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住在高楼上袁 虽然
没有带花园的小院子袁 但是
我有一个野超级花草控冶要要要
老妈遥 她把家里打理成了精
致的小花园袁所有的小瓶子尧
小盆子尧 小角落都洋溢着绿
意遥

一天放学回家袁 我看见
餐厅里悬挂着一个 野小怪
物冶袁禁不住凑上前去仔细端
详一番院 只见两小片枯树干
中间夹着一个小绿植袁 它的

叶子又绿又细袁 像一枚枚尖
尖的绣花针袁 叶子上面还有
许多白色的绒毛状的小鳞
片遥我好奇地问院野老妈袁这是
什么钥 冶野空气凤梨袁 别看它
小袁 它可是世界上唯一一种
只需要空气就能生长的植
物遥 不用栽土里袁 不用多浇
水袁还能净化空气呢浴 冶老妈
讲起花草来就滔滔不绝袁野这
种植物并不是从根部吸收水
分和养分的袁 而是靠叶子上

的小鳞片遥 它还会开出鲜艳
的小花儿呢噎噎冶 嘿袁 真神
奇浴 老妈不但是野环保专家冶
还是位野植物医生冶呢浴

一天袁 我准备把一盆变
黄的绿萝扔进垃圾桶袁 老妈
立即拦住我袁 神秘地说院野看
我的袁我能让它起死回生浴这
盆绿萝叶子发黄袁 说明根系
出了问题袁 只要将长黄叶子
的枝条剪掉袁 留下健康的枝
条水培扦插袁 就能变成一个

水绿萝了遥 冶 我听了半信半
疑遥一个星期过去了袁玻璃瓶
里的绿萝竟然生根长叶了袁
真是奇迹浴

老妈不仅把自家的绿植
养得好袁还经常为别人野指点
迷津冶遥 这不袁老妈又向邻居
阿姨开讲了院野君子兰难养袁
我来教你个叶养君子兰口诀曳
吧袁 春天忌风吹袁 夏天忌日
晒袁 秋天忌雨淋袁 冬天忌低
温遥 冶

我家有一个超级 野花草
控冶袁我健康袁我幸福袁我自
豪浴

渊指导老师院陈存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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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中的鼓浪屿

四渊17冤班 刘子轩
鼓浪屿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遥 单是那

大海昼夜变幻的奇妙景色袁 就令人陶醉
不已遥 清晨袁金色的阳光洒向大海袁水面
上波光粼粼曰傍晚时分袁残阳如血袁映照
着海面曰夜幕初垂袁月光如锦锻般泼向大
海袁闪着银光遥

暑假里袁我和妈妈静静地坐在海边袁
看潮涨潮落袁听海浪拍击岩石的声响遥浪
涛汹涌而来袁像千军万马占领了沙滩袁然
后慢慢退回大海袁 紧接着又一重更大的
海浪卷了过来袁在海风的助威下袁像怒吼
的狮王向岸边扑来遥

终于退潮了袁游人们涌向沙滩袁扑进
大海的怀抱袁 每个人都在尽情地释放自
己袁或游泳袁或潜水袁或划船遥孩子们快乐
地在沙滩上追逐嬉戏袁抓螃蟹袁捏大虾袁
拾海星噎噎直到夕阳西下袁 人们才意犹
未尽尧恋恋不舍地离开遥

我爱大海袁我爱鼓浪屿遥
渊指导老师院肖玉芹冤

我叫闵子睿袁别看我其貌
不扬袁却特别喜欢踢足球遥 我
是咱们班足球队的守门员袁竞
赛中曾经挡下十几个球呢浴

有一次我们和五班同学
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袁早听闻
五班的守门员是个实力相当
不错的对手袁我和队员们互相
提醒一定要保持冷静袁谨慎对
待每一个球浴 足球赛开始了袁
我方朱万嘉可真猛啊浴第一球
就踢到球门中央袁可是被对方
守门员挡住了遥对方守门员开
球竟踢中了我班队员的手遥这
下一举两得院一来我们队员的
手受伤得换替补队员袁二来我
们要排人墙让对手进攻我方

球门遥我沉着应战袁紧盯足球袁
只见对方一个拐弯踢袁弧线球
直奔我方球门袁 我纵身一跃袁
将整个身体扑
在了球上袁好险
啊浴我一个大臂
神力看准我方
队员朱万嘉袁将
球甩了出去袁我
方抢到球袁立即
反攻袁掌控了球
权袁传球尧射门袁
耶袁进了浴 我方
队员个个高兴
得活蹦乱跳浴

