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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事有点甜
四(12)班 韩心怡
一天袁妈妈从超市购物回来袁

我注意到她方便袋里透着花花绿
绿的货物袁 一定是什么好吃的东
西遥我笑嘻嘻地跑近袁一把抓住方
便袋说院野妈妈袁给我瞧瞧呀! 冶野做
作业去! 冶妈妈没有松手遥

野身在曹营心在汉冶袁我还是
惦记着那方便袋里的东西袁 哪里
有心思做作业呀? 听着厨房里烧
菜的声音袁哈哈袁现在终于可以看
个究竟了遥 于是我蹑手蹑脚地来
到方便袋前袁打开一看袁哇袁都是
我最喜欢的糖果袁有芒果味的袁有
草莓味的袁有菠萝味的袁还有我最
喜欢的巧克力耶! 光看就让我垂
涎三尺遥

要不是当时我身上还寄居着
野感冒冶大菌和野咳嗽冶小虫袁我早
就弄两颗往嘴里塞了! 想不到妈
妈冷不丁出现在身后袁吓我一跳遥
她怒气冲冲地指着开着的袋子 :
野这是怎么回事?冶野我噎噎我袁我
只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呗! 冶野哦袁你
手脚真够利索的遥 早就跟你说过
了袁咳嗽不能吃糖袁吃了会加重咳
嗽的袁 知不知道噎噎冶 她又念叨
叶咳嗽宝典曳了遥

唉! 糖没吃着袁反而被妈妈训
斥了一番袁 真是囧啊浴 可转念一
想袁这囧事回味起来像糖一样甜遥

渊指导老师院陈存峰冤

老房旧宅袁蜿蜒小巷袁碎砖
破瓦袁随处可见遥 巷侧的围墙袁
裸露着青苔和掉漆的红砖袁几
辆自行车散放在巷子的深处遥
夕阳照在巷中袁 投下一束昏暗
的阴影噎噎每当从繁华的街道
回到寂静的小巷袁 便会油然而
生一种倦鸟归家的感觉遥

幼年时袁伫立在小巷中袁我
总会禁不住仰望老楼围墙旁的
枇杷树遥 夏天袁树上结满青枣般
大小的枇杷袁嫩的靛青袁熟的橙
黄袁馋得我忍不住想院这枇杷定
然十分好吃吧钥

与枇杷树毗邻的是一间间
铁皮车库遥 车库门呈灰褐色袁上

面覆盖着层层铁锈遥 吃力地推
开生锈的铁门袁 你会发现里面
满是灰尘袁蛛网丛生袁只不过不
见蜘蛛们的踪影袁 它们是不是
从旁边破洞的角落逃走了钥 我
好奇地从破洞中朝外张望袁发
现从那里窥见的天似乎更蓝
些袁 云更白些袁 太阳也更温和

些遥
中午袁老式油烟机野隆隆冶

作响袁散发出股股油味儿遥 那是
无数次梦中忆起的家的味道袁
尘封的往事和美好的回忆在这
份味道中慢慢弥散开来遥

我爱老房子袁 因为它是我
的根遥 渊指导老师院周海霞冤

春已归来
五(20)班 孙奕暄

野小径红稀袁芳郊绿遍袁高台
树色阴阴噎噎冶 半倚着古色古香
的自在亭袁极目远眺袁一片葱茏袁
一位老人从亭下漫步而过袁 施施
然遥

信步走下石阶袁 一不留神便
与春天撞个满怀遥

路旁的二月兰正开得如火如
荼袁片片花瓣泛着紫意袁如蝴蝶展
翅袁一簇簇袁一片片袁娇嫩的花蕊
在风中微微抖动袁 碧绿的叶片迎
风而立袁 似乎要拥抱这美好的春
天遥

沿着株株粉红的樱花向前进
发袁 不觉已沿着羊肠小道来到了
桦树林遥 春风好似一块极轻的绿
绸袁轻轻荡过袁给桦树林笼罩上了
一片薄纱遥湖边袁水面因春天的到
来而显得生机勃勃袁 时不时地泛
起粼粼碧波袁 将太阳刚刚试图投
下的光影漾成碎片遥 人们聚集在
周围袁欣赏着春日的美景袁脸上洋
溢着灿烂的笑容袁 散发出无限的
活力遥

