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一天又一天袁一年又一年袁
盼望长大的童年噎噎遥 冶说得一
点儿没错袁小时候袁长大是我们
十分向往的遥 可是袁现在我才知
道袁 长大并不一定那么美妙袁这
野副作用冶啊袁也不小浴

从小袁我喜欢唱歌袁亲朋好
友家里办喜事袁经常让我上台唱
一首遥我也不谦让袁张口就来袁总
能赢得他们的掌声遥 学校里袁有
什么活动袁 需要独唱或者领唱袁
老师也是第一个就想到我遥

可是去年暑假袁我进入了变
声期袁嗓音变得比较哑袁再也唱
不了什么歌了袁要有人来请我唱
歌袁我只能野婉言谢绝冶袁他们也
能理解我的情况袁 便不要我唱
了遥 嘿嘿浴

可是袁我并不是每次都那么

幸运遥 去年的英语节袁老师要我
表演一个独唱遥 我赶忙说院野老
师袁我变声期袁就不唱了吧遥 冶可
老师却以为我想野临阵脱逃冶袁严
肃地说院野行了袁 你别谦让了袁这
事非你莫属袁 你是文艺委员袁你
不唱谁唱遥 冶同学们都哄笑了起
来遥 我很无奈袁 有什么办法呢袁
野师命不可违冶呀浴 回到家袁我在
电脑上点了一首难度系数较低
的叶my love曳遥 野I wonder how 袁
I wonder how 袁I wonder噎噎冶袁
咳咳袁 一遇到略高一些的音袁我
顿时就野卡壳冶了袁我感觉能唱得

上去袁但是我的嗓子好像不听大
脑的使唤袁就是唱不上去遥 我又
试了几次袁结果几乎相同遥 现在
我什么歌都唱不了了袁我该怎么
跟老师野交差冶呢钥 幸好袁妈妈跟
老师及时沟通袁老师这才信了我
的话遥 要不是妈妈野出马冶袁那我
可就噎噎呜浴

上苍啊袁你能不能把我变声
期的时间缩短袁让我早点度过这
个尴尬的时期啊浴 唉浴

渊指导老师院嵇梅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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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袁我们一家去宜
兴游玩遥

在路上袁我看见一排排郁郁
葱葱的树袁像一位位英姿飒爽的
军人袁穿着绿色军装在欢迎着我
们的到来遥粉红色的小野花开得
真美丽袁 像一个个灿烂的笑脸遥
远处的山坡上袁碧绿的小草像是
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遥
高大的山像是一头威武的雄狮

在静静地午睡遥
到了宜兴袁我们住进了环境

优美袁景色宜人的酒店遥下午袁我
们去了茶园袁成片
的绿茶袁 看不到
边遥 我低下头袁一
股清香扑鼻而来遥
我们还去了竹海
公园袁公园里的竹
子破土而出袁长得

特别密袁 整个公园像是迷宫一
样遥 第二天袁我们去了恐怖的张
公洞袁玩了惊险的漂流和地下河
探险遥

短短的两天行程让我意犹
未尽袁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次
去游玩浴

渊指导老师院朱家军冤

每当我吃着香喷喷的土鸡
蛋时袁 就会想起我那七十五岁
的奶奶袁她那慈爱的笑容袁像一
盏灯把我的心照亮遥

我的老家砖桥有一个不大
的后院袁里面长了一些桂花树袁
奶奶养着一群母鸡遥 奶奶把母
鸡生下来的蛋用一个搪瓷盆小
心翼翼地攒着袁 放在家里一个
老式的碗柜里遥 如果我们有一
段时间没有回家袁 她就把鸡蛋
放入冰箱袁防止鸡蛋变质遥奶奶
会经常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
回老家遥 邻居都问她自己家的
鸡下的蛋为什么不吃遥 她总是
说院野土鸡蛋有营养袁 留给孙子
吃呢浴 冶

