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作文 

我的小猫咪我的小猫咪我的小猫咪   

三年级，阮馨怡 

咪咪 -- 我家的小猫咪

的名字叫咪咪。咪咪到我们

家很偶然，妈妈每天晚上做

饭时会飘出许多香味。 突

然一只小猫抓着门不停的叫

着，妈妈就给小猫咪两块

肉，从此小猫咪就留在我们

家里了。 

咪咪可漂亮了，它全身

都是灰色的毛，肚皮上都是

白色的毛，鼻子上是白色的

上面有一个黑点。走路的时

候很神气，它有二十八磅，

是一只又大又可爱的猫咪。

当我出生时，猫咪的个头都

比我大。咪咪可聪明了，它

最喜欢爸爸，因为爸爸每天

晚上回来第一

件事就是喂猫

咪，它会很高

兴的跳着跑着

跟着爸爸。猫

咪最怕妈妈，

每当妈妈提着

水桶猫咪知道

要给它洗澡了，它马上就跑

走了。我们全家去找猫咪，

抓住它后给它洗澡，洗完澡

后的猫咪的毛可漂亮啦。猫

咪最爱的是我和姐姐，因为

我们和它一起玩。有时我们

全家晚上去散步，猫咪也和我

们一起去散步，样子可爱极

啦。 

知道我们家的猫咪有多少

岁吗？它有十二岁

了。我只有八岁，

妈妈经常说“姣姣

呀咪咪比你的岁数

都打呀。”我可爱

我的猫咪了！猫咪

给我们全家的生活

带来了许多快乐！

我们都爱小猫咪，我们把小猫

咪当成我们家的一个小成员

啦，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和爱

护小咪咪，让它健康快乐地生

活。 

我最喜欢的动物--龙 
三年级，阮辰玥 

我属龙，所以我最喜欢

龙。妈妈问我见过龙吗？我

说图片里有，还有M u l a n 
Series里的Mushu，哪吒里的

龙王。在中国古代故事里，

龙是无所不能的，皇帝是龙

的化身，多酷呀。爸爸给我

讲过“叶公好龙”的故事，

如果真的龙来了，我不会做

叶公，也许我会吓一跳，但

一定不会逃走或者藏起来，

我要看清楚龙。 

我最崇尚的动物 
三年级，胡恒瑞 

我最崇尚的动物是鸟。

我崇尚鸟因为它可以飞很

高，它也可以想去哪儿就飞

去哪儿。有些时候，我看到

鸟在树上坐，我自己都想上

去，但是我没有像鸟一样的

翅膀，我只能羡慕它。有时

候，我看到它们从一棵树飞

到另一棵树，我就在想要是

我也能飞就好了。它们的耳

朵很灵，不管我的脚步多么

轻，它们总是知道我来了。 

我家的周围有很多漂亮的鸟。

有蓝色的，有红色的，有黄色

的，有棕色的，还有杂色的。

每年的春天和夏天，我家后园

都会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鸟飞

来飞去，真好看。我最喜欢和

最经常看到的鸟是一只杂色的

鸟。它有红色的肚子和棕色的

羽毛。它喜欢在我家门前的草

地上跳来跳去，只要我想靠近

它，它会“嗖”的一下就飞不

见了。(接下页…) 

 