不知不觉袁春已归浴
渊指导老师院郑静冤

“呼啦圈”
也疯狂
五(23)班 李倩雯
下午大课间袁 伴随着悦耳

的铃声袁 我们拎着呼啦圈飞奔
出教室遥

小季可是个转呼啦圈的高
手遥她站在圈内袁双手抓住呼啦
圈袁往后一甩袁呼啦圈便和着音
乐尧贴着身子转动起来袁不紧不
慢遥 可此时我的身上却是另一
番景象遥刚一甩开袁还没来得及
扭袁呼啦圈就掉了下来袁一连几
次都是这样遥 犟脾气的我又尝
试着边扭腰边松手袁 可呼啦圈
在身上停留不到 3秒又掉下去
了遥

小季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院
野别泄气浴转的时候身子往一个
方向扭袁 掌握好节奏遥 你再试
试浴 冶我拾起呼啦圈袁按照师傅
教的方法练习遥 尽管扭得比较
笨拙袁 但渐渐地也能转上几圈
了遥等琢磨出技巧时袁我也转得
野溜冶起来浴
哈哈袁呼啦圈上身袁越转越

疯狂浴 渊指导老师院杨平冤

找春天
二渊3)班 吴欣怡

野春天在哪里呀袁春天在哪里
噎噎冶 我唱着儿歌和妈妈一同去
寻找春天的足迹遥

农田边袁一眼望去袁绿油油的
小青菜尧红彤彤的西红柿尧紫莹莹
的茄子映入眼帘遥 最吸引眼球的
是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遥 妈妈
告诉我油菜籽儿可以榨油袁炒菜尧
烧汤时都可以食用遥

读万卷书袁行万里路遥 今天袁
我在农田找到了春的气息袁 真是
不虚此行遥 渊指导老师院顾玉秀冤

有人喜欢勇斗西风的秋
菊袁有人喜欢挺拔的松柏袁有人
喜欢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袁而

我却喜欢朴素淡雅的油菜花遥
走在乡间小路上袁 时不时

看见一丛油菜花遥 漫步花丛袁

花香遍布袁蝴蝶落在肩头袁留下
斑斑点点的花粉遥弯下腰来袁芳
香便迫不及待涌入鼻腔袁 沁人
心脾遥

油菜花田像是会排兵布阵
似的袁有的和绿树配合袁将绿树
包围其中袁用金黄衬托绿色曰有
的如棋盘一样星罗棋布袁 这里
一簇袁那儿一丛袁三五一群袁有
趣极了曰还有的更是巧夺天工袁
由金黄渐变成淡黄袁 如同一幅
优美的画卷遥

油菜花袁这样的无私奉献袁
这样的朴素淡雅袁 叫我怎能不
全身心着迷于它钥

渊指导老师院吕菊兰冤

酸要要要每次打比赛时袁我
们眼睁睁地看着野敌人冶把我们
手中的球抢走袁 赢得了这场比
赛袁在那儿手舞足蹈袁而我们要
受罚遥 这时我就像吃了酸杏一
样袁心里倍儿酸浴

甜要要要有一次袁 老师让我
参加了一场花式篮球比赛袁我
粗略地看了一下规则袁 嘿浴 这

可真是天助我也浴 比赛的内容
都是我重点训练过的袁 不是有
那么多观众在场我早就跳起舞
来了遥 不出所料袁 我十拿九稳
地拿下了这场比赛遥

苦要要要每次临近大比赛的
几天袁那才叫个苦呀浴 下午袁被
各式各样的训练方式弄昏了头
脑曰晚上袁我又得挑灯夜战袁背

诵比赛注意点袁哎浴
辣要要要今天老师让我们对

墙训练投球和接球遥野呯尧呯尧呯
噎噎冶大家井然有序地训练着遥
突然野啪冶的一声袁野呀浴冶篮球不
偏不倚正中我的脸遥野呜噎噎呜
噎噎冶我英俊的脸啊浴

渊指导老师院陆海霞冤

我是一个三国迷袁 很仰慕
那些英雄遥这不袁今天我们班举
行了一场野三国故事会冶袁于是
我又一次野神往三国冶遥

柏云松一马当先袁 他讲的
是野周公瑾火烧赤壁冶遥 当他讲
到诸葛亮在七星坛作法求风袁
黄盖领船火攻曹军时袁 抑扬顿
挫眉飞色舞遥 在那一刻我顿时
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吴军将士
们的呐喊声袁 看到曹操的连舟
变成一片火海遥 曹军纷纷丢盔
弃甲袁有的跳水逃生袁有的衣服
着了火袁 像无头苍蝇在甲板上
乱窜袁到处是哭声阵阵袁浓烟滚

