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浅的微笑
五渊缘冤班 万天乐

家乡袁有位老人一直在守望遥 他浅浅的微笑如稻子般清俗袁让
我时时牵挂遥

搭乘小车向家乡驶去遥 乡间的小路旁袁各种野雏菊开得正盛袁
仿佛在迎接我们的归来遥 可我却无暇顾及这些袁一心往家赶遥

突然袁稻田边出现了一个苍老的身影遥走近细看袁在田埂边袁太
爷正倚靠着一张椅子袁微微闭着眼晒太阳遥 野太爷浴 冶我轻声唤道遥
他缓缓睁开有些模糊的双眼袁徐徐站了起来袁拉着我的胳膊袁抚摸
着我的头袁脸上扬起笑容来遥 我注意到他的手上长满了老茧袁指节
粗糙而宽大袁 皮肤皱巴巴的袁 岁月无情地在他的手上刻下许多痕
迹遥野老了袁抱不动你了遥冶太爷笑着说道遥与三年前相比袁太爷明显
苍老了许多袁腰比以前更驼了袁腿脚也没之前利索了袁可不变的是
脸上依然挂着浅浅的微笑袁如同秋风中盛开的菊花袁虽饱经风霜袁
却依旧灿烂遥

归去时袁太爷一直送我们到村口遥 车缓缓开动袁金黄的稻田渐
渐遮掩了他的身影袁可老人浅浅的微笑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遥

指导老师 周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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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英嘉的一封信

四渊2冤班 乔煜桐

英嘉院
你好浴
暑假里袁我读了叶安徒生童话曳这本书袁其中

叶踩着面包走的女孩曳给我印象很深袁同时也认
识了你要要要英嘉遥
你一开始自私自利袁捉弄小动物袁为了不把

鞋子弄脏袁竟然把面包踩在脚下袁十分任性袁我
看了之后非常难过遥 你要知道粮食是来之不易
的袁一粒种子要经过播种尧生长尧收割才能成为
粮食遥粮食还要再经过很多工序才能变成面包遥
而你却不珍惜它袁反而把面包踩在脚下袁多少人
想吃都吃不到遥现在还有很多非洲儿童饿死袁你
却这么糟蹋粮食袁我十分痛心遥
当我读到你终于因为一位天使的怜悯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袁有了悔过之心时袁我的心里十分
高兴遥古人云院野知错能改袁善莫大焉遥冶有时我也
会犯错误袁经过老师尧父母的教育袁我及时改正袁
得到了原谅遥 相信你也会得到大家的谅解遥

衷心希望我的这封信能让你不再任性袁改
掉坏毛病袁成为一个好孩子遥

乔煜桐
2017年 9月 12日
指导老师 黄永红

枣树·人生
五渊10冤班 邓子豪

我爱院子中的
枣树袁是它启迪了
我的今天袁引导我
走向明天遥

不知从何时
起袁 那棵枣树就已
出现在院子的一
角遥 它只是默默地
站在那儿袁从不张
扬遥

春天来了遥 燕
子用俏丽的尾巴剪
来了春雨袁阳光用火热的心温暖了春风袁牵牛
花用清脆的小喇叭吹化了小河的冰冻遥 青的
草袁绿的芽袁各色鲜艳的花就像赶集似的聚拢
在一起袁带来了烂漫无比的春色遥 而光秃秃的
枣树却在这盎然的春意里一直没有焕发生机遥
它坚守角落袁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袁饱经风
霜却又淡定自如遥
暮春时节袁花儿纷纷凋落遥 一股淡淡的清

