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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马立平八年级的学生马子恒，也是本期《小语世界》的编辑，我预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年。这期《小语世界》里我们采访了在我校教跆拳道课的王教练。

王教练是资深专业教练，教学认真，他的课很受广大家长和同学的欢迎。同时也感谢

孟雪莉提供的封面画，感谢大家对小语世界的支持。      
                -- 马子恒 

  

  

 

 

 

大家好！我是马立平四年级三班的杨妙伊。本期的小语世界给大家带来马立平

六年级同学的文章，他们的文章是关于各种各样的动物的故事。我最喜欢的动物是

大熊猫。我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又可爱又胖呼呼的。小朋友，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

做“Kung-Fu Panda” 吗？那里的大熊猫叫 Po，他的武功十分高强，特别厉害。熊

猫是我最喜欢的动物。小朋友，你喜欢什么动物呢？快快看一下六年级同学们写的

关于动物的文章吧！ 

             -- 杨妙伊 

 

 

 

 



     

              校委会 

  2月 2日和 9日，我校成功实施了首次全校网课，全部语言课班级和大部分学术性文化

课班级都实现了 Zoom授课，家长和学生们积极参与，出勤率远超预期。家长问卷调查初步结果

显示：80%以上的家庭对网课效果表示满意。老师和同学们对于网课这一新的科技模式接受度高，

上手快。我校也成为全美中文教学领域里首批全校 Zoom 网络授课的学校之一。 

  网络教学获得成功是学校老师、管理团队、家长志愿者投入大量精力，在短时间内迅速

学习研究、规划实施的结果。自 1月 22日新冠状肺炎全面爆发后，为了能够“不停课、不停教、

不停学”，领导团队夜以继日地为实施网课做了周全细致的准备，对不同技术平台反复比较、测

试、实验，对教程、教学环节反复推敲，并为可能的意外准备预案。所有老师都加班加点，参加

技术培训，优化教学方案，使网络课堂运行顺畅，和学生有效互动，达到了良好的课堂效果。广

大家长都积极配合，互相支持，认真帮助辅导孩子。领导、老师、家长三方面共同的努力，克服

了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使网络教学获得了顺利成功！ 

   

 

作者：Mary Ma 



摘金挂银，硕果累累 

- 元宵佳节采访跆拳道王教练 

           马子恒 

 

马：王老师你好，我是《小语世界》的记者马子恒，本周六您带五位学生参加纽约州跆拳道公开

赛，取得了 3 金 1银和竞技 1银的好成绩，我们全校师生都为您高兴。您的队伍赢了这场比赛时

有什么感受？ 

王老师：这是孩子们认真训练，也是他们的家长积极支持配合的成果，祝贺他们！从我带队的角

度，本身这个比赛是比较初级水平选手之间的，是为了练兵，更大的比赛还在后面，所以我并没

有因为成绩而特别高兴的感受。但是看到学生们在比赛中积累了经验，受到了激励，培养了信心，

获得了成长，我还是很高兴的。 

 

马: 您能介绍一下队员们训练和比赛的情况吗？尤其是那位获得金牌的同学，他学习跆拳道有多

长时间了？ 

王老师：他就是从这个学期开始跟我学的，以前

并没有基础。这几个队员都是平时每星期日在中

文学校上课，自从决定报名参加比赛以后，就加

强了训练。因为每周课上五十分钟的练习是不够

的，所以家长需要努力地在家里帮助他们，每天

按照课上学习的动作要求认真训练。他们取得好

成绩的功劳主要是靠他们自己。我们跆拳道班的

学生都是新生，所以他们的比赛都是初级水平。 

 

马: 每天练习和不练习有什么区别吗？ 

王老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家里和

在课上的练习都需要努力，自己也要坚持训练，

然后才能不断增强力量、柔韧性、协调性，水平

才能不断提高，取得好成绩。如果训练中断，就会很快退步。 

 

马: 您在我们学校开的跆拳道课非常受欢迎。请您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这门课的情况。 

王老师：跆拳道是奥运会项目，在 170多个国家广泛开展，深受青少年儿童的喜爱。联系跆拳道

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培养少年儿童的专注力、进取心，教育练习者谦虚谨慎、以礼待人，还能够

防身自卫。我在课上教的是世界跆联规定的教学内容、跆拳道防身术、跆拳道精神与礼仪等。同

学们在中文学校学跆拳道，可以动静结合，和中文学习相辅相成。我班上的学生如果有兴趣，我

会帮他们申请加入美国国家跆拳道协会，成为个人会员。选拔后可以参加纽约州跆拳道冠军赛等

比赛。我也教一个家长班，帮助平时忙碌没有时间锻炼的家长强身健体，舒筋活血。 

 

马：太棒了！谢谢您的分享，祝您元宵节快乐! 