中场休息
时袁我们讨论并

决定了下半场使用拖延战术袁
想以这一球赢得这场比赛遥

下半场开始了袁我们各就

各位袁没想到袁合作完美袁又踢
进了一球遥 这下袁我们的拖延
战术就更妙了浴 最后袁我们以
2:0赢了这场比赛遥

俗话说得好院野吃得苦中
苦袁方为人上人遥 冶只有不断地
练习袁 才能把球踢得这么好遥
这就是我袁 一个爱踢足球的
我遥

渊指导老师院刘娟冤

秋 雨
四渊10冤班 华墨涵

随着秋雨姑娘的降临袁 一幅幅绚丽
多姿的画面映入人们的眼帘遥

看袁那田野里袁烟雨迷蒙遥 秋雨像断
了线的珍珠袁落在金黄的稻穗上袁稻穗笑
弯了腰曰落在高粱上袁高粱涨红了脸曰落
在大豆上袁大豆迫不及待地破壳而出遥好
一片丰收的景象遥

看袁那树林里袁生机勃勃遥 雨珠落在
银杏叶上袁染黄了银杏叶袁银杏叶像一把
小扇子袁扇啊扇啊袁扇走了夏天的炎热遥
雨珠又落在枫叶上袁 红红的枫叶像一枚
枚邮票袁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遥

看袁那果园里袁热闹非凡遥 雨珠落在
石榴上袁 石榴撑破了肚皮遥 雨珠落在苹
果尧梨子上袁苹果和梨子你挤我碰袁争先
恐后地让人们去摘遥 雨珠落在柿子和桔
子上袁 他们在秋雨中频频点头袁 好像在
说:野秋雨姑娘袁 谢谢你把我们变得这么
漂亮遥冶而农民伯伯正抬着一筐筐水果满
载而归遥 他们那爽朗的笑声久久在果园
里回荡遥

秋雨沙沙地下着袁 她演奏了一曲丰
收的赞歌遥 渊指导老师院王晓燕冤

小黑鸡脱险记
四渊3冤班 刘文轩

一天袁 老母鸡带着几只小鸡去野外
找食吃遥 一只贪玩的小黑鸡悄悄地离开
了大家袁自个儿去玩了遥

小黑鸡快乐地哼着小曲袁 在山坡的
草丛里玩耍遥 野咝咝袁咝要要要冶突然袁小黑
鸡听到了前面草丛里的声音袁野这声音钥冶
小黑鸡咕囔着袁野这声音好像是要要要好像
是要要要响尾蛇浴 冶小黑鸡拔腿就跑袁但是
无济于事袁 响尾蛇早已闪电般地窜出来
咬住了它遥

突然袁 天上的一团黑影径直向它们
冲来袁响尾蛇一看大事不妙袁连忙松口袁
钻进了草丛遥这团黑影是钥小黑鸡定睛一
看袁原来是老鹰啊浴 真是一波未平袁一波
又起袁 叫苦连天的小黑鸡又踏上了逃亡
之路遥

野小黑鸡袁不用怕袁我来了浴 冶说时迟
那时快袁云雀从大树里冲了出来袁只见它
飞到老鹰眼前袁用嘴使劲地啄袁还没等老
鹰缓过神袁 老鹰的眼睛已经被云雀啄瞎
了袁老鹰落荒而逃遥

惊魂未定的小黑鸡还没来得及跟云
雀道谢袁云雀早已飞远了遥虎口脱险的小
黑鸡哪敢再继续独自玩耍呀袁 撒开了腿
拼命地跑回了家遥 渊指导老师院韩泰新冤

上海迪士尼有许多精彩
的游玩项目遥 那一天袁我和妈
妈野飞越地平线冶袁进行了一次
奇妙的旅行遥

游戏开始了浴 我们竟然
野飞冶起来了袁而且越飞越高袁
透过云层往下看袁我们来到了
格林兰岛遥 只见那里冰天雪
地袁还有一些北极熊在冰块上
不紧不慢地走动着袁好像在悠
闲地散步遥 突然袁我听到野扑
通冶一声袁哦袁原来是一只小北
极熊袁一不小心踩空袁掉到了