香却忽有忽无袁在小小的庭院里弥漫开来遥 循
香而至袁惊喜地发现枣树开花啦浴 米黄色的小
花夹杂着些许墨绿色袁 在葱翠的枝叶点缀下袁
显得煞是好看遥

深秋渐至袁风儿吹黄了稻谷袁吹红了柿子袁
也吹出了红彤彤的枣子遥 随手摘下一颗放入
口中袁顿时袁一股香甜萦绕在舌尖遥

不为一时的红火袁坚守于心袁成就最好的
自己遥 这就是枣树带给我的人生启迪遥

指导老师 吕菊兰

斯里兰卡之旅让我领略了印
度洋的魅力遥

大海是温柔的遥远看袁海水像
一块丝绸袁 在风儿的吹拂下此起
彼伏遥我脱掉鞋子袁在沙滩上尽情
地奔跑遥 光光的脚丫踩在细细的
沙子上袁多么柔软袁多么温暖遥 跑
累了袁 径直躺在沙滩上尽情享受
免费的日光浴袁 顺便用温暖的沙
子做个野沙滩桑拿冶袁既环保又健
康遥 再不然袁坐在岸边的礁石上袁
用小脚丫迎接一个接一个的浪
头袁那感觉既舒服又有趣遥

大海是凶猛的遥坐着快艇袁驶
向大海的深处遥 海水由天蓝色渐

渐变成了
墨蓝色 遥
海浪变得
凶猛极了袁 把快艇打得一会儿向
左倾袁一会儿向右斜袁一会儿向上
翘袁一会儿向下冲袁好不刺激浴 十
几只海豚也尾随小艇飞快地穿
梭尧跳跃袁它们是大海的主人袁在
欢快地迎接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
客人哩浴

大海是壮美的遥往远方眺望袁
天和水合为一体袁 就像儿歌里所
唱院野天连水袁水连天袁水天一色望
无边遥 蓝蓝的天袁蓝蓝的水袁分不
清哪个是水袁 哪个是天噎噎冶突

然袁爸爸尖叫道院野鲸鱼喷水了浴 冶
我们兴奋地朝着爸爸手指的方向
看去袁 只见一只大蓝鲸停留在不
远处袁庞大的身体正半浮出水面袁
不时喷起水柱袁好像在和我们野打
招呼冶遥 最后袁它来了个野神龙摆
尾冶袁偌大的尾巴如扇子般把海水
高高地挑起袁形成壮观的野海水瀑
布冶袁令人啧啧赞叹遥

印度洋那么柔袁那么刚袁那么
美袁真是魅力无穷噎噎

指导老师 周萍

印度洋的魅力
五渊19冤班 孙熙然

说起咱们江
都的野黄金大道冶袁
俨然已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遥每逢
金秋时节袁便会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
观赏遥 星期天袁我
也按捺不住激动
的心情袁和妈妈一
起去 野黄金大道冶
一睹风采遥

到达目的地袁
我眼前一亮袁一条
宽阔的大路两旁
长着茂密的银杏
树袁树上金黄色的叶子正在迎风摇曳遥 空中袁时不时有一两
片叶子飘落下来袁像一个个小仙女在翩翩起舞曰地上袁叶子
铺满了整个大道袁像给地面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袁用脚
轻轻踩一踩袁清脆的野咯吱冶声像音乐一样动听遥

今天的游客特别多袁有年轻的妈妈带着小宝宝袁有满头
白发的老奶奶和老爷爷袁 还有手拉着手的哥哥和姐姐噎噎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遥

不知不觉袁 吃饭的时间到了袁 我连忙捡起几片 野黄金
叶冶袁作为此行的纪念遥 临走时袁我在心中默默地想院醉美黄
金道袁明年的这个时候袁我一定再来浴 指导老师 朱家军

劈出的趣事
四渊25冤班 邱语果

每次在电视上看见别人劈叉时袁 我都羡慕不已袁
所以每天在家练遥

和小伙伴练得正欢时袁我注意到门外有一个男孩
儿袁他上身被门挡住袁下身穿着牛仔裤袁脚上穿着拖
鞋遥 门一打开袁啊浴 原来是胡书怀遥

他说他也想学劈叉袁妞妞就劈叉给他看遥 他自己
也压了压腿袁可没有劈下来袁成了半马蹲遥只见他自豪
地仰起头袁扬起一只手袁还摆出个潇洒的造型遥 突然袁
听到野嘶冶的一声袁我们东张西望袁可找不到声音从哪
发出来的袁于是继续专心致志教他遥

