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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袁 森林里来了一位
野不速之客冶要要要眼镜遥

眼镜先生漫不经心地转
悠袁 他爬上了小熊家的窗户袁
看见小熊写字时坐得端端正
正袁眼睛离书本始终保持一尺
的距离袁 看书时眼睛累了袁还
会做做眼保健操遥眼镜先生想:
这孩子坐姿端正袁还注意保护
眼睛袁我成不了他的朋友遥 然
后摇摇头失望地走开了遥

他继续向前走袁来到小猴

家袁透过窗户袁看到小猴皮皮
做作业时头趴着袁 歪着脑袋袁
下巴都快和手背靠在一起了袁
灯光昏暗袁做了好长时间的作
业袁也没让眼睛休息片刻遥

野太好了袁我有朋友了!冶眼
镜自言自语道遥 他按响了门
铃袁走进了皮皮家遥眼镜问:野皮
皮袁我是眼镜袁你愿意与我交
朋友吗?冶皮皮欣然同意袁戴上
眼镜后袁眼睛既舒服袁看东西
又清晰遥

自从他们成为朋友后袁眼
镜天天拿皮皮的鼻子当 野坐
骑冶遥 自从有了眼镜这个形影
不离的朋友袁皮皮运动尧穿戴
衣服都不方便袁叫苦连天遥

一天袁 小熊来皮皮家玩袁
看皮皮戴上了小眼镜袁 便说:
野皮皮袁写字时要做到耶一拳尧
一尺尧一寸爷袁眼镜就不会找你
了遥 冶 皮皮一听袁后悔不已遥

从此袁皮皮十分重视写字
时的姿势袁眼镜度数再没加深
过遥

指导老师 刘书兰

我和妈妈在街道上散心袁
走到十字路口袁 见路斜对面的
人行道上袁 有一个罩着玻璃的
小黄木台遥 它的主人是一个微
胖的老人袁他戴着老花镜袁身穿
一件简洁的灰风衣袁 正捧着纂
刻书研读遥

