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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心得与分享】

张祐嘉 — 美以美小学
 

  “我很喜欢写故事和画画。制作绘本
可以让我以写故事和画画的方式把我的想法表
达出来。虽然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累，但是当我
看到做好的绘本时，会感到非常开心。”



欢迎来到祐嘉的森林王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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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要举办运动会。

蜂王问大家 ：“谁想参加运动会？”

动物们听后，先是左思右想，然后它们都兴奋地说：

“我要参加！”

sēn lín lǐ yào

yào cān jiāwǒ

jǔ bàn yùn dòng huì

fēng wáng wèn dà jiā shuí xiǎng cān jiā yùn dòng huì

dòng wù men tīng hòu xiān shì zuǒ sī yòu xiǎng rán hòu tā men dōu xìng fèn de shu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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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蛇滑得
那么快？

我们要快一点。

这个雕塑一百块，
谁要买？

我!
我!

我!
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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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冰比赛当天……）

小裁判恩乐说：“小蛇滑得非常快，它就要赢了！”

小蛇心想：哈哈哈哈…… 我比他们都快！

huá bīng bǐ sài dāng tiān

xiǎo cái pàn ēn lè shuō xiǎo shé huá de fēi cháng kuài tā jiù yào yíng le

xiǎo shé xīn xiǎng hā ha ha ha wǒ bǐ tā men dōu ku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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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简单了，
我一定会赢的！

大象太强壮了，
我不能输给它。

大象加油!

惠惠加油!

老虎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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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重比赛当天……）
bǐ sàijǔ dāng tiānzhò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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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不好…… 水溅
到我的眼睛里了。



（游泳比赛当天……）

小鳄鱼不想后面的人追上来，就用它的尾巴用力拍打

水花。

yóu yǒng bǐ sài dāng tiān

xiǎo è yú bù xiǎng hòu miàn de rén zhuī shàng lái detājiù yòng wěi ba yòng lì pāi dǎ

shuǐ hu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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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比赛当天……）

狮子飞快地跑上山，它过了桥就会赢了。

鸟儿也来参加跑步比赛，可惜它只会飞，不会跑。

pǎo bù bǐ sài

bǐ sài kě xī

dāng tiān

shī zi fēi kuài de pǎo shàng shān tā

zhǐ huì huìbú pǎofēitā

guò le qiáo jiù huì yíng le

niǎo er yě lái pǎo bùcān ji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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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猴子还以为自己
是最厉害的呢！

哎呀！
我抓不到。

哈哈哈……

妈妈，加油！



（跳高比赛当天……）

小裁判恩乐没有看到袋鼠妈妈，她说：“这只可爱的

小猴子，一定会赢的！”

小猴子以为它今天会是第一名，可是它不知道袋鼠妈

妈跳得比它还要高！你看，小猴子还顽皮地做鬼脸呢！

tiào gāo bǐ sài dāng tiān

xiǎo cái pàn ēn lè méi yǒu kàn dào dài shǔ mā ma tā shuō zhè zhī kě ài de

xiǎo yí yíng dedìng huì

huì shì dì yī shì tā bù zhī dào dài shǔ mā

tātiào de hái yào gāoma bǐ

míng kě

xiǎo hóu zi hái wán pí de zuò guǐ liǎn nenǐ kàn

hóu zi

xiǎo hóu zi yǐ wéi tā jīn ti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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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面具真有趣，
还能让我看清楚地

上的小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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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苹果真甜啊！
明天我还要吃梨子。

这副手套真舒服，
可以让我跑得更快。



比赛结束了，小裁判恩乐为动物们准备了奖品。

小蛇收到了一副面具；大象收到了一篮水果；

鳄鱼收到了一条玩具鱼，它还以为是真的呢！

猴子收到了一张蹦蹦床，它高兴地手舞足蹈。

狮子也收到了奖品，是一副手套。

动物们收到了奖品，它们都很高兴！

bǐ sài jié shù le xiǎo cái pàn ēn lè wèi dòng wù men zhǔn bèi le jiǎng pǐn

xiǎo shé shōu dào le yí fù miàn jù dà xiàng shōu dào le yì shuílán guǒ

è yú shōu dào le yì tiáo wán jù

zihóu shōu dào le yì bèng bèng chuáng tā gāo xìng de shǒu wǔ zú dǎozhāng

zishī shìyě shōu dào le jiǎng pǐn yí fù shǒu tào

wùdòng men shōu dào le jiǎng pǐn tā men dōu hěn gāo xìng

yú tā hái yǐ wéi shì zhēn de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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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动物们回到各自的家，大家都累了……
shēnyè le dòng wù men huí dào dàgè zì de jiā jiā dōu lèi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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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感言】

从祐嘉开始制作这本绘本，我们就一直很期待。
当这本绘本出炉后，我们心里感到很欣慰。让孩
子自己制作出一本绘本，能让孩子在整个过程学
习到很多。除了加强华语能力和创造力，更重要
的是，它也让孩子更喜欢这个语言，也锻炼孩子
的毅力和耐心。身为家长，我们很感激优乐让祐
嘉有这样一个机会制作这本绘本，感谢囡囡老师
的悉心教导。”

“

—祐嘉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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