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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拿到叶夏洛的网曳这
本书时袁 我以为这是一本关
于野网络冶的书袁可定晴一看
封面才恍然大悟院 原来这个
野网冶是指的蜘蛛的网啊浴 带
着满心的好奇袁 我迫不及待
地走进了故事当中遥

一只不幸的落脚猪威尔
伯幸运地遇到了好朋友夏
洛要要要一只聪明伶俐的蜘
蛛袁 在它们相处的过程中建
立了深厚的友情遥 当威尔伯

最终要被人们做成熏肉火腿
的时候袁 夏洛用自已的丝织
成文字袁打造出一只野光彩照
人冶的野王牌猪冶袁让威尔伯免
遭厄运袁 而自己却用尽毕生
心力遥我深深地感受到院友谊
让这世界充满了温情遥

我不禁想到了古代大文
豪李白和好友汪伦站在桃花
潭边依依惜别袁便有了野桃花
潭水深千尺袁 不及汪伦送我
情冶的千古绝唱遥 而今袁我和

同学们的友谊虽不为人知袁
却真真切切地打动了我院一
个关切的眼神袁 一句亲切的
问候袁一次友好的握手袁一个
鼓励的拥抱袁 都是友谊带来
的温暖遥

让我们珍惜每一份难能
可贵的友谊袁 共同打造这温
情的世界吧浴

渊指导老师院仲家丽冤

一家人在餐桌前静静地吃
饭遥 野嗯钥 鱼怎么不吃钥 一人一
条浴 冶一家之主妈妈发话了遥
妈妈是个吃鱼高手遥 她神态安
然地吃着鱼袁 鱼刺一根不差地
吐了出来遥她看看我们袁缓缓开
了金口院野剩下的袁 我舍不得吃

了遥 冶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袁 不吃

显然是不可能的遥 我一边艰难
地剔着鱼肉袁一边苦想院都说吃
鱼聪明袁可我吃了那么多鱼袁也
不见有多聪明啊浴胡思乱想中袁
我差点被鱼刺卡住遥万幸袁鱼刺

只在我喉咙处短暂停留袁 然后
就跟我野再见冶了遥 耶袁完成任
务浴

我略带同情地看了爸爸一
眼袁 只见他生无可恋地摊坐在
椅子上遥野爸爸袁你就吃吧浴不吃
鱼会缺乏营养噢浴冶 野看在女儿

的份上袁 我就勉为其难吧浴 冶
野吭哧吭哧冶地吃了几口袁果不
其然袁爸爸被鱼刺卡住了遥 妈
妈看着正在干呕的爸爸袁叹了
口气院野怎么吃一次袁 卡一次
呢钥 难道真的患上了耶吃鱼恐
惧症爷钥冶妈妈一边埋怨着袁一边
端过餐盘袁 三下五除二清空了
所有的鱼袁我和爸爸目瞪口呆遥
这就是我们家吃鱼的风波遥

渊指导老师院苏云芳冤

超 越
六渊7冤班 佴子淇

任婧研在班上无人能及袁 语数英
全是高分袁堪称野学霸冶遥

数学是我的强项袁 但她每次都比
我考得好袁于我而言袁这无疑是重重的
打击遥 老师失望的眼神袁爸妈失落的表
情袁我只能野夹着尾巴冶过日子遥 慢慢
地袁我开始嫉妒起她来了袁直到我看到
这样一句话院野与其嫉妒别人袁 不如用
实际行动超越别人浴 冶于是袁我打算在
数学这一科超越她遥

野超越计划冶开始了浴 课上袁我潜心
听讲曰课后袁刻苦钻研曰回家袁我还会琢
磨课外难题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我正确
率越来越高遥 考验的时刻到了袁一次模
拟考试袁有一道难题袁搁以前我肯定无
从下手袁但现在小菜一碟遥 抬头看了一
眼对面的任婧研袁她也在冥思苦想呢浴

第二天袁老师公布成绩院野噎噎 任
婧研 99分浴 冶我十分忐忑袁野佴子淇 100
分冶浴 听到这里袁全班都震惊了袁为我送
上了热烈的掌声遥 等我慢慢缓过神来袁
正好看见任婧研为我竖起了大拇指袁
我开心极了浴