王老师：也祝你元宵佳节快乐! 

 



 

  花样滑冰      杨妙伊 

  

滑冰是我的爱好。这故事是从去年暑假的暑期班开始的。我喜欢滑冰是因为穿着冰鞋在冰上

滑比走路要快多了！滑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真是好玩。 

 

               

我告诉妈妈我想看一些花样滑冰比赛的视频。我最喜欢的是 Alysa Liu，她才 14岁就可以

完成三周半跳。2019年她赢得了全美锦标赛女子单人滑冠军。看她滑冰，是一种美的享受！ 

 

一开始我不太会滑冰，总是站不稳，有几次腿都摔青了。但是通过一次一次的练习，我滑得

越来越稳了，慢慢地也可以在冰上做动作了，比如转身向后滑，抬腿滑和转圈。我想如果我坚持

下去，一直练习，把滑冰永远当作我的爱好，我会滑得越来越好的！ 

 

 

 

    学生园地  动物的故事 

 马立平六年级     指导老师：张东莉、赵若冰 

 

  海豚        杨博雅 

每次有机会的时候，我都会去看海豚游泳。  

有一次我去奥兰多看海豚，还和它一起游泳。我一只手扶着它的鱼鳍，另一只手抱着它的身

体。它的尾巴摇摇摆摆地打着水。海豚游得非常快，而且很稳，几秒钟就从湖的中间游到岸边了。  

    还有一次，我去喂海豚吃虾。我拿着虾，把手放进水里，海豚看见了，就游到我面前。它游

过来的时候，我就把虾从水中拿出来。海豚张着嘴巴，等着我喂它。我把手转一转，海豚也跟着



转一转。最后，我把虾丢得很高，掉下来的时候，海豚就跳起来把虾吃了，游走了。我又拿一片

虾肉，放进水里，又有一只海豚游过来。我把虾放在旁边，拍拍手，海豚也跟着拍拍手。然后我

就把虾丢到远处，海豚就飞快地游过去，把虾吞了。好可爱啊！  

    海豚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海豚        王英涵 

    我喜欢的动物之一是海豚。我喜欢海豚这种聪明的动物

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奥兰多跟它们游泳了。  

那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游泳以前，工作人员让我们换

上保暖游泳衣才能游。我进水就知道为什么了。水是冰凉的

呀！我们在海滩边，所以水很浅。我们等了一段时间，然后

海豚游了出来。我们摸了摸它，感觉很光滑。然后工作人员

让大人亲它。妈妈亲了它，照了一张相。然后我们跟海豚一起游泳。它游得很快而且很流畅。我

和它游了一会儿，很激动。然后弟弟，妈妈跟它游了。最后，工作人员叫它做一些特技，海豚就

在水上站直了，用尾巴走。我看得很惊喜。  

你知道吗？海豚是半个脑子替换睡觉。它们半个脑子在睡，另外半个让它们浮出水面呼吸和

游泳。它们也会帮助别的海豚。要是一个海豚生病了，不能游泳，另外的海豚就会把它推上水面

呼吸。 我喜欢海豚因为它们很好玩儿。 

 

   海豚       杨丰源 

海豚是一种很可爱的动物。 

虽然它们很多时候都喜欢玩耍，但是它们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捕猎上。如果它们生活在大海

的中间，海豚一般来说会吃鱼和鱿鱼；如果它们生活在离岸很近的地方，它们一般来说会吃鱼和

一些埋在沙土里的动物，比如比目鱼和鳐鱼。 

你知道吗，如果不算上人类的话，海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它们是这世界为数不多的拥

