿起金箍棒狠狠向师父打去. 八戒感觉一阵风

吹来, 睁眼看见金箍棒向唐僧飞来, 一下子翻身跳起, 挡在了师父的面前. 

被一棒打在头上晕倒了. 沙僧一看大事不妙, 背起师父一溜烟儿逃走了.  

沙僧无处可去, 想想只能找观音菩萨帮忙. 于是他一路狂奔到了南天

门. 见到观音菩萨, 沙僧着急的说了事情经过. 菩萨忙把沙僧师徒拉上了自

己的金毛飞狮, 一起去找悟空.一路上他们看到很多伤心痛哭的村民, 上前

一问, 原来他们都丢了孩子, 说是一个猴子一样的妖怪把小孩子都抓走了. 

他们猜到是悟空, 就去花果山找他.  

到了花果山, 寻着哭声, 在水帘洞里他们找到了很多小孩. 小孩们告

诉菩萨, 每天都有一个孩子会被送走, 再也没有回来. 菩萨一算, 原来悟空

把孩子打扮成小猴子, 叫他们摘桃子, 扫猴屎. 这时, 八戒和六耳猕猴变成

的假悟空也来到了花果山, 对菩萨说, 妖怪变成了悟空的样子, 抢了很多小

孩, 还要打死师父. 观音菩萨找到悟空, 一看便知他中毒了. 马上倒了甘露

水洒了他全身. 悟空解毒以后看到假悟空, 便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和他打

了起来, 一棒打死了他.  

大家终于松了口气. 悟空和沙僧把小孩子们都送回了家. 观音菩萨带

走了六耳猕猴的尸体回到南天门埋在了金毛飞狮的院子里, 希望来生他能成

为一个好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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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粉画小班： 麦希克 Erica （指导老师：彭勃） 

 

 

祝大家暑假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