南康中文学校校刊 
第六期副刊2009年8月 

我最喜欢的动物 
点评１： 

这篇文章充满了孩子的童

真与对生活的热爱。小作

者以精确生动的语言描述

了猫咪的来历，长相，嗜

好，和生活中的趣事。让

我感触最深的是孩子眼中

猫咪对爸爸妈妈的不同

“看法”。朴实而甜美的

生活细节映射出小作者的

天真可爱与丰富的想象

力。笔触间流溢出他对小

宠物的无比喜爱和对家庭

中的融洽与和睦。文章清

馨自然而充满甜蜜之感。 

点评２： 

这篇文章的语言通俗易

懂, 贴近生活实际,读来

令人感到亲切。作者把小

猫作为自己的家庭一员。

“咪咪可漂亮了”，“咪

咪可聪明了”，“样子可

爱极了”，“知道我们家

的猫咪有多少岁吗？”。

好像姐姐在向朋友们描述

自己可爱的小妹妹，字里

行间都流露出对小猫的真

心喜爱，充满了自豪感。 

在讲述猫咪的

“偶然”到来和为什么猫

咪喜欢爸爸，“最怕”妈

妈时，用词恰到好处，

“ 它 最 喜 欢 爸 爸 ， 因

为…”，“猫咪最怕妈

妈，每当…”。本文语言

并不华丽,但极为准确生

动,情感丰富真实,读来引

人入胜,津津有味。 

南康中文学校校刊于暑期前举办了一次“我最喜欢的动物”的命题作文比

赛，共收到28篇作文。由评委组评选出了三篇作文，授予优秀奖，四篇授

予荣誉奖。优秀奖作文分别为三年级阮馨怡同学的《我的小猫咪》、五年级

孔冠熹同学的《北极熊》和七年级王盛妍同学的《我和我的宠物鱼》。荣誉

奖作文分别为四年级丁昊同学的《我喜欢梅花鹿》，五年级曹依兰同学的

《一只蚊子的心声》，六年级谢关倪同学的《狗狗》，以及七年级邓得榕同

学的《海豚的来源》。在此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感谢评委老师和

同学的热心帮助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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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页) 

我虽然崇尚鸟，但是鸟有一点是

我不喜欢的。鸟要到处乱拉屎。很多

时候它们拉在我喜欢的地方，害得我

都不想去玩。如果不这样，它们就很

完美了。 

荣誉奖作文 

我喜欢梅花鹿我喜欢梅花鹿我喜欢梅花鹿   

四年级，丁昊 

梅花鹿是一种漂亮的

动物。他身体是浅褐色的，上面有斑

斑点点像梅花一样的花纹。它的头上

长着两只角，像美丽的树枝。它有四

条又细又长的腿，跑起来可快了。 

中国的东部有梅花鹿，美国的野

生公园里也有梅花鹿。梅花鹿喜欢吃

植物和草。有水的地方更是它们生活

的好地方。 

梅花鹿是森林里的跑步能手, 在

《小鹿遇虎》故事里，它的四条细长

的腿帮它逃过了虎口。我喜欢梅花

鹿！ 

    点评：这篇文章不长，但非常精确

的叙述了梅花鹿的三个重要的特征：梅花鹿

的美丽，习性，与神话色彩。作者有效的运

用了比喻描写梅花鹿，提供了准确的信息，

并且引用了故事情节。巧妙而简洁，是一篇

非常好的小短文。 

小兔子 

四年级，乐乐 

小兔子是一个很可爱的动

物。她 的身体胖胖的，尾巴

短短的，耳朵长长的，眼睛红

红的。她 全身又厚又白。小

兔子最喜欢吃萝卜和青菜。她

真喜欢跳来跳

去。小兔子爱

在外面玩。她

是一个友好的

小动物。我真

喜欢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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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 
四年级，郑翠翠 

兔子是很可爱的动物。它很好玩。

兔子的毛有黑的、白的、还有咖啡色

的。兔子的尾巴长长的，耳朵短短的。

兔子的鼻子也是短短的。兔子跳得很高

因为它们有很长的脚。兔子最喜欢吃的

东西是青菜和萝卜。我可喜欢兔子了。 

我最喜欢的动物 

四年级，杨长麟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一个会飞的动

物。它很大，很像一条蛇。它是会在天

上喷火的蛇。现在你应该知道我喜欢的

动物是什么了吧？是龙！我喜欢龙，因

为它们能吃很多东西，会飞，像蛇。我

最喜欢的龙还要是会“喷火”的龙！ 

大自然教室 
四年级，冯家美 

每年的春天,我们学校都要组织去 

Nature’s Classroom. 今年我们去了Charleston, 
Massachusetts, 一共三天.为什么我们要去

呢? 学校要我们学自然科学.我和我的六

个好朋友住在一个小屋子里.她们打架谁

应该是第一个洗澡.我是在早晨洗澡. 
当我们到了以后,我们从车上卸下包.