我略好奇地去看遥 走至跟
前袁发现木台与玻璃罩间袁放着

许许多多的印章遥 老人笑眯眯地
给我看纂刻书和刻刀袁 原来他是
手工刻章技艺的野继承人冶遥 那把
刻刀袁刻制了许多精巧的印章袁也
野切冶开了我们之间心灵的隔阂遥

野爷爷袁镇上有多少人会这手
艺钥 冶

野哎袁不多了袁也就只有我们
家了遥 如今老一辈的已经去世袁

靠我们把手艺传承下去喽浴 冶
他说得轻轻松松袁 却异常深
沉遥

老人拿起一把刻刀袁在一
个软软的红章块上快速刻起
来袁笔笔刚劲袁刀刀有力遥 我看
得目瞪口呆袁赞不绝口遥

我细细端详着他院发上霜
花点点袁浓浓的眉毛袁一双眼

睛慈善而有神遥
野爷爷袁 现在许多印章店

都是机器刻印袁 既省力又赚
钱袁您噎噎冶

野不袁孩子遥 手工刻制的更
有力袁 更多变化袁 更具汉字的
美袁机械是做不到的遥 不管赚钱
的多与少袁我看重的尧想传承的
是它的传统与美啊浴 冶

老人递过一块章袁 塞到我
手中遥 一块冰冷的章块袁融进了
老人的野心冶与野爱冶袁在我手中袁
暖乎乎的噎噎

指导老师 臧冬冬

我懂得了坚持
六渊21冤班 郭侍淇

途经一条曲径袁墙壁斑驳的
老屋仍矗立在那儿袁那一壁的爬
山虎让我受益匪浅遥

老师的责备袁加上腿脚的疼
痛让我就要放弃曾经热爱过的
拉丁舞了遥

星期六的下午袁准备去取消
课程的我袁偶遇那老屋遥 细雨绵
绵袁老屋上的爬山虎也停止了攀
爬袁想必它也放弃自己的热爱了
吧浴 就和现在的我一样遥

那一天之后袁我就再也没去
过那里袁直到一星期之后袁我的
朋友邀我去他家玩袁 因为顺路袁
我又走到了那条小路遥

突然袁 天空变得阴沉沉的袁
不一会儿袁就下起了雨遥 我快步
走到身后的屋檐下避雨袁雨越下
越大袁不知何时才能停歇遥 我向
天空望去袁 视线里划过一片绿
意袁我定睛一看袁这不正是那前
日停止攀爬的爬山虎吗钥 怎么才
一星期不见袁 它就已爬上了屋
顶遥 此时的它袁一片绿意将原先
的枯黄全部覆盖袁像一条粗实的
绿鞭垂在墙上遥 它袁居高临下袁仿
佛一位永不言弃的成功者袁骄傲
地站在顶峰袁俯瞰那些向困难低
头的弱者袁而此时的我袁不正是
被它嘲笑的弱者吗?看着那满壁
的爬山虎袁我下定了决心院

我不会再放弃我的热爱袁总
有一天袁我要像你一样攀上人生
的顶峰! 指导老师 王雪梅

雨中的风景
六渊11冤班 周子轶

人生就像一趟旅行袁路上总
有花开花落袁总有几处令人心怡
的风景袁让人驻足袁让人留恋遥

一个阴雨霏霏的天气袁我的
心情十分的压抑遥走在冷清的街
上袁一切似乎都是灰色的遥 一位
年过八旬的老太太袁深一步浅一
步地在路上走着袁 艰难地淌着
水遥 终于袁她撑不住了袁颤颤巍
巍地坐在了花坛上遥她向一辆迎
面驶来的三轮车招手袁可是那司
机径直如风一般从老太太身边
刮过袁溅起几朵水花遥 老太太一
头的银发在风中无可奈何地飘
着遥 雨开始下大了袁她举伞的手
也开始打起了晃袁像一片雨中飘
荡的梧桐叶遥 等了许久袁一辆出
租车缓缓驶来袁 老太太不甘心袁
重新站起袁 向车招手遥 终于袁出
租车放慢了速度袁似乎在往边上
靠袁可就在那一刹那袁它突然改
变了主意袁加速离开了袁只留老
太太在风中站立袁她无神的眼里
透露出了无助遥 她只得又坐下袁
无奈地靠着雨中沉默的树遥

一位环卫工人袁穿着橙色反
光背心袁从雨中走来袁宛如一朵
花袁给灰寂的街道添上了一丝活
力与色彩遥 老太太见了袁朝他挥
了挥雨伞袁 环卫工赶紧骑过来袁
停了车袁扶起她袁将她搀扶到一
处雨棚下噎噎整个过程那么贴
心袁细雨中仿佛也流淌着一股浓
浓的温情遥 此时袁我晦暗的心情
一扫而光袁 驻足欣赏着这可贵
的袁难得一见的风景遥

指导老师 朱美兰

时事变迁袁 社会喧嚣纷
扰袁人们早已失去在岁月的堤
岸慢慢走得闲情逸致袁唯有立
于清泉之畔袁 看阳光倾洒袁捧
一本书袁品一杯茶袁方能找到
那永恒不改的书香和本心遥

初次见书袁还是年幼无知
的孩童袁只顾那色彩斑斓的封

面和插图袁不懂那文字中深厚
的底蕴和四溢的油墨香气袁却
看出了神袁呆呆地站在一排排
书本面前袁 仿佛与世隔离袁执
意要买上几本遥

升上了小学三四年级袁作
业不多袁仍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看书遥 课后袁总爱捧着心爱的

书袁遨游文学的世界袁徜徉文
字间遥 那时袁即使心烦意乱尧忐
忑不安袁也总能在书中找到属
于自己的一份淡泊宁静袁一片
广袤天地遥

一部部文学作品中袁听见
了野剪不断袁理还乱袁是离愁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冶 的感
慨曰欣赏了野水是眼波横袁山是
眉峰聚冶的清丽景色曰既有野仍
怜故乡水袁万里送行舟冶的思
乡之情曰也有野人生自古谁无
死袁留取丹心照汗青冶的民族
节气噎噎

如今袁有时繁重的任务压
得我难以喘息遥 唯有那本本白
纸黑字的书袁和淡淡悠远的油
墨香气袁不管人来人往袁冬去
秋来袁仍坚持本心遥 也唯有那
书香袁能让我在属于自己的天
地中轮番感悟袁 品读百味人
生遥