是的袁嫉妒是没有用的袁只有超越
了他人袁才是真正的成功遥

渊指导老师院田月兰冤

小时候袁爸妈嫌我太闹腾袁
就打发我去外婆家住几天遥 我
很少去乡下袁觉得什么都新鲜遥
一天袁外公架了一副梯子袁

要把猕猴桃藤牵到房顶上去遥
看着这通向房顶的梯子袁 我心
里痒痒的袁也想上去看看遥 我

学外公的样子双手握住梯子两
侧袁脚一蹬就上了一级袁好似学
了轻功遥 突然袁梯子一晃袁我心
里一惊袁 赶紧下来遥 望着这令
人生畏的梯子袁 我倒吸了一口
凉气袁悻悻地走开了遥

可是袁 那房顶始终吸引着

我遥 趁外公不在袁 我偷偷爬了
上去遥 来到房顶袁 不一样的景
象映入眼帘袁 我像威风凛凛的
野女将军冶 在房顶上踱来踱去袁
好不得意浴 玩够了袁要下野山冶
了袁 本以为顺着梯子下去是件
很容易的事袁可我往下一看袁腿

就软了袁怎么也不敢迈出步子遥
天色渐渐暗了袁 我急得哇哇大
哭遥 外婆循着哭声找到了我袁
大惊失色院野哎哟浴 小乖乖袁怎
么爬这么高呀钥快点下来浴 冶我
哽咽道院野我噎噎我下不来了袁
哇噎噎冶最后袁他们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把我弄下来噎噎

啊袁童年是一幅画袁是一支
美妙的歌谣袁 是每个人心中最
美好的回忆遥

渊指导老师院左雪梅冤

流浪猫
二渊15冤班 康耘野

不知何时袁我家突然来了两只猫袁
它们一大一小袁大的一身黄毛袁小的黑
白相间遥 每天中午到饭点的时候袁它们
就来野光顾冶了遥

这不院我们全家正在吃午饭袁只听
野喵喵冶两声袁两只猫顺着院墙袁从院子
里的枇杷树上爬了下来遥 老规矩袁这一
大一小坐在厨房门口袁 朝着我们直叫
唤遥 听着软绵绵的叫声袁 我看了看饭
桌袁哈哈浴 小猫又有口福了遥 我赶紧将
红烧鱼的鱼头拔下来送给它们遥 它们
开心地蹭着我的腿袁 趴在地上吃了起
来袁嘴里还不时发出野喵呜尧喵呜冶的叫
声袁非常满足遥 眼看着它们一天天胖了
起来袁已经不再是又脏又瘦的样子了袁
我开心极了浴

我喜欢这两只小猫袁 希望更多的
人都能献出一份爱心袁 让流浪猫越来
越少浴 渊指导老师院严欣冤

包饺子
二渊13冤班 王思予
上周末袁我学会了包饺子遥
早饭过后袁我看到爸爸在包

饺子袁就跟着学起来遥 本以为是
一件很简单的事袁可做起来却不
容易遥 我捏住饺子的这边袁那边
的馅冒出来曰捏住那边袁这边的
馅又露出来遥 后来袁我索性把饺
子放进手心袁同时一捏袁两边都
不漏馅了袁但它的野肚子冶却破
了遥 我赶紧拿来另一张面皮袁把
它的野肚子冶补上袁总算包好了一
个饺子遥

我把饺子放在案板上袁和爸
爸的进行比较遥 爸爸包的饺子一
个个挺着野将军肚冶袁活像打了胜
仗的野大将军冶遥 而我的呢钥 还没
上野战场冶就先趴下了遥

我又专心致志地学了几遍袁
终于有点样子了遥

古人说院野世上无难事袁只怕
有心人冶袁吃着自己包的饺子袁我
觉得格外香浴 渊指导老师院彭晶冤

又是一年春袁 校园里的
桃花开了遥

远远望去袁哪是桃花袁分
明是一团红云徘徊在校园遥
经过时袁总会慢慢地走袁让桃
花瓣落在自己的身上袁 沾染
芬芳遥携一身花瓣进入教室袁
也没有人说遥可不是么袁谁没
有桃花相伴钥 男同学的头顶
上袁 是花瓣曰 女同学的长发
上袁挂着一朵粉桃曰连老师的