我们的屋子是又小又干净,只有一个所. 

这小屋子有六个床和两个橱. Miss Dowker 
是我们的 chaperone, 她也是我的老师. 

在早晨,我的年级有 field group.我的 

field group leader 是 Kakashi Sensei, 一个日本

人. 他说,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我们要写

论文 第一个是 Teamwork Obstacle 第二个

是叫 The Get Lost Challenge, (我们要 get lost 
in the woods and find at least 3 spots on the prop-
erty)还有第三个是 Flames of Fire. (我们要自

己产生火). 

我们刚来, 马上要吃中午饭了第一天

的饭是 tacos. 是真好吃! 我们吃完了以

后, 我们的剩饭都放一起称一称. 

第一天我们剩了三十一镑 们剩了三十一

镑. 第二天我们剩了二十三镑. 第三天

有二十二镑. 午后我们有娱乐广告课. 

下午是科学课. 我的第一课是给鼠作

解剖. 我看了一个鼠的内脏, 有很多的

血. 第二和第三课是森林中的医生和十二

个感觉.我们学到了当在森林中受伤应怎

样处理以及12感觉.我们年级第三天玩了

一个游戏 Predator Prey. In Predator Prey, 有
四个动物; 蚊子, 青蛙, 蛇, 和鹰. 蚊

子可以吃植物. 青蛙可以吃蚊子和植物. 

蛇可以吃青蛙,虫,和植物.鹰可以吃其他

的动物. 

在晚上, 我们一起搞集体活动. 第一

个是 teamwork, 第二个是怎样在野外生

存. 我们学怎样点火, 作绳子,并且还学

传统. 

第三天我们安全回家了, 这个活动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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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熊北极熊北极熊   

五年级，孔冠熹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有

的大，有的小，有的美丽，有的难看，有的

快，有的慢。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动物，就

是住在寒冷的北极的北极熊。北极熊的身体

很肥，它身上穿着一层厚厚的白毛，它有两

双巨大的脚掌，尖尖的牙，黑黑的嘴巴，还

有小小的眼睛。北极熊是个很神奇的动物。 

北极熊也是一种很顽强的动物。冬天的

时候，它不会像鸟和其他的动物那样向南边

走，而会在北极过冬。母的北极熊会在雪里

挖个洞，然后在里面生小熊。它们会住在这

个洞里一直到二月。等到二月的时候，熊妈

妈带着宝宝从洞里第一次出来，让它们适应

这个新世界。 

熊妈妈和熊宝宝一家人现在就往海边

走，找吃的。吃什么哪？北极熊喜 

欢吃海豹，它会用个很巧妙的办法来抓它：

它会在海面的冰上找一个洞，等着海豹。海

豹会从这些洞上来呼吸，他一上来呼吸就会

被北极熊抓到，然后会被它吃掉。北极熊游

泳游得很好，所以它有时候会跳进海里抓海

豹。虽然北极熊游泳很好，但是海豹游得比

北极熊快多了，所以第一个办法还是好一点

儿。 

北极熊是一个很顽强的动物，一个很聪

明的动物，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

但是北极熊越来越少。原因就是地球越来越

热。要是地球变得更热，那北极熊夏天出来

抓海豹的时候，冰都变成水了，海豹就不用

从冰上的小洞来呼吸了。北极熊抓海豹就更

难了。如果一直这样，恐怕北极熊再过九十

年就会不见了！ 

 