记得有一次袁 大伯来江都
办事袁顺便到我家吃饭遥我看见

大伯手里拿了一袋鸡蛋袁 我好
奇地问院野大伯袁 你家也养鸡
了钥 冶大伯说院野不是袁是奶奶让
我带给你们的遥 冶听了这句话袁
我的心中顿时涌入一股暖流遥

每次袁 奶奶给的鸡蛋快吃
完时袁我都会想院奶奶一定又给
我攒了不少鸡蛋了吧遥 这鸡蛋
里寄托着奶奶对我浓浓的爱袁
让我感到无限的温暖噎噎

渊指导老师院房春传冤

四月十四日袁佰特机器人俱
乐部举行了一次春季踏青活动袁
目的地要要要西江生态园遥

首先袁我们来到了扬州农业
基地遥 一进入展厅袁碧绿的大元
宝菜篮子一下子映入我眼帘遥老
师宣布了第一项活动要要要植物
寻宝挑战赛袁 我一拿到考题袁立
马冲进园子里去寻宝遥 一开始袁
我毫无头绪地东看看袁 西望望袁
怎么也找不到宝遥看到其他小伙
伴已经找到一两个宝了袁我心急
如焚袁不停地挠着头袁急得直跺
脚遥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袁提醒我院
野别急袁要静下心来袁对照图片袁
仔细找一找袁一定会找到的遥 冶

于是袁我认真看了看第一幅
图袁 像我们平时吃的一种蔬菜袁
记住了它的形状尧颜色后袁我就
去寻找宝物了袁不费吹灰之力就
找到了第一种植物袁名叫野彩叶
草冶遥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袁赶紧

把答案写在考题上袁妈妈也高兴
地笑了遥

然后袁我用同样的方法依次
找出了其它三种植物袁快速交上
考题卡袁可还是慢了袁人数已满遥
我难过地低下了头袁眼泪在眼眶
里不停地打转遥妈妈安慰我院野比
赛嘛袁名次不重要袁重在参与就
好了袁再说了袁你也有收获啊浴 冶
是啊袁我也有收获的袁认识了许
许多多不常见的植物袁有像娃娃
一样的人参果袁有红灯笼似的吉
祥果袁还有笔直向上的野量天尺冶
噎噎

接下来我们来到餐厅袁进行
下一项活动要要要包饺子遥桌上放
着面团尧面粉尧饺子馅和擀面杖遥

每个人都摩拳擦掌尧胸有成竹地
行动起来袁 擀饺皮的擀饺皮袁包
饺子的包饺子袁一个个忙得热火
朝天遥 大家包的饺子形态各异袁
有的像艺术品一样袁有的却惨不
忍睹噎噎我虽然包得不好看袁但
是味道还不错袁毕竟是自己的劳
动成果袁吃起来就是香遥

最后袁 我们还进行了拔河尧
赶小猪尧摘草莓尧种植多肉盆栽
等活动遥

这次春季踏青活动虽然很
累袁但是一想到踏青的乐袁我浑
身就充满了力量袁 使我难以忘
怀遥

渊指导老师院刘书兰冤

劳动节到了袁 我们一家去
千岛湖游玩遥虽然天公不作美袁
但是绵绵细雨浇灭不了我们游
玩的热情遥

我们蹦蹦跳跳地上了游

轮遥来到甲板上袁平静的湖面宛
如一面明亮的镜子袁 又似一块
青色的璧玉遥 游轮在湖面上航
行袁激起了一层层雪白的浪花袁
正如我们此刻激动的心情遥 我
们在甲板上蹦跳着尧欢呼着遥远
处袁山峦连绵起伏袁岛屿星罗棋
布遥 听说这儿有一千多个岛屿

呢袁难怪叫野千岛湖冶遥
游轮在两座岛屿的缝隙中

穿行袁岛上郁郁葱葱袁还不时传
来欢快的鸟鸣声遥突然袁眼前的
视野开阔了起来袁 宽阔的湖面

中间有一座小巧
玲珑的岛屿袁好一
个野白银盘里一青
螺冶呀浴 平静的湖
面如一块碧玉袁真
是野春来江水绿如
蓝冶袁 这会不会是
天的蓝和山的绿
融为一体染成的
呢钥看着眼前的美
景袁我不禁赞叹起
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遥

游轮靠岸了袁 我们登上各
个岛屿袁赏了美景袁品了红茶袁
吃了美食噎噎多么快乐浴

山外是水袁水外是山袁山环
水抱袁 千岛湖真不愧是人间仙
境啊浴

渊指导老师院王晓燕冤

操场上格外热闹袁这是六年
级最后一次运动会袁我们都十分
兴奋袁运动会将因运动健儿们而
精彩万分浴

运动场上人头攒动袁赛场中
央的选手们跃跃欲试袁观众席里
人声鼎沸袁尖叫声尧欢呼声不绝
于耳遥 随着野砰冶野砰冶几声枪响袁

运动员们都像离弦的箭一样冲
了出去袁烈日炎炎也挡不住他们
的激情遥看袁我班同学上场了浴孙
子一刚听到枪响袁便猛地蹿了出
去袁双臂飞快地摆动袁双腿大步
地奔跑袁仿佛拼了命一般遥 无奈
高手如云袁他拼尽了全力也只能
与冠军插肩而过遥 即使如此袁运