有自己语言的物种，因为它们的语言很复杂，连科学家们都只能破译 200个词汇。  

    海豚很友好，有一次我在波多黎各度假的时候，和海豚一起玩耍过。有两只海豚用它们的嘴

巴顶着我的脚心把我顶出了水面，我当时的感觉像是在水上走路一样。那些海豚也跟我游了泳，

我拉着海豚的鳍，海豚的尾巴摆一摆的，很舒服。 世界上有 49种不同的海豚，短喙普通海豚是



世界上最常见的海豚。 

海豚看着很可爱也很漂亮，真是一种很美好的动物。 

       

   小狗       刘思楷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 Gavin。他家里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狗。 小狗狗有黑黑的眼睛，黑色

和黄色的身体，好可爱。我每次去他们家它就会旺旺地叫起来。一听到门铃，就会到门口来迎接

我，它特别聪明。它会一直跟着我，看着我，好像在和我说话一样。我好喜欢小狗狗。 

 

  小狗 Coco      江韵天 

    我有一条狗叫 Coco。她好玩又聪明，还有很细腻的感情。  

早晨我起床，Coco 会舔我的脸，叫我快点去吃早饭。我每天从学校回家，Coco 都会来迎接

我。她蹦蹦跳跳摇着尾巴真好玩。有的时候我做功课，Coco 会把她的玩具放在我的脚上，跟我

捣乱。我忍不住就要和她玩。大家吃饭的时候，Coco 就在我们脚边玩耍，还想蹭我们的食物。

等我们吃完了，Coco知道没戏了，就只好去吃自己的食物。Coco吃完饭就会一直跟着我的妈妈，

想出去走路。走完路就差不多要睡觉了。 

Coco会躲在我的床底下，等爸爸妈妈走了，她就会偷偷地跳到床上。我觉得 Coco可以听懂

我们的话。我爸爸每次说今天吃羊排，牛肉，鸭子，没 Coco 的份，她就会特别伤心的样子趴在

沙发上，发出呜呜的声音。Coco会发脾气。有一天我们把 Coco留在家，出去了很久。Coco很生

气，就在沙发上拉了粑粑。我们问她这是谁干的，她就特别委屈的样子，夹着尾巴逃走了。  

Coco每天让我很高兴。她就像我的小妹妹。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爱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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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养狗     刘欣睿 

我很想养一条狗因为狗很好玩，有很软的毛，可以在你生气的时候安慰你，还可以教会孩子

负责任。 

我有一次看了一个关于狗的电影，从那以后我就很想养一条狗了。狗有很多的种类。你可以

培养狗在外面上厕所，你可以每天带它走路。你也应该把狗的水盆装满水。狗的饮食要根据它的

重量。狗是从狼起源的，狼是在中亚起源的。我最喜欢的犬种是金毛。金毛中的公狗可以重到 64

至 75磅，母狗可以重到 60至 71磅。科研说金毛对人很忠诚，很好玩，而且很聪明。科研还说

狗可以看出来你有没有病。 

可是我爸爸觉得狗很难养。他觉得养狗太贵了，而且很难收拾。我姐姐也是挺想养狗的。我

妈妈也想养狗，可是她觉得要我爸爸同意才行。 

 

    我的小狗发发    傅扬清 

我有一条宠物狗。她叫发发，她是一条泰迪狗。她有咖

啡色的卷卷毛，她的黑眼珠亮亮的充满了神气，湿湿的小黑

鼻子总是不停的在闻来闻去。当她喝水的时候，小粉舌头飞

快地舔来舔去，一小盆水很快就没有了。她的耳朵大大的耷

拉着，跑起来就会扑扇扑扇。她园溜溜的小屁股中间有一条

尾巴，她开心的时候尾巴就会摇来摇去，不开心的时候就会

耷拉在两个腿中间。 我很喜欢发发因为她跟我玩。每天早上

她总是要跳上床在我的床上踩来踩去，在我的脸上舔来舔去，

把我叫醒。每天下午我从学校回来她总是激动地跑过来尾巴

摆着高高的来欢迎我。她很聪明也很搞笑。只要你有吃的，她就会坐，握手，躺下和打滚。她有

卷卷的软软的毛，冬天抱着她暖暖的很舒服。 

我很爱我的小狗发发，希望她快乐健康。 

 