友。 

我回来时就扒在乌龟的缸边看那两

个小乌龟，我的眼睛离不开那两乌

龟。突然一天我见一个乌龟的眼睛闭

得紧紧的，眼睛睁不开了！结果最后

没救了，只剩下一个乌龟了，应该更

仔细地养。那一个死去的乌龟最后埋

在我们的院子里。 

我想，我不能让另一个乌龟死！乌

龟天天爬来爬去，看着很健康。天天

我最喜爱的动物：乌龟 

五年级，李颐恒 

提到可爱和命长的动物，我就想到

了我们家的红耳龟。 

我有一次去了纽约市，正好遇到一

个卖乌龟的人，那些乌龟有一个quarter
那么大。我们想了一想，她非常小有

可爱，我们就买下来了，但又一想，

应该买两个，因为她们可以成为朋

如此：游来游去，晒太阳，爬到石头

上吃饭，这样过了三年。突然有一

天，乌龟的眼睛和死的乌龟一样

的！！我们赶紧送去看兽医，看了很

长时间，我以为她也没救了，一会

儿，医生给了我们她的药。回家涂上

药，结果只好看第二天了。我起了床

就朝乌龟冲去，她的眼睛睁开了，我

们高兴极了。我喜欢乌龟就是因为我

养了我的红耳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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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1： 

这是一片非常杰出的描写北极

熊的文章。文章开头作者用了

一系列的排比句列出了许多动

物的特征，补发整齐而有力。

对北极熊的描述非常精准到

位，几乎能够在读者面前

“画”出一幅可爱的北极熊的

图片了！小作者对北极熊的习

性描述的非常准确，给读者非

常好的背景知识。语言充满了

孩子对自然的好奇与惊喜，更

让人为之所感染。文章结尾，

小作者表达了他对自然环境的

关切，更看出他对北极熊的喜

爱与保护自然的热情，是一个

非常好的结尾。 

点评2：本文通俗易懂、文

字流畅。第一个段落勾勒出了

可爱的北极熊形象。接下来介

绍了北极熊的生活习性和捕食

方式。最后一段，联系到地球

变暖，指出北极熊由于无法捕

食，可能会灭绝。短短几段文

字，作者将北极熊的可爱、聪

明和珍贵描写得非常透彻，是

一篇值得学习的作品。 

我喜欢小乌龟 

六年级，韩康 

老师把小乌龟放在盒子里，小乌龟试着往盒子外面

爬，然后掉下去了，再爬，再掉下去，摔了个仰面朝天。 

用笔碰一下小乌龟的头，它立刻把头缩回去了。 

我多么喜欢这只小乌龟呀！ 

有趣的乌龟 

六年级，杨雨辰 

上个星期老师带来了金鱼和乌龟。我看

到乌龟很有趣，因为它一直想逃掉，可是逃

不掉。有时后乌龟还翻身呢！吃东西的时

候，假如有人来看它的话，还不吃东西呢！ 



有趣的小蚂蚁 

六年级，陈子竹 

蚂蚁是一种很小的昆虫，有红色、

黑色和棕色的蚂蚁。蚂蚁能搬动比自

己重五十倍的东西，只有蚂蚁能搬那

么多。蚂蚁爱甜食，如果你把两粒糖

包在纸里面，蚂蚁能找到。蚂蚁能爬

桌子。蚂蚁是很小的动物，但是很有

趣。 

聊！乌龟才有趣呢！ 

 

我家的猫 

六年级，周团团 

  我家里有只猫。它叫ＣＲＡＹＳ

ＯＮ．它的的毛很软，是灰色的。它

的眼睛是个黄色的。他很好玩。这是

因为他喜欢追东西。要是你扔了一个

球它会追。 

可笑的乌龟 
六年级，周团团 

上中文课的时候谢老师带进来一只

乌龟。挺好玩的。乌龟在一个桶里爬

着，它想独自爬上去，却一碰就倒下

去了！这只乌龟一点也不小心翼翼

的，它看起来不怕翻跟头，也不知道

危险！有一次乌龟翻倒了，它舞动着

手和脚也翻不过来身来，很可笑! 

