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园17年第 6期2 本版编辑院朱家军 彭晶七彩苗圃

爱野美冶之心人皆有之袁当然也
包括我老妈遥 她总想着要把肚子上
的野呼啦圈冶减掉袁于是下定决心袁一
定要减肥成功遥

晚饭开始袁 一桌美味佳肴居然
敌不过老妈一个小小的决心袁 她竟
然在啃一根黄瓜袁 只见她好像默默

说什么袁凑近一听院野这不是黄瓜袁不
是黄瓜袁 这是鸡腿遥 冶 我顿时无语
噎噎

老妈的减肥大法除了节食便是
运动遥 她每天睡觉前袁便躺到床上袁
野一尧二尧三噎噎冶做起仰卧起坐袁我
不得不佩服老妈的意志力浴 仰卧起

坐刚做完袁 老妈又说以后每天晚上
再去学校操场跑十圈遥 这时袁老妈的
目光转向我袁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袁
果然袁我成了野陪练羊冶遥 可怜我这一
副身子骨袁再跑袁估计只剩下皮包骨
了袁这对一个瘦弱的女生来说袁是多
么大的打击呀浴

野呼呼噎噎冶刚跑了两圈的老妈
脸色苍白袁累得直喘气袁嘴里不停地
说院野不行了袁 不行了遥 坚持袁 再坚
持浴 冶又跑了一圈袁她终于坚持不住
了噎噎 指导老师 朱冬梅

星期六袁我在家吹泡泡,这可是我最爱玩的游戏
啊!

首先袁我在盆里倒了点洗衣粉和洗洁精袁又加了
些水袁把它们搅拌均匀遥

然后袁我拿起一根吸管袁准备吹泡泡遥 我用吸管
蘸了点泡泡水袁将另一头插在嘴里袁用力一吹遥 第一
个泡泡成功地飞上了天袁在阳光下袁它裹着五彩缤纷
的外衣袁真是太美丽了浴 我又开始吹第二个泡泡袁屏
足气后袁一下吹出了两个连在一起的泡泡袁就像两个
婴儿袁紧紧地抱成了一团遥

接着袁我又猛地一阵吹袁吹出的泡泡在身边围成
了一圈袁我感觉自己好像躺在了棉花糖里一样遥泡泡
可调皮了袁 它们还同我捉迷藏院 有的悄悄地躺在地
上袁有的害羞地粘在我的身上袁还有的迅速野隐身冶起
来了噎噎

不知不觉袁我的泡泡水也只剩下了泡沫遥
吹泡泡给我带来了那么多乐趣袁 请期待我下次

精彩的个人泡泡秀吧浴
指导老师 张红妹

我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这棵
银杏树下袁 呆呆地尧 出神地望着
它遥

它浑身都是黄色的遥叶子黄袁

枝叶黄袁 连树干都褐中带着点儿
黄袁要不是看它有叶袁肯定会以为
它要死了遥

一阵凉风吹过袁树叶摇晃着袁
树阴将树下的我全部盖了下去袁
甚至再来两三个人都不是问题袁
我这才注意到这银杏树庞大的体
型遥这树高到极致袁粗壮的树干上
挂着一些翠绿的爬山虎袁 浓密的
黄叶一片连着一片袁 将那碧蓝的
天空遮得严严实实遥黄尧褐尧绿袁它
们既似见过大风大雨尧 镇静老练
的翁人袁又像性情直率温婉尧冲动
机智的青年袁让人想入非非遥它如
王者般俯视着我袁虽是慈祥的袁但
依旧让我情不自禁地对它生出几
丝惧意遥
长得如此庞大袁需要多久钥我

便问邻居家的太太院野太太啊袁这
树多大啦钥 冶太太听了袁笑了院野哈
哈袁这银杏树钥我还没出生他就长
得老大了袁 比现在也小不了多
少遥冶听到这个答案袁我愣住了袁陷
入了沉思噎噎

岁月不倒袁银杏不老袁银杏不
老袁精神不夭遥

指导老师 臧冬冬

野铃铃铃噎噎冶语文课开始了遥老师
最近喉咙不太舒服袁想请同学帮忙听写
词语遥

野小屯袁你上来浴 冶啊钥我满心诧异院
本人性格内向袁声音又小遥 这样的差事
儿袁老师怎么会叫我呢钥我疑惑地一瞅袁
对上了老师柔和的目光袁那我只好硬着
头皮上啦浴 我自认为声音已经足够响
亮袁但还是有同学听不清遥野声音再大一
点哦浴 冶老师微笑着鼓励我袁野想想老师
怎么上课的钥冶我不禁苦笑院老师可是有
名的野小音炮冶啊浴 于是袁我大声报了一
个词遥