   梅花鹿      梁涵 

我家后面的树林里住着很多梅花鹿，我常常看到它们在后院外面吃草。 每次它们来后院吃草

的时候我都可以从玻璃窗看到它们。 

梅花鹿有白色的尾巴，它们的尾巴总是翘起来的。它们身上的毛是暗棕色。夏天的时候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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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而少，冬天的时候鹿的毛密而长。 这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密而长的毛可以帮它们

保暖，它们就不怕冷了。这里的鹿小的时候身上的毛有白点，长大以后白点就会消失，所以我们

叫它们梅花鹿。我可以分辨出公鹿和母鹿，因为公鹿有鹿角而母鹿没有。 

梅花鹿在我家后院走过的时候，有时候它们会停下来看我，有时候它们会慢慢地走过去。小

鹿们总是跟在鹿妈妈旁边，有时候它们会很快地跑到前面去。鹿在看我的时候嘴巴还在动，仿佛

在对我说：“梁涵早上好！”我会轻轻地说：“小鹿好！”  

    我家后面树林里的梅花鹿就是我的好邻居。我很喜欢它们，希望它们在这里一代一代地住下

去。 

 

     不会飞的鸟 - 企鹅   陶博涵 

    我喜欢的一种动物是企鹅。我去动物园或是博物馆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企鹅。我觉得企鹅很有意思，很好玩。它们吃东西

的时候，会跟别的企鹅比谁游和跑地快，谁可以先得到吃的。  

    企鹅有好多种。有的背是蓝色的。有些的背是黑色的。有

些的嘴巴是红色的。有些的嘴巴是黑色的。企鹅有好多种，各

有各的名字，从 royal企鹅到 macaroni 企鹅。  

    企鹅只住在世界的南方。住在北方的都是被带过来的。有

些企鹅住在南极，世界最南的地方。还有好多住在南美洲，有

些也住在澳大利亚（Australia）和新西兰（New Zealand）。

世界的好多地方都有企鹅。它们跑得很快，游得很快，可是虽然它们是鸟，它们不会飞！这个是

因为没有特别多的动物会来吃它们，它们不用飞跑，会游泳就行了。 

  企鹅是一种我喜欢的动物。在动物园看到它们我都不想走。它们跑着，特别好玩。 可是如

果天晚了，我还是要走。我会说，“再见！” 然后我就离开企鹅，离开动物园了。 

 

        猫       赵晨皓 

一种和我有关系的动物是猫。我既不属猫（十二生肖里根本就没有猫），也不养猫，可猫却

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我喜欢猫是因为它们很可爱。猫会做各种各样好笑的动作。看它们追玩具也很有趣。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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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希腊旅行，住在一个家庭旅店，我们在外面吃早餐。有一只猫，趁着我们不在看的时候，跳

到我的椅子上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很可爱。  

我喜欢猫还因为猫比较好养。虽然给猫洗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猫也有很多好处。你

不用遛猫，猫也不会乱拉粑粑。猫等主人的时候也不会大喊大闹。它们要么静静地看窗外的世界，

要么睡觉。猫也不住在笼子里，所以也不用清理笼子。 

    猫也很美。精致的脸，像一个人精心刻出来的一样。眼睛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蓝色，绿色，

黄色，橘色，一蓝一黄。对我来说，猫的眼睛是最吸引人的。猫尖尖的耳朵，像小山一样。它们

身上的花纹，像画的一样。我最喜欢的猫是土耳其猫。它很美丽，也爱水，所以给它洗澡不会那

么麻烦。  

虽然我属牛，也不养猫，可是因为我最喜欢猫，猫还是一种和我有关系的动物。 

 

      猫        傅健宸 

    我今天要讲的动物是猫。虽然我没有养猫，但是我觉得猫跟我挺像的。 

先举个例子吧。如果你养的是狗，你起床的时候，狗总在你的床边。对你又舔又咬，开心得

不得了。好像在对你说：“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可是你已经觉得今天会是一个很糟糕的

日子。猫呢，跟狗不同。每天你起来，它就不理你。远远地冷冷地看着你，显出一副对你没啥兴

趣的样子。它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它会体会到你的心情。就不会来打搅你，远远地看着，像是