谢老师还带进来一个鱼缸。里面有

三条鱼，胡须短短的,游来游去，真无

南康中文学校校刊第六期副刊 Page 4 

可爱的松鼠 

六年级，赵宇洁 

我家院子里有很多松鼠。它们有长

长的大尾巴，又黑又亮的眼睛。它们

喜欢在树上跳来跳去，动作很灵活。

它们还互相跑来跑去，一块儿玩。有

吃的东西的时候，它们也打起来。松

鼠真是个可爱的动物。我很喜欢看它

们。 

小松鼠准备过冬 

六年级，韩康 

在我家的后院常常能看见小松

鼠，小松鼠长着一个大尾巴，好像一

个大问号。 它们会爬树，在树上跳来

跳去的。 它们吃松果， 吃东西的样

子很好玩，用双手捧着松果，嘴巴快

速的动着。它们把食物储存在地下和

树洞里，准备冬天吃。 

天真的小松鼠 

六年级，冯理白 

小松鼠是一种很好玩的小动物。它

们有那么大的尾巴，有的松鼠的尾巴

比身体还大！它们吃东西的时候最有

趣，两只前爪捧着食物，两只眼睛看

上去天真极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听到你们讲话的声

音是什么感觉？你们觉得我们吃血对

你们不好，是不是？我觉得很正常

啊。我觉得你们吃鸡肉更不好呢! 如

果你是一只鸡，你想被蚊子咬了还是

人吃了？我觉得你们人不应该说你们

比我们蚊子好。我们去找我们的朋友

蚂蚁的时候，你们总是打扰我们。可

是你们做你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

没有打扰你啊！你觉得这公平吗？你

觉得我说得对了？那就好。那我们就

平等了。我们可以和平相处了。 

啊-----你们人太不可信了。居然

我们刚说好你又来打我了！ 
啪，啪，啪！！！  
Bzz bzz bzzzz…… 

点评：这是一片非常独特的文章。小
作者以一只蚊子的独白讲出了自己对“大人
们”拍蚊子的想法。文章充满了丰富的想象

和童话色彩，不免把读者们逗乐。这样的叙

述方式非常的有效，活灵活现的表达出孩子

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感受。 

荣誉奖作文   

一只蚊子的心声一只蚊子的心声一只蚊子的心声   

五年级，曹依兰 

我是一只蚊子。人们都不喜欢我，

因为我让他们痒，而且我发出bzz bzz
的声音。可是如果我不吃东西我就会

死，但是对你们说，只是一点痒，少

了一点点血。还有那个Bzz bzz 声音，

你们觉得听到我们的声音难受，可是

逗笑的乌龟 
六年级，赵宇洁 

上次中文课结束之前，老师让我们分组观察金鱼

和乌龟的活动，我可喜欢乌龟了。一开始，乌龟爬来

爬去。当老师用铅笔碰了一下它的头，它马上把头就

缩进壳里。然后它又慢慢地把头伸出来。等了一会， 

他又开始爬来爬去，试着爬出缸外。可是它怎么也爬

不出来。有时候它会翻个身，逗得大家都笑了。  

狗狗喜喜 

六年级，邵宁 

  奶奶家的狗“喜喜”是一只英国牧

犬。它长得高高大大的，非常乖，还很

友好。高兴的时候，它叫个不停。喜喜

有漂亮的毛和脸。它见到我就和我握

手。喜喜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荣誉奖作文 

狗狗狗狗狗狗   

六年级，谢关倪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狗，它很能理解人，狗总是一

副高高兴兴的样子，因为它总是高兴的，所以你不高兴的时候，它会来

舔你的手，让你跟它玩， 你一跟它玩，你也就高兴了。 

它很乐于助人，你看到它们领着瞎了的人上街，它们知道红灯停下，

主人就停下。地震中，我们也看到狗去救人。 

它很忠诚，主人不在家时，它们会帮着看家，看园子，有陌生人来，

它们就会汪汪叫。我朋友家的狗就这样。主人回家的时候，它就很兴

奋，围着主人跳来跳去，使劲摇着尾巴，亲热主人。它也能听懂很多

话，你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  
 

点评：这篇文章短小精悍，语言平实自然,构思合理,行文层次清楚，逻辑性很

强。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狗，它很能理解人…。它很乐于助人…。它很忠诚…。” 