野小屯袁有进步袁声音再大一点就更
好了浴 冶老师那温柔的话语使我如沐春
风遥接着袁我又报了几个词语遥这时袁老
师有些尴尬院野大家的听力都很好啊浴 冶
我的脸微微发烫袁难道我的声音真的太
小了吗钥 我拿出野不要脸冶的精神袁声嘶
力竭地大吼一声院野挣扎浴 冶同学们猛地
抬头袁投来了惊讶的目光遥 突如其来的
爆发力袁羞得我默默地低下了头遥

野小女孩袁不要低头浴 冶老师用修长
的手指轻轻碰了碰我头上的发卡袁野低
头皇冠会掉哦浴冶我的眼眶湿润了袁立刻
抬起了头袁心里默默地感激着老师遥

老师袁谢谢您鼓励了我浴
指导老师 朱美兰

葡 萄
三渊6冤班 吴浩然

一棵藤儿弯又弯袁上面满是珍珠串遥有紫有绿真
好看袁熟的甜来生的酸遥同学们袁猜猜这是什么水果钥
哈哈袁这就是我最爱吃的葡萄浴

盛夏时节袁 郁郁葱葱的葡萄藤上挂满了沉甸甸
的葡萄遥 有的紫莹莹的袁像一颗颗紫色的玛瑙曰有的
青绿色的袁像一颗颗晶莹的绿宝石曰还有的紫红紫红
的袁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遥 那满园诱人的葡萄袁令
人垂涎欲滴遥

剥开葡萄皮袁 只见水晶般透亮的果肉便呈现在
我眼前袁 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遥 我迫不及待地放入口
中袁轻轻一咬袁酸溜溜尧甜津津的袁顿时感到清爽无
比遥 我吃了一个袁还想再吃一个袁真想吃个痛快浴

葡萄不仅外表美袁 味道好袁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袁能加工成葡萄酒尧葡萄干遥 就连葡萄籽也有抗氧
化尧抗过敏尧保护血管的作用遥

听了我的介绍袁 你们是不是也特别想吃葡萄
了钥 指导老师 毛琳

暑假里袁 妈妈带我和几个朋
友游玩了皖西大裂谷遥

我们来到山谷里遥站在谷底袁
抬头向上看袁 好险好高的一条山
缝袁窄得只能容下一个人通行遥耳
边传来野潺潺冶的水声袁哦袁泉水从
裂缝中流下来袁 落在身旁的石块
上袁溅起的水花飞到腿上袁凉嗖嗖
的袁舒服极了遥 大家穿好雨衣袁沿
着高低不平的山路一级一级往上
爬遥山壁上的石块像一只只怪兽袁
上面挂着一条条褐色的铁链袁看
得我心惊胆战院这么险袁我能爬上
去吗钥

前面是一段光滑的斜坡袁我
们的大冒险便开始啦浴 大家一个
接着一个袁俯下身袁扒着石块袁小
心翼翼地探出脚去袁 慢慢地往前
移遥没过一会儿袁大部队就顺利通

过了遥我暗自高兴院看来挺容易的
嘛浴 可曾想袁刚站稳脚跟袁我脚下
一滑袁一个屁股墩坐在石头上袁顿
时感到一阵生疼遥 胳膊上的皮被
石块擦破了袁 流出血来遥 我吓坏
了袁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遥 这时袁
大家都劝我和妈妈走平缓的台阶
上山遥我抬头看了看袁耳边响起妈
妈的话野在哪里跌倒的袁就从哪里
爬起来遥 冶这点皮外伤算什么钥我
咬咬牙继续跟着队伍前行袁 不知
不觉袁山顶已在眼前了遥大家一个
劲地为我加油呐喊遥此时袁我不怕
了袁也不累了袁擦了擦脸上的汗袁
在大家的帮助下登上了山顶遥

我们成功了袁也明白了院只要
不怕困难袁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袁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浴