告诉你：“老兄，今天不会好过了的”。猫对别人也没啥兴趣，它只是懒懒地做它的事情。猫很

独立。你想一想，狗总是需要人去遛它，总是要人去铲它的屎。猫呢，一切自己搞定，拉完屎就

自己埋起来。它也不要人遛它。猫也可以走出去，抓一只鸟或老鼠吃，不需要你喂它 。这些就

是我喜欢猫的理由。  

   

   我最喜欢的宠物    陆靖恒 

虽然我没有养宠物，但是我有一种最喜欢的动物，那就是猫。  

    我喜欢这种动物因为它们超级可爱。它们的毛又软又蓬

松。 我的好朋友家里养着猫和狗。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就会让

我们帮着喂猫。它超级可爱。他们第一次给我们猫的时候，

我一看那只猫，我就知道我会喜欢它。 有时候，我们会跟妞

妞（猫的名字）玩。我们在它面前摇动毛线，它就会用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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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抓。有时候它也会把那毛线放到自己的嘴里，很可笑呀。 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猫。它们很

可爱，也很可笑。 

 

     我的小乌龟     吴宗轩 

    去年暑假的一天，我打完网球，一进家门我就看见家里来了

一位新客人，一只可爱的小乌龟！听爷爷和奶奶说这只乌龟是爷

爷从河边捡的。爷爷去河边散步，他看见一只小乌龟，这只小乌

龟好像迷路了，孤单一个人往草地上爬，爷爷就把乌龟带回了家。 

我有了一只小乌龟当我的小伙伴。每天早上一起床，我总是

跟他打招呼。这只乌龟全身都是碧绿的，他的壳是深灰色的，壳

上还带着花纹，像披了一件厚厚的盔甲。他圆圆的眼睛像是在听

你说话。我给小乌龟的玻璃缸里放了一点菜叶子，可是有一天我

打网球回来，发现菜叶还在那儿，小乌龟一点都没碰，他好像不

高兴，可能想他的爸爸妈妈了吧。我看见他用他的小爪子不停地刮玻璃缸，是不是他想回家了?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过了一个星期．．．爷爷跟我商量我们把他放回去。我非常舍不得把他放了，可是想到可怜的

他没有爸爸妈妈来照顾，我就答应了。第二天下午我回到家小乌龟已经不在了，我都哭了，但是

我好高兴我把这只乌龟放了，希望他找到他的爸爸妈妈！ 

 

     彩虹小鱼      操睿舟 

小鱼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我在商店里看到了许多鱼，可是我的眼睛就只盯着

一条特殊的鱼。它的尾巴很华美，看起来像彩虹一样。

我二话不说，走到了小鱼的面前，伸出手就想拿那条小

鱼。爸爸妈妈不让我拿小鱼当宠物，可是我告诉他们：

“我会照顾好小鱼。” 爸爸和妈妈就在旁边商量了一

下。我正在看小鱼游泳呢，爸爸和妈妈向我走来。爸爸

跟我说：“我们决定了。。。” 我好担心啊 “你可以把

小鱼当你的小动物。” 我太高兴了！我们回家以后，想给小鱼买个大鱼缸。我们到处找卖鱼缸

的店，可是一个也找不到。就在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 Petco 的宠物小店，还

没有关门。爸爸，妈妈，和我都向那个 Petco 跑去。我们终于买到了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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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小鱼放在我的桌子上，每天看着他游泳。 

 

     我的小鱼      黄若岚 

每天早上，在我去上学的时候，我的小鱼还在睡觉。放学的时候，我回到家了，他已经醒了，

想要吃东西了。有时候，他会跟我玩捉迷藏，每次他就躲在我给他的假水草后面。 我把他的食

物拿出来的时候，他总是会很快地游上来，想找好吃的。可是我把食物放进水里的时候，他找不

着，游来游去，试着找好吃的。他左边找，右边找，往上看，往下看，哪儿也找不着。他转身一

看，就在他背后！ 

    我的小鱼很可爱。他的身体是蓝色的，头是黑色的，尾巴有一点点红。他游得很快，比我游

泳游得还快！我很喜欢我的小鱼，要是他死掉，我会很伤心。 

 