语言精练而准确, 说服力强,令读者极为信服。 

阿姨家的小狗 

六年级，林佳敏 

我的阿姨家养了一只小狗，

它的名字叫ＭＩＡ。它长的很

可爱，一身毛绒绒的黄色、短

短的尾巴，长长的耳朵。ＭＩ

Ａ一看见人进屋就会冲出来，

站在你的面前汪汪的叫，好像

在欢迎客人的到来。 

星期五 

六年级，赵明熙 

我的邻居萨其达家有一只小狗, 叫星

期五。她是一只母狗, 是一条小的, 有白

毛的狗。 

星期五爱跑步和玩球。 每天, 你得喂

她三分之二碗、干的狗食和一小半苹果。

如果她在有好多人的地方听话, 作为奖励, 

她可以得到一个小饼干吃。 

每天得带她出去走三次。 如果没有人在

家, 门铃响了, 她就很快地跑到楼上躲起

来。要是有人在家,门铃响了, 她就快跑到

门口, 大声地叫。当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她就趴在我腿上睡觉。 

我邻居家的狗很好玩。我很高兴我能

和她住这么近。 

聪明的大狗和小猫 

六年级，欢欢 

从前，有一家人，家里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

猫。一天他们去参加朋友的生日，大狗和小猫打

算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家里人大吃一惊。

小猫说：“我们要找湿布来洗地板。”可是它们

怎么也找不到。小猫出了个好办法。它对狗说，

“你身上毛绒绒的，正好洗地板。” 

龙 

六年级，任莎嵋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龙，因为我是属龙

的。龙很有本事，天上的龙有善龙和恶龙之

分，可以吞云吐雾，会飞，还可以喷火。  

中国人喜欢龙， 是因为在四五千年

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两个部落，部落的首领

是皇帝和炎帝，后来黄帝打败了炎帝，这两

个部落合在了一起，黄帝用龙作为他们部落

的象征，黄帝作为中国人的始祖，中国人后

来也就把自己称为龙的

传人。在中国城里的许

多地方都能看到龙的雕

塑，图片。 中国餐馆里

的很多桌椅上都有龙的

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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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觉得这很有道理，就跳进水里，出来到

地板上打滚，把地板洗得亮晶晶的。洗完

了，它发现地板没完全干。它对猫说：

“你的身上又干又软，正好擦地板。”小

猫赶紧在地板滚来滚去。大狗看看猫，看

看自己，说，“现在地板干净，可是我们

身上全湿了。”小猫说：“让我们到外面

跑一跑，玩一玩不就干了吗？” 