指导老师 朱成军

不期而遇的温暖
六渊18冤班 张季

温暖是什么钥
平常的一天袁平常的考试袁我却收获了一份意外

的温暖遥考场上袁我居然发现最重要的考试工具要要要
钢笔袁没水了遥 我急得左顾右盼袁监考老师在不停地
巡视袁大家都忙着低头看试卷袁我找不到机会去借袁
这下可怎么办呢钥我紧紧攥住钢笔袁手心已经冒出了
汗珠袁只好将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遥 当我抬头袁
正好看到我的死对头要要要绝对是那种一见面就恨不
得打起来的同学袁竟向我看了一眼袁愣了愣遥 他好像
发现了我的困境袁随即野呲牙咧嘴冶地笑了起来袁我狠
狠地瞪了他一眼遥谁知他竟没理我这一套袁拿出一支
崭新的钢笔袁并用唇语表示院有钢笔水浴 还没等我反
映过来袁他又嬉皮笑脸地低声说道院野不用谢我袁你只
要下次看到我别一副厌恶的样子就好浴 冶

听到这句话袁我心里顿时有一些莫名的感动袁一
种温暖深深地充斥在我的心田遥

冬天袁虽然笔是冷的袁手也是冷的袁可我的心里
却是暖洋洋的遥

温暖是什么钥温暖是同学间的互相帮助袁是家人
间的默默无言袁 是朋友间的嘘寒问暖噎噎让我们将
温暖传递给每一个野心灵寒冷冶的人吧浴

指导老师 陆祥格

妈妈减肥记
三渊20冤班 王师羽

不老银杏树
六渊8冤班 周致贤

她鼓励了我
六渊11冤班 于佳玥

登 山
三渊5冤班 高芯蕊

吹泡泡
三渊22冤班 陈优恬

钓 鱼
二渊3冤班 李欣瑜

今天下午袁爸爸尧舅舅和我一起去双沟
钓鱼遥

我们来到鱼塘边袁 舅舅帮我选了一块
地方袁还往鱼塘里撒了一把鱼食袁他说这叫
野打食冶袁我拿出鱼竿袁爸爸帮我把蚯蚓穿在
鱼钩上袁做好钓鱼的准备遥

开始钓鱼了袁我紧握鱼竿袁目不转睛地
盯着鱼漂袁 生怕上钩的鱼儿跑了遥 不一会
儿袁鱼漂往下沉袁鱼儿上钩了袁我心里好激
动袁赶紧提钩袁一条大鲫鱼浮出水面遥 我大
叫起来院野爸爸袁我钓到鱼了浴 冶爸爸赶紧跑
过来袁帮我慢慢把鱼提上来遥 我一连钓了好
几条鱼呢遥 看来袁我在生态园广场钓小金鱼
的经验发挥了很大作用遥 钓鱼不能三心二
意袁要一心一意袁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耐心遥
今天我高兴极了袁收获满满的袁晚上可以吃
到香喷喷的鲫鱼汤了遥

指导老师 顾玉秀

微笑袁是一种礼仪袁一种自信袁也
是快节奏生活中一抹灿烂的彩虹袁映
在心中袁暖暖的遥

至今袁我人生中最大的低谷也许
是那次灰暗的考试袁鲜红的八十几分
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击我的内心袁嘴
角时常向上翘起的弧度也沉重地消
失了遥 父母的责骂袁老师的惊讶以及
同学的幸灾乐祸噎噎足以将我完全
淹没在黑暗中遥我有时在夜深人静时
望着窗外没有一颗繁星的天空袁眼泪
悄无声息地落下袁世间真的没有温暖

了吗钥
直到那么一天袁你将手轻轻地搭

在我的肩膀上袁野别哭袁笑一笑袁笑笑
就过去了遥冶我抬头袁一双熟悉的面孔
映入眼帘遥你小嘴弯成了一道美丽弧
线袁淡淡的微笑绽放开来遥我愣住了袁
除了父母袁从来没有人如此微笑着对
我遥野哭了就不美了袁不就是一场考试
嘛袁咱们下次再加油浴冶你用手擦着我
的泪水袁温柔地说袁脸上的笑容一点
没变遥我的泪戛然而止袁心中一震遥在
旁人看来袁这些话语不算什么袁但我

的心情却意外地好了遥浅浅的阳光照
在身上袁那么温暖遥你袁诚挚的微笑如
此的美袁我也不禁嘴角上扬袁露出这
么多天来第一个笑容袁 心情开心起
来遥 是啊浴 不就是一场考试嘛袁怕什
么浴

从那以后袁 我的微笑不仅在表
面袁更在心中袁我永远记得你要要要可
儿的话院野笑笑就过去了袁与其在悲伤
中度过袁不如袁以微笑面对生活遥 冶

指导老师 黄 烨

以微笑面对生活 六渊17冤班 马徵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