在岁月的堤岸中袁有不改
的书香袁有不变的本心袁便足
矣遥 指导老师 黄烨

我家有一只人见人爱的
小螃蟹袁 是爷爷钓鱼时捕到
的遥 它眼睛只有芝麻粒大袁但
十分机灵遥 有趣的是袁它一天
到晚都在吐泡泡袁有时候那白
色的泡泡甚至会淹过它的眼
珠袁仿佛是野咕嘟咕嘟冶的泉
水遥

小螃蟹长得也很壮实遥 它
穿着一件灰蒙蒙的铠甲袁整天
在野住所冶里威风凛凛地爬来
爬去遥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双
锋利的大野剪刀冶袁如同一把铁
锯袁看得我胆战心惊遥

为了让它有舒服的环境袁
我特地准备了一个大水缸袁里
面放着两只五颜六色的贝壳遥
小螃蟹没事就在大水缸里转

来转去袁筋疲力尽了就会倒在
贝壳上美美地睡个大觉袁就似
狗熊冬眠一样遥

一天袁我拿来水盆准备观
察它 袁刚
刚将小螃
蟹 放 出
来袁 它就
像逃兵似
地溜了出
去遥这时袁
兴致勃勃
的我大发
雷霆 袁急
忙 跑 去
追遥 经过
长时间的
野人蟹大

赛冶后袁它终于成了我的野小俘
虏冶遥

小螃蟹真顽皮呀浴
指导老师 黄梅

可爱的蚕宝宝
三(5)班 刘宸奕

中午放学的时候袁听到有人
在喊院野卖蚕宝宝了袁可爱的蚕宝
宝浴 冶我被叫卖声吸引了过去遥妈
妈问了一下价格袁 卖蚕的人说院
野五元袁里面有十只蚕宝宝袁还送
一袋桑叶冶袁妈妈觉得很便宜袁于
是我们就把可爱的蚕宝宝买回
家了袁我捧着蚕宝宝袁心里很开
心遥

回到家袁 我找到一个鞋盒袁
将蚕宝宝小心翼翼地放进去遥 我
拿出一只放在手中袁 仔细看了
看院它是白白的尧小小的袁有许多
双小脚袁小脚上面还有小小的吸
盘袁可以吸在桑叶上面遥 它身上
还有两个像括号一样的花纹遥 我
用手摸摸它袁啊袁好软啊浴

我放了几片桑叶进去袁侧着
耳朵靠近鞋盒听了听袁我听见了
沙沙的声音袁哦袁原来是它们在
愉快地野用餐冶呢浴

蚕宝宝吃饱了袁有的一动不
动地在睡觉曰有的抬起头来摇来
摇去袁像在做运动曰还有的趴在
一起袁像在做游戏袁它们萌萌的
好可爱袁我好喜欢它们浴

指导老师 朱成军

追蚊子大战
三(15)班 高铭泽

上午袁我在家里做作业袁忽
然感到左胳膊被什么东西刺了
一下袁又疼又痒遥 扭头一看袁呀浴
一只讨厌的黑蚊子袁又肥又大袁
明显是吸饱了我的血遥 我放下
笔袁两手一拍袁野啪浴 冶谁知这家
伙虽然胖袁 但反应很快袁 飞走
了袁真是一个灵活的胖子浴 哼袁
我也不是吃素的袁 干脆把作业
一丢袁开始追杀蚊子遥

我先向书房野进军冶袁找了
一圈袁没找到它遥 于是袁又向卫
生间野扫荡冶袁忽然袁两只黑蚊子
从我眼前飞过袁我二话不说袁一
巴掌打死了浴 奇怪袁咬我的蚊子
很大袁而现在打死的却这么小遥
不对袁一定是让它跑了遥

终于袁 我在西房间干掉了
它袁干了一个野通缉犯冶袁顺便抓
了两个野倒霉鬼冶袁真是大获全
胜啊浴 指导老师 房春传

纂刻老人 六渊8冤班 孙子涵

唯书香不改 六渊17冤班 金羽佳

顽皮的小螃蟹 三(4)班 管梓洛

眼镜找朋友 三(21)班 谈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