动会也因你的拼搏而精
彩浴

但是不用灰心袁心
若在梦就在袁 大不了从
头再来浴 接下来就是我
班野王牌选手冶要要要吴凯
上场了浴 只见吴凯一脸
风轻云淡袁 好像胜券在
握一般袁 事实上的确如
此遥 吴凯不仅有实力袁还

用上了战术袁刚开始紧跟在第一
名身后袁 到最后对手体力不支袁
而他却开始冲刺浴他如猎豹一般
直把对手甩出十几米远袁稳获第
一遥 观众席上袁同学们爆发出震
耳欲聋的欢呼声袁老师也拿出手
机拍下这扣人心弦的一幕遥运动
会因你的出色更精彩浴

男选手奋力挥洒着汗水袁女
选手也不让须眉袁一个个矫健的
身姿在跑道上拼搏着尧 奋斗着浴
一滴滴汗水凝聚着她们坚持不
懈尧奋勇向前的精神浴 运动会因
她们的团结一致而格外精彩浴

时光悄无声息地溜走袁我们
的最后一次运动会结束了遥还没
有从紧张激烈的比赛中抽身出
来袁 又被一个大好消息惊呆了袁
运动会上我们实现了从野0冶到第
一的完美突破浴 其实袁无论成绩
如何袁这次运动会都因大家而精
彩浴

渊指导老师院田月兰冤

人的一生会有无数个日日
夜夜袁那么漫长的人生旅途袁你
是如何度过的钥 在紧张忙碌中
度过袁还是在快乐悠闲中度过袁
甚至是在懒散颓废中度过噎噎
我希望在悠闲中度过遥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天袁阳
光轻轻拨开淡淡的云雾袁 我们
约上三五个好友踏上了一次说
走就走的短途旅行袁 目的地就
是高淳国际慢城遥

慢城袁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
慢生活的环境袁 远离城市的喧
闹袁在这个云淡风轻尧山清水秀
的野桃花源冶处悠闲地生活遥

我们下车了袁改成步行袁沿
着蜿蜒的环山路而行遥路漫漫袁
步也慢慢曰心悠悠袁行也悠悠袁
觉得爬个一两座小山一点也不
累遥 在到半山腰袁鸟瞰山下袁近
千亩的油菜田尽收眼底袁 菜花
在微风的吹拂下左右摇摆着袁
那嫩黄袁那翠绿袁蝴蝶飞舞其
间袁真是令人陶醉袁仿佛走进了
油画里遥

中午时分袁 我们一行人来

到一座青砖黛瓦的小村落袁简
朴的农家乐袁 紫藤花爬上了门
头袁一顿粗茶淡饭袁不需奢华精
致袁只求悠闲落胃遥

太阳渐渐把头偏到了西
边袁 我们来到茶园里袁 层层叠
叠袁 郁郁葱葱遥 茶香在闭目中
诞生袁 也在闭目中消失遥 俗话
说得好野春共山中采袁香宜竹里
煎冶袁轻轻漫步在曲径通幽的小
路上袁随手摘下那几片嫩叶袁感
受那茶的馨香清冽遥

穿过一座小山袁 眼前豁然
开朗袁 一座水库跃入眼帘遥 桥
上几乎没有车辆袁 行人三三两
两散步尧拍照遥 桥下流水清澈
见底袁 水中游鱼自由自在遥 一
阵微风拂过袁 水面泛起层层涟
漪遥

夕阳照着波光粼粼的水
面袁 这景象像极了一幅山水画
卷遥

悠闲的一天袁没有喧闹袁没
有浮躁袁 只需在静静悠悠中慢
慢度过遥

渊指导老师院赵秋香冤

游宜兴 二渊12冤班 张子滢

奶奶的土鸡蛋
三渊15冤班 丁楚岩

有趣的踏青活动
三渊21冤班 陆艺宸

运动会，因你而精彩
六渊7冤班 任婧妍

变声期的烦恼
六渊19冤班 褚天舒

千岛湖 三渊10冤班 梁亦凡

悠闲的一天 六渊15冤班 扈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