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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袁我想对您说
二渊17冤班 张沛勋

每当夜幕降临袁 我躺在柔软的被窝
里袁厨房和客厅的灯都还亮着袁妈妈还在
洗碗尧洗衣遥 看着您忙碌的身影袁我想对

您说 院野妈
妈袁您辛苦
了袁快早点
休息遥 冶

有时
候袁我犯了
错误袁您沉
着脸严厉

地批评我袁看见我低着头淌着眼泪袁您又
轻轻拍拍我的后背遥 我不敢抬头看您袁在
心里对您说院野妈妈袁我错了袁请给我改正
的机会遥 冶

有一次袁我想吃水果袁您立刻走进厨
房袁一刀一刀慢慢地切袁圆溜溜的苹果在
您手中十分听话遥 不一会儿袁一个漂亮的
水果拼盘就做好了浴 品尝着可口的水果袁
我想对您说院野妈妈袁您的双手真灵巧袁谢
谢您浴 冶

妈妈袁您是最勤劳尧最严厉尧最爱我
的妈妈浴 妈妈袁我也同样爱您浴

渊指导老师院毛鹤美冤

小时候袁 妈妈去上班袁每
天早出晚归袁 只有奶奶照顾
我袁但地板下的蚂蚁袁门口砖
头下的蜈蚣袁天天在我左右徘

徊遥
春天袁正是万物复苏的时

候袁门口的砖头尧瓦片尧青苔底
下总是藏着数不清的小爬虫遥
轻轻掀开一小片瓦袁被压在下
面的虫儿们四处乱躲袁小蜈蚣
们要么拼命钻土里袁要么像离
弦的箭一般窜到别处曰西瓜虫
一下卷起身来袁变成一个小小
的圆球儿袁 怪不得叫 野西瓜
虫冶曰而蚯蚓呢袁动着它那条形

的身体朝地里爬袁那动作没有
蜈蚣快袁让人看着恨不得用手
抓住它袁把它插到土里面噎噎

感觉春天才撒了几把希
望袁就被夏天撵走了遥 夏天脾
气暴躁袁用烈日烘烤着人们的
心肺袁用暴雨冲刷着人们的意
志遥 我是不会屈服的袁以小孩
的倔强在大夏天抓虫遥我偷偷
来到邻家的菜地袁菜地里难免
不会招惹到蝗虫尧蝈蝈尧蚱蜢

等害虫遥 我趴在地上细细观
察袁只见草丛里守候已久的螳
螂就按耐不住袁 等蝗虫靠近袁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弹出它
的大刀袁用锋利的尖齿困住蝗
虫袁蝗虫拼命地挣扎袁可怎么
也逃不出螳螂的掌心袁最后只
能被螳螂一口一口地吃掉遥

夏天可能是被自己给熔
化掉了袁 就像他不曾来过一
样遥秋天尧冬天的虫子稀少袁我
就不继续捉虫了遥

我想念那个美好的时光袁
那个诗歌般的童年袁那个五岁
的我噎噎

渊指导老师院周海霞冤

“幸福”饰品盒
五渊6冤班 王怡然

对于野幸福冶的含义袁大家都各有体
会遥 幸福可大可小袁但无论大小袁它都是
令人愉快的遥 就像我的爱心饰品盒袁它虽
然小袁但带给我的幸福却是很多很甜浴

今天袁 妈妈命令我十五分钟内把书
桌整理干
净 袁 我拖
着 脚步 袁
极不情愿
地走进书
房 袁 东一
样 袁 西一
件地磨蹭
着 袁 心里
暗自抱怨

妈妈院好不容易一个周末袁都不让人好好
休息浴 突然袁阴暗的桌角闪出一线光亮袁
一个心形的饰品盒正躺在那里袁 封口处
那个金黄色的爱心在灯光的照耀下袁又
闪出了初见时的光芒遥 哦袁它是三年前我
和妈妈去古镇同里游玩袁 我们一起看中
买下的遥 江南古镇曾回荡着我们一家幸
福的欢笑袁而今袁饰品盒上的油漆虽然有
些剥落袁让它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光泽袁但
陈旧的颜色却给盒子增添了几分古朴与
神秘遥 打开饰品盒袁只见一道光闪过袁那
不是久违的幸福吗钥 这一刻袁我笑了浴

每一个物品都有它最独特的地方袁
都有一个幸福的回忆袁 这就是我的 野幸
福冶饰品盒浴 渊指导老师院张娟冤

周金池是我们班的冶科学
狂人冶袁他个子不算太高袁黑框
眼镜里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
睛袁一看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
野科学狂人冶遥

周金池喜欢阅读有关科
学方面的书袁他曾经阅读过八
年级上册和下册生物书袁九年
级上册和下册化学书袁叶小诺
贝尔曳叶未来科学家曳噎噎乃至
高中选修生物书他都读过遥他

不仅书读得多袁而且读得特别
细致认真袁你随便问他一个书
中的问题袁都难不倒他遥

周金池的科学实验做得
也多袁他曾经做过高锰酸钾造
氧尧 碳酸氢钠造二氧化碳尧碘
遇淀粉变蓝尧二氧化碳渊干冰冤
灭火等数十种有趣的实验袁而
且几乎每项实验的步骤与结
果都牢记在心遥 他善于观察袁
经常从他的野百宝箱冶里拿出
显微镜观察生物遥他几乎每个
课间都往科学室里跑袁与科学
老师讨论有趣而且复杂的科
学问题袁观察科学室里的标本
与模型遥