办公桌上袁也插着一支桃花遥
上课时袁 竟有一个女生不在
班遥 老师笑道院野去桃花树下
找找她吧浴 冶果不其然袁那女
孩站在树下袁抬头望着桃花袁
傻呵呵地笑着遥

放学路上袁 见一对退休
老教师站在桃树下遥 爷爷对
奶奶吟诵道院野人间四月芳菲
尽袁山寺桃花始胜开遥我们可
要好好欣赏这桃花浴 冶奶奶笑

道袁野那当然袁耶桃花流水鳜鱼
肥爷袁也是这桃呀浴 冶这对老教
师培育一代又一代人才袁他
们早已是野桃李满天下冶了遥
桃花袁对他们袁自然是一张张
笑脸袁学生的笑脸遥

桃花开正盛袁 粉红的笑
颜在空中荡漾遥虽无声袁却分
明听到一串银铃般的笑遥

渊指导老师院赵秋香冤

我是一个
淘气的孩子

三(6)班 吴浩然
有一个孩子看上去老老实实尧规

规矩矩的, 实际上却是个小淘气鬼袁这
个人就是我遥

记得我 8岁那年暑假袁 我和好朋
友高景浩林在一起练习写字遥 我趁他
下课去上厕所的时候袁 拿出我的终极
秘密武器要要要强力胶水涂在他的凳子
上袁想趁机捉弄他一下袁结果等了好久
他也没回来遥 我便去厕所找他袁原来他
上厕所时把门锁了起来袁打不开门遥 他
听见我的声音袁立即向我求助袁为了让
我的野阴谋冶早点得逞袁我连忙把门打
开遥 他对我千谢万谢袁我却笑而不语遥
等他回到座位上时袁 我顿时笑得前仰
后合遥 他看着我袁觉得莫名其妙袁连忙
站了起来袁 只见凳子连着屁股一同站
立起来袁搞得整个教室都笑翻了天遥 最
后袁我受到惩罚要要要赔了一条裤子遥

这件淘气事让我记忆犹新袁 每次
想到都忍俊不禁遥 不过袁小伙伴们别担
心袁我已经是个十岁的男子汉了袁不会
再搞恶作剧了遥 渊指导老师院毛琳冤

我家的铜钱草
三(7)班 徐炳韬
我家的阳台上有一盆绿油

油的铜钱草遥
它的茎又细又长袁顶端一片

圆形的叶片像一把撑开的小伞遥
妈妈说它像古代的铜钱袁所以叫
野铜钱草冶袁但我觉得它更像一片
片小荷叶遥

它特别喜欢水遥 如果把它的
根长时间地泡在水里袁你就会发
现它长得更快更茂盛遥 喝饱水的
叶子碧绿碧绿的袁仿佛涂了油一
样遥 叶片在阳光下也变得更加透
明袁连一条条纤细的叶脉都清晰
可见遥

你别看它外表柔柔弱弱袁但
它生命力极强遥 有一次袁妈妈忘
记给它浇水袁等发现时已经干枯
得快要死了遥 妈妈抱着试试的心
态给它浇了一大杯水遥 几天后袁
一些小嫩芽冒了出来袁 真神奇
啊浴

铜钱草美丽又可爱袁还容易
养活袁 是最好的家庭绿色植物遥

渊指导老师院许丽冤

我最喜欢妈妈袁 她给了
我许多的温暖遥

她身材非常苗条袁 白皮
肤略显点儿黄袁 一头乌黑发
亮的短发显得十分精神遥 妈
妈一笑起来就露出一对大门
牙袁很有特点袁薄薄的嘴唇都
快包不住了遥

妈妈不但长得漂亮袁而
且非常关心我遥

记得那天夜晚袁 雷声轰
隆隆地响着袁 闪电发出一道
道光袁 哗哗的雨声伴着狂风
呼啸遥我起床小便袁迷迷糊糊
就跑到了厨房袁野砰咚冶一声袁
我撞到了冰箱的把手袁 顿时

疼痛难忍袁野咚冶 的一声坐了
下来袁哇哇大哭遥妈妈听到我
的哭声袁连衣服都没穿袁光着
脚就冲向厨房袁 轻轻地把我
抱到床上遥 她急忙从冰箱里
取出几块冰袁用毛巾包好袁敷
在我的头上袁 一阵冰凉的的
感觉赶走了疼痛遥 我望着妈
妈心疼的眼神袁 心里特别温
暖遥

妈妈袁我永远爱您浴
渊指导老师院刘娟冤

吃鱼风波 六渊4冤班 江之源

上“山”容易下“山”难
六渊20冤班 吴恬颖

那年桃花正盛 六渊15冤班 陈朗迪

我爱妈妈 三(24)班 刘成霖

《夏洛的网》读后感 三(19)班 汪雯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