不久袁胡书怀说他不想学了袁要看郡怡试试遥郡怡
很轻松地就劈了下来遥这时袁妞妞叫道院野书怀哥哥袁你
都这么大了袁还穿开裤裆呀钥 冶胡书怀低头一看袁当他
再抬头时袁双眼睁得圆圆的袁眼睛向上一翻袁嘴巴张得
老大老大的袁舌头也伸了出来院野可能是刚才劈叉的时
候撕破的吧浴 冶野可能钥难道撕破的时候你不知道吗钥 冶
野不知道遥 冶他傻乎乎地答道遥 野哈哈哈浴 冶我们这才缓
过神来遥原来袁刚才野嘶冶的一声袁是胡书怀的裤子撕破
了遥

他也开始觉得难为情了袁 便捂着屁股飞奔回家遥
我们跟着跑了出去袁看着从他手掌中露出的蓝裤衩越
来越远遥妞妞忽然叫道院野书怀哥哥的两瓣屁股真像两
片大面包呀浴 冶我们一下被她逗乐了遥

从那以后袁胡书怀再也不提关于劈叉的事儿了遥
指导老师 于强

醉美黄金道
二渊12冤班 张子滢

秋高气爽袁瓜果飘香袁盼望以久的秋
天终于来临了遥

你悄悄地走进田野袁 如海的高粱举
起了火把曰向日葵低着头袁弯着腰袁好像
在对大地诉说着什么曰 稻田里一片黄澄
澄的稻谷随风翻起了金色的波浪遥

你悄悄地走进果园袁 硕大的苹果像
一个个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袁 你挤我碰
的遥 近看袁葡萄像一个个玛瑙似的晶莹剔
透袁大的像乒乓球袁小的像珍珠遥 远看袁就

像一片紫色的海洋遥
你悄悄地走进树林袁 梧桐树的叶子

黄了袁 一阵秋风吹过袁 叶子轻轻飘落下
来袁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遥 枫树的叶
子变红了袁从远处一看袁漫山遍野像披上
了一层红色的纱衣遥 难怪古人说野霜叶红
于二月花冶遥

啊袁秋天袁我希望你天天停留在我的
时光里浴

指导老师 彭晶

美丽的秋天
二渊13冤班 吉玟戎

我长得小小的袁水汪汪
的大眼睛袁一对柳叶眉和一
张樱桃嘴袁但最令我自豪的
是我的野狗鼻子冶遥

有一次袁我和爸爸妈妈
出去旅游遥 我们走了很长时
间袁都很饿遥 山区路边很少
见到小饭店袁我的肚子空空
的袁正向我发出野警告冶要要要

野咕咕尧咕咕咕噎噎冶仿佛在
说院野主人袁我要吃饭袁我饿
了浴 冶我们走不动路了袁就坐
在路边的长椅上休息遥 爸爸
打开了导航仪袁想找一家饭
店遥 呀浴 没有网浴 这可怎么
办钥 我们一家都绝望了浴

就在这时袁我突然闻到
了红烧肉味袁立刻对爸爸妈

妈说院野我闻到香味了浴 饭店
就在附近袁你们跟我走浴 冶他
们不相信我袁 但想了想袁也
只有这个办法了遥 于是袁他
们两个像野跟屁虫冶一样遥 我
也不闲着袁 把鼻子翘得老
高袁东嗅嗅袁西闻闻袁那样子
肯定很逗浴 路人用好奇的目
光看着我们一家遥 功夫不负

有心人袁我凭着嗅觉找到了
饭店袁 爸爸妈妈说我真厉
害袁 给我点了好多好吃的
菜遥

这就是我的嗅觉袁不错
吧钥

指导老师 郜彬彬

我的“狗鼻子”
四渊7冤班 刘语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