水里遥 咦袁又有一个东西钻出
水面遥我心里一紧袁哦袁原来是
一条特别大的鲸鱼遥他摇了摇
尾巴袁那水花似乎就甩到了我
的身上遥

忽然袁我闻到了阵阵青草
的香味袁感到心旷神怡遥 原来

我们又来到了非洲的赞比亚
国家公园遥 在那里袁我看到了
成群结队的大象袁它们或低头
吃草袁 或和同伴自由地玩耍袁
时而甩起那长长的鼻子袁可开
心啦浴

紧接着我们还 野欣赏冶了

瑞士阿尔卑斯山脉袁被冰雪覆
盖的珠穆朗玛峰袁澳大利亚雄
伟的悉尼歌剧院袁美国死亡大
峡谷的热气球噎噎

最后我们野飞冶回了浦东袁
只见它华灯齐放袁 车水马龙袁
尽情演绎着夜上海的繁华遥正
当我意犹未尽袁还想继续欣赏
时袁座椅却降了下来袁这次奇
妙的旅行戛然而止遥我依依不
舍地离开了袁 心想院野下一次袁
我还要来体验浴 冶

渊指导老师院蒋淑贞冤

当金光灿灿的冠军奖牌
在我们胸前闪耀袁我们欢呼浴
我们自豪浴

8月 15号袁江苏省第十
九届运动会上袁 我们扬州队
打破了一百多年以来篮球最
好的纪录遥 我作为参赛选手
之一袁内心无比骄傲与自豪浴
荣誉的取得从来都不是

幸运和偶然袁 这块沉甸甸的
奖牌凝结着每一个教练和队
员们的汗水遥三年多以来袁每
天早晨袁 当同学们还在学校
早读的时候袁 我们早已开始
了训练曰下午袁更是训练的黄
金时间袁 所以我们要放弃最

后一节课去篮球场袁 直到夕
阳西下遥三九寒冬袁夜幕降临
时袁 我们还要拖着疲惫的身
体往家赶遥就连放假袁我们也
放弃了出去玩的机会袁 在体
育馆训练遥训练时袁我们难免
会把脚扭伤尧 膝盖扭伤噎噎
可是袁因为我们咬牙坚持袁因
为有教练和家长无微不至的
关心袁一切都算不了什么遥

冠军袁 永远不是比赛的
终点遥 我们一定会把比赛中
收获到的顽强拼搏尧 团结协
作的精神带到今后的学习和
生活中去袁迎接新挑战袁创造
新辉煌浴 渊指导老师院高梅冤

颐和园是清代诸多园林
中一颗最闪亮的明珠遥

走进颐和园的北大门袁
第一个景点就是 野苏州街冶
了遥 苏州街列于宫苑之中袁
小巧玲珑袁依山面水袁宛如江
南画般点缀在颐和园中袁更
衬托出颐和园的宁静典雅遥
张灯结彩的街道袁 古色古香
的房屋袁各式各样的茶楼商
铺袁正是苏州街的特色所在遥

来到万寿山的南麓袁就
看到颐和园最长的长廊袁长
廊也是一个画廊遥 它像一条
彩带连接各个景点袁 以排云
殿为中心袁分为东西两部分遥
长廊足足有 728 米长 袁由
200多间组成袁 每间由 4根

绿色的柱子围成遥 长廊的每
个枋梁上都有画 袁 共有
14000幅彩画袁 每幅画都讲
诉了一个故事遥

瞧浴 那幅画画的是院宝
钗手持蒲扇追着蝴蝶袁 巧笑
倩兮遥 旁边画的是院 俞伯牙
摔琴谢知音遥 还有一幅更引
人注目院 吕布身披金色铠甲
向站在小桥上的貂蝉走去袁
貂蝉身穿白色长裙袁 像仙女
一般遥 桥下水波清澈袁荷花
亭亭玉立遥整幅画十分精美袁
图中的人物惟妙惟肖噎噎

颐和园是中国无与伦比
的艺术瑰宝袁 我们要去珍惜
它袁爱护它袁让它可以永世长
存遥 渊指导老师院鞠冬生冤

爱踢足球的我
四渊24冤班 闵子睿

飞 越 地 平 线
五渊18冤班 黄子泰

三年磨一剑
铸就辉煌时

五渊17冤班 谢琦睿

颐和园之旅
五渊9冤班 徐紫阳

我家的超级“花草控”
五渊12冤班 祝邓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