滚遥
田静远紧随其后袁 她讲的

是野空城计冶袁当她讲到诸葛亮
城楼抚琴智退司马懿时袁 我的
脑子里浮现出曹军浩浩荡荡来
到城楼下袁见城门大开袁蜀军士
兵故作镇定袁 假装悠闲自得地
洒扫街道袁一副野请君入瓮 冶的
阵势袁 我真替诸葛亮捏一把汗
呢遥

最后演讲的是朱祉妍袁她
讲的是野草船借箭冶遥 听完她的
讲解袁 我似乎看到了心胸狭窄
的周瑜曰 看到了胸有成竹的诸
葛亮曰看到了恍然大悟袁但又无

可奈何的曹操曰 还看到了犹如
仙境般浓雾弥漫的江面遥 听到
了震耳欲聋的擂鼓声曰 万箭齐
发的野嗖嗖冶声遥同时袁我也联想
到另外一首诗 野一夜浓雾满长
江袁远近难分水渺茫袁骤雨飞蝗
来战舰袁孔明今日伏周郎遥 冶

这三位同学演讲得绘声绘
色袁引人入胜袁那三国战乱的场
景像放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脑
海里袁 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遥

渊指导老师院赵爱玲冤

蚕宝宝
二渊16冤班 谈姝璠

前不久袁 婆婆给我带来了
一些野小客人冶要要要我期待已久
的蚕宝宝遥 只见它们长着圆圆
的小脑袋袁小小的黑眼睛袁芝麻
粒大小的小身子不停地动来动
去袁可爱极了浴
一有时间袁 我就拿出几片

桑叶喂它们遥十几天过去了袁蚕
宝宝们渐渐地长大了袁 从又黑
又小袁变成了又黄又瘦袁这天袁
我发现蚕宝宝们一动也不动袁
如死了一般袁 想起老师课上讲
的院蚕生长过程中要蜕四次皮袁
这种现象称之为野眠冶遥 我兴奋
极了浴目不转睛地盯着蚕盒袁只
见蚕先把身子一缩袁 接着一双
金色的小脚先从肚子下面出
来袁慢慢地一直到尾巴袁脱掉一
层皮后袁 蚕宝们像穿上了雪白
的衣服袁又白又亮袁漂亮极了遥

又过了几天袁 我把准备好
的细篾野小山冶轻轻地放到了盒
子里袁只见它们分别爬上了野小
山冶袁 找好了自己喜爱的位置袁
边吐丝边把自己包裹起来袁就
这样吐了两天袁 茧挂满了 野小
山冶袁真让人爱不释手袁十分小
巧可爱浴 渊指导老师院徐耘冤

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
察遥 他长着一张国字脸袁 挺挺
的鼻梁袁虽然个子不高袁但非常
强壮袁 浑身的肌肉就像一块块
铁疙瘩遥 他穿上警服更是英武
逼人袁甭提多神气了遥 可是袁爸
爸却很少穿警服袁 因为他干的
是刑警袁 整天忙着隐蔽侦查突
击抓人袁身份暂时要保密遥

有时候我一连几天都见不
到爸爸的身影遥记得去年冬天袁

在城区发生了一连串的砸车窗
偷取车内财物的案件袁 警局将
案件交给爸爸袁 一连几天都忙
着跑现场尧调监控袁终于摸清了
犯罪分子的作案规律遥 爸爸和
同事们决定蹲点守候袁 伏击抓
捕遥 那天晚上袁天很冷袁爸爸和
三个同事采用了扎口袋的战
术院蹲守到凌晨袁犯罪分子终于
出现袁东头的同事大喝一声袁歹
徒赶紧向西头狂奔袁这时袁爸爸

一个箭步冲上去袁 迎面挡住了
歹徒的去路袁 一把将歹徒拦腰
抱住袁 和随后赶来的同事将歹
徒制服袁 从地上提起来袁 押上
车遥这时候袁他们才猛然发现歹
徒的一把闪光的匕首遥 爸爸赶
紧让同事们检查身上有没有受
伤遥自己再一看袁身上的棉袄被
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遥 幸好棉
袄比较厚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遥
这件事爸爸一直没告诉我和妈
妈袁 后来还是从他同事口中得
知的遥我非常心疼我爸爸袁更崇
拜他英勇的胆魄遥

(指导老师院王慧萍)

记忆中的老房子 五(5)班 任锦程

打篮球的酸甜苦辣渊节选冤
四 (8)班 毛李贤

三国故事会 四 (19)班 陈嘉乐

我的爸爸是刑警
四 (22)班 臧子堃

油菜花 五 (10)班 于经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