      老虎       邬奕康 

我想要写的动物是老虎。老虎长得很像猫，但是老

虎要大得多。老虎身上都是橙色和黑色的条纹。老虎可

以长到两尺到四尺高。老虎也可以长到五百磅。老虎不

住在美国，也不住在欧洲，只住在亚州。  

    你看过 Life Of Pi 的书吗？ 那个书是讲一个男

孩，他坐上一艘船去加拿大，然后那艘船就沉没了。那

个男孩就跑到一搜救生船上面去了。救生船上面有斑马，

猩猩，土狼，也还有一只叫 Richard Parker 的老虎。

所有的动物都死了， 除了那个男孩和 Richard Parker。那个男孩就跟那只老虎一起在船上住了

两百多天。两百多天以后， 他们就来到墨西哥。然后那只老虎， Richard Parker，就跑了。你

觉得墨西哥会有一只逃跑的老虎吗？ 

 

        小狗 Nobu      张好一 

Nobu是我干爹家的狗。她是我干哥哥的第三条狗。之前两条狗已经死了，它们的名字是 Tina 

和 Johnny。他们买了 Nobu 是因为我的干哥哥还想要养一条狗。年纪更大的哥哥想上大学时把她

带到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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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u是一个很活泼的萨摩耶。她是一条白狗，有很多毛。她有两层毛，一层是又短又厚，一

层又长又薄。她是北方拉雪橇的狗，腿很有劲，有的时候我都拽不住她! 

有一次她在雪地里挖了一个洞，我从来没看见过她这么专心（除了她吃肉的时候）。她挖洞

的时候，把头伸进土里，两只前爪使劲地挖。挖出来的雪和土从她后面喷出来，差一点儿就喷我

一身! 

虽然长的那一层毛是防土的，但是她身上实在有太多泥了，根本掸不掉。最后干妈花了很长

时间才把她洗干净。 

我很喜欢 Nobu，我希望她经常来我家玩。 

 

      小仓鼠 Pippin     周纯阳 

去年夏天，我家来了一只小仓鼠。它的名字叫 Pippin。 

Pippin 是我们朋友家的宠物，在他们家快有一年了。

我们朋友一家夏天要外出旅游，会离开三个星期。他们

问我可不可以把 Pippin交给我照顾。我非常开心地答应

了。我从来没有照看过宠物，所以这次又兴奋又有的紧

张。 

我一见到 Pippin 就喜欢上它了。Pippin 长得很小，

全身是白色的，特别可爱。仓鼠是夜间活动的动物。Pippin 白天的时候很安静，大部分的时间

是缩在笼子的一角睡觉。到晚上它就明显地活跃起来。它喜欢在饭碗周围跑来跑去。还喜欢在仓

鼠轮子上跑个不停。Pippin 的食物主要是瓜子和谷物。它最喜欢吃向日葵种子。给 Pippin 喂食

很有趣，每次当我递给它食物时，它就用两只前爪捧着食物很快就吃完了。 

三个星期过去了，Pippin 要回家了。我真有点伤心。Pippin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帮助我

获得了照顾小动物的经验。现在，我知道如何照顾小仓鼠了。 

 

        小猫咪咖啡馆     程伊宁 

我喜欢一家小猫咪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是在加拿大纽芬兰省的圣约翰。我路过的那里时候， 

看见里面的小猫，我就忍不住推开门走进去。我喜欢这里是因为我喜欢店里的猫和吃的。他

们的吃的都是猫的主题的比如，猫饼干，猫热巧克力，猫三明治，还有很多其它的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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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也有很多猫，一共大约有八只。有刚出生的几个月的小猫咪，也有七八岁的大猫。有两

只猫是亲兄弟。有的猫很害羞，躲在架子上面不下来。有的猫躲在凳子下面。有的猫很爱动，走

来走去，上蹿下跳，喜欢跟人玩。有的猫很懒，全天都在睡觉。后面还有一个猫的卫生间。有个

很小的门。只有猫的大小的才能钻进去。我觉得这些猫很可爱。我跟它们玩了很久。这些猫都是

没有主人的。如果你有爱心想要领养它，可以跟咖啡馆的工作人员说。咖啡馆开了一年，已经 

救了一百多只猫。我特别推荐这个猫咪咖啡馆。 

 

 

   学生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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