后，它就喵喵地叫着出来欢迎你。

它死的时候二十一岁，等于人类一

百岁。姥姥很悲伤。我也很悲伤。 

但是，它的后代还跟着姥姥。

它很像阿黄。 

猫是很好的动物。我的很多朋

友也喜欢猫。将来，我也想有只

猫。 

优秀作文 

我和我的宠物鱼我和我的宠物鱼我和我的宠物鱼   

七年级，王盛妍 

在去年九月份，我妈妈和爸爸给我和妹妹买了一个小搏

鱼。它是蓝色的。它个头不大，比我最小手指还小，可

是它有大的眼睛，尾巴比它的身子大，尾巴有三种颜色，蓝色，紫色和红色，

非常漂亮。它游泳的时候，它的鳍有一个上下的摆动，很潇洒。我妹妹给它起

了个名字叫蓝蓝。 

我给我的鱼买了一个小鱼缸。里边放了绿色，紫色和蓝色的小石头。我每

天都要喂我的蓝蓝一次。我喂它的时候，它很高兴，游到水上面，几口就可以

吃完了。可是我不能喂它太多，那样的话它就会不舒服，还会得病。蓝蓝对水

的温度的要求很高，我买了一个温度计放在鱼缸里。我把鱼缸放在我的床头柜

上，可是冬天的时候，我的床头柜上太冷。太冷的时候，它的身体变到有一些

黄绿色。我就把鱼缸放在暖气前边。那里温度高，它的颜色又变回蓝颜色了。 

我每个星期要给蓝蓝换水。长时间不换水，鱼就会死掉。鱼长到六个月的

时候，有一个星期我忘记了换水，我的蓝蓝就死了。我们都很难过，我没有照

顾好它。 

点评1： 

文章通过一只宠物鱼的经历来表现主题，构思颇有创意。在叙事过程中，
选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使文章在叙事结构完整、情感抒发自然之余，增添几
分亲切感。 

点评2： 

本文讲述了我和一条可爱的宠物鱼—-蓝蓝的故事。第一个段落，作者不惜
笔墨，描绘出了一条色彩斑斓的可爱的小蓝鱼。接下来，通过喂食、调节水
温，细微地展示了作者对蓝蓝的关爱。最后一段，由于作者的疏忽导致蓝蓝的
死亡。文章通俗易懂，可爱的小蓝鱼跃然纸上。结尾略显单薄，需稍加补充 
（见括号） 。 

（看来，要照顾好一条小生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做事，不

让同样的事再发生。）  

荣誉奖作文 

海豚的来源海豚的来源海豚的来源   

七年级，邓得榕 

古希腊有个神话，据说古时

候，有一次酒神在海边休息。忽然，

一群海盗把他抓走了因为他们以为酒

神是一位富翁。当酒神醒来的时候，

船的四面都是海。酒神告诉海盗他是

一个神，可是海盗们只耻笑他。一下

子，船变成了葡萄藤，而且酒神变大

了。海盗一看到海神的本领，他们就

急忙跳进水里。如果酒神没有救海盗

们，他们肯定会被淹死，但是酒神是

一位英明和善良的人。酒神用他的本

领把海盗全变成了海豚－这就是海豚

的由来。从此，海豚是海里最像人的

动物。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

确，海豚的眼神和感情像人一样。 

点评：小作者借用一个希腊的神话来

叙述自己理想中海豚的来源，让人耳

目一新。最让人难忘的是文章的结

尾，当作者讲起自己对海豚的感受时

说到，他们的“眼神和感情像人一

样”。这个结尾非常好的联系了这个

神话故事和现实生活，并且给海豚真

正涂抹上一种神秘

色彩，也表现出了

作者对海豚的喜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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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七年级，苏良雨 

猫是大家的宠物。很多人喜欢猫。

我也很喜欢猫。 

猫的毛很软和很漂亮。有很多颜色

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有白色

的，有棕色的，还有花的。它们很好

玩的，可以摸它和抱着它。它们也很

滑稽因为它会叫唤当他给它干坏事

时。观赏它们很有乐趣。它们会从很

高的地方跳下来，还站得很稳。 

我的姥姥有三只猫。一只是黑的和

两只是黄白的。黑的很厉害的。他

有时抓人和咬人。我爸爸去了姥姥

和姥爷的家，黑猫抓过他一次。 

还有一只猫，是黄白的，长得像老

一样，它刚刚死了。很遗憾，我今年本

来要去姥姥和姥爷的家看它的。它有黄

的背和有一个白的肚子。它很很胖，有

二十多磅。它也非常老。它的名字叫阿

黄，很温和。每个人都喜欢它。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