他因此得过许多科学奖
项袁如院野疯狂博士制作奖冶野金
钥匙科技竞赛奖冶噎噎所以他
被称为野科学狂人冶遥

周金池之所以能成为野科
学狂人冶袁是因为他博览群书袁
有刻苦钻研袁坚持不懈的科学
探索精神袁我要学习他浴

渊指导老师院李瑾冤

云 儿
五渊25冤班 叶玉华

云儿在天边玩耍袁
他们是天上的魔术家遥
一会儿变成小羊袁
一会儿变成骏马袁
一会儿又变成朵朵美丽的花遥
风妈妈来了袁
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回家遥

渊指导老师院张晓阳冤

那天的阳光虽然是那样
明媚袁 可是我的心里却下着
野倾盆大雨冶遥但万幸的是袁雨
后还出现了彩虹遥

那节课袁 我们正在发试
卷遥我原本信心满满袁可是听
到我的成绩才八十几分袁我
便好像从顶楼掉下了万丈深

渊袁 又好像晴朗的天空上劈
下来一道闪电遥 要知道我的
数学成绩一直不错呀浴这时袁
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袁
连脸蛋也火辣辣的遥 好不容
易熬到了下课袁 身为男生的
我默默地掉下了一颗颗 野金
豆豆冶遥我最好的朋友明明看
了看我的试卷袁 对我说院野男

子汉流血不流泪袁再看看你袁
这耶雨爷下得这么大,不怕人家
笑话你吗钥 冶这段话好似一团
阳光,赶走了一大片乌云遥 这
时袁 明明又安慰我院野你错的
基本是粗心造成的袁 而有谁
会不粗心钥有谁会不犯错呢钥
再说了袁上次班长没考好袁不

也是因为粗心
吗钥 而且失败不
是成功之母吗钥
所以你只要下次
细心袁 考好不就
行了浴 冶听了明明
的话袁 我就好像
吃了一颗强心丸
一般袁 不仅雨不

下了袁 还出现了一道美丽的
彩虹呢浴

从此袁 这道彩虹像太阳
一般袁照亮我的心房袁温暖我
的内心曰又好像勇士一样袁赶
跑灰心袁 让我做什么都坚持
到底遥

渊指导老师院黄永红冤

我有一个崇拜的人袁他就
是我的篮球教练要要要王禹老
师遥 王教练个子特别高袁喜欢
穿一身运动服袁看起来阳光帅
气遥 王教练喜欢打篮球袁而且
技艺高超遥

我和队友们经常看王教
练打比赛遥 一天下午袁我们来
到篮球场袁只见王教练穿着粉
色的队服袁 淡蓝色的篮球鞋袁
站在球场的正中间袁 可精神
了浴 比赛正式开始袁防王教练
的是一位比他稍微矮一点的
敌队中锋袁王教练很淡定地看
了他一眼遥随着计时器上不断
跳动的那道绿光袁比赛也越来

越紧张袁 球员们挥汗如雨袁渐
渐体力不支袁王教练也早已大
汗淋漓遥突然袁他接到球袁面向
篮筐袁 做了一个投篮虚晃袁防
守队员跳起来却扑了个空遥说
时迟那时快袁王教练一个加速
冲向篮筐袁如入无人之境遥野球
进了浴 球进了浴 冶我们欢呼起
来遥接着袁轮到王教练防守了袁
王教练做好标准的防守动作袁
一步步地向进攻队员逼近袁

野啪冶的一声袁王教练果断地把
手向前一伸袁一下子就把进攻
队员的球打掉了遥 野厉害浴 冶我
大声喊道袁野王教练袁加油浴 王
教练袁加油浴冶比赛激烈地进行
着袁 我们的呐喊声此起彼伏
噎噎

平时训练袁王教练对我们
的要求特别严格袁只要有人偷
懒或跑步慢了半拍袁王教练就
会皱着眉头袁 毫不留情地吼

道院野全体罚十组折篮跑袁每组
六个浴冶从此袁我们再也不敢有
所懈怠袁 一天一天过去了袁我
们跟着王教练学会了许多篮
球动作和技巧遥 假期袁王教练
和体育局的刘教练还会带领
我们去昆山尧宿迁尧徐州等地
观摩学习袁切磋球技袁我相信
我们是最棒的袁因为我们有最
棒的篮球教练遥

野与其在别处仰望袁不如
在此处并肩遥冶这是篮球精神袁
也是王教练教会我们的人生
道理袁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遥

渊指导老师院曹晓梅冤

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
察遥 他长着一张国字脸袁挺挺
的鼻梁袁大大的眼睛遥 爸爸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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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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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中最辛
苦的刑警工

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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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爸爸遥他一连几天都忙着跑
现场尧调监控袁终于摸清了犯

罪分子的作案规律袁爸爸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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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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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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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将歹徒制服袁准备押上车

的时候袁突然发现了歹徒一把
闪光的匕首袁爸爸赶紧让同事
检查身上有没有受伤遥自己再
一看袁 身上的棉袄都被划破
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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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事儿 五渊5冤班 任锦程

我最崇拜的一个人
四渊22冤班 臧子堃

野科学狂人冶周金池
五渊18冤班 钟泽璋

安慰 四渊2冤班 袁振轩

我最崇拜的人
四渊15冤班 万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