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愿离别
六渊8冤班 刘彦菲

你什么时候最爱校服钥 当我知
道穿不上的时候遥

泥土的芬芳和着悠扬的乐声袁
清脆的笑声应着朗朗的书声遥 下个
秋天袁这间教室仍然会坐满了人袁只
是不再是我们遥

多想能一直和亲爱的同学袁踏
着轻快的步伐袁笑着尧跑着尧推着袁进
入校园曰 多想能一直在阳光明媚的
下午袁打着哈欠袁眯着细眼袁望向窗
外微微出神曰 多想能一直在作业本
上袁看到老师们精心批改的语言曰多
想可以不看名字袁 就把作业准确地
放在每个同学的桌沿噎噎

在宽阔的操场上做有节奏的
操袁在五花八门的课上传递纸条袁在
老师看不见的时候和同学们做着鬼
脸肆意嬉闹噎噎

多希望时间过得再慢一些袁朝
夕相处的日子再多一些曰 希望与老
师和同学们待得再久一些袁 心靠得
再紧一些遥

这座城市袁曾有一所学校尧一个
班级尧一群人在此相遇尧相识尧相知遥

校服为何这么美钥 因为它承载
着我们的快乐时光浴

渊指导老师院杨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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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黄山
三 (13)班 蒋承轩

古有野五岳归来不看山袁黄山归来不看
岳冶之说遥 今年暑假袁终于有机会领略黄山
的美景袁我很是兴奋遥
驱车来到黄山脚下袁 换乘景区内的游

览车上山袁直达索道口遥一路上俱是一百八
十度的盘山公路袁令人既兴奋又心惊遥

排了好长的队终于上了索道袁 窗外的
群山连绵起伏袁非常壮观遥 下了索道袁经过
一段山路袁 不远的崖壁边一棵松树很是优
美袁似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袁它就是举世
闻名的迎客松遥 挥别迎客松袁 我们一路向
上袁经过野百步云梯冶野仙人指路冶野鳌鱼洞冶
野一线天冶袁最终到达野鳌鱼峰冶遥 稍作休息袁
又继续向野光明顶冶进发遥拖着疲惫的双腿袁
我们一路挥汗如雨袁历经千辛万苦袁终于登
上了海拔 1860米的野光明顶冶袁看到了大名
鼎鼎的野飞来石冶遥 从峰顶向山下看去袁真
是野会当凌绝顶袁一览众山小冶袁顿觉心情舒
畅袁不虚此行遥

壮丽的黄山真是名不虚传浴
(指导老师院彭晶冤

我们班有这么一位同
学袁尽管其貌不扬袁但却挺引
人注目遥

你看袁她臭美时袁爱扎个
马尾辫袁或扎个丸子头曰眉毛
下面的小眼睛贼溜溜的袁很
有生气遥 美中不足的是脸上

有个塌塌的小鼻子袁 可她根
本没有为此而烦恼袁 整天快
活似神仙遥 心情好袁咧开嘴扮
鬼脸曰 生闷气袁 噘起嘴挂茶
壶遥 时而令人火冒三丈袁时而
让人捧腹大笑袁 阴晴不定的
模样袁令周围人哭笑不得遥

在家里袁 就她鬼点子最
多遥 一次袁和表哥去河边打水
仗袁 明知自己不是表哥的对
手袁却偏要野引火烧身冶袁直到
浑身上下弄得湿淋淋的才肯
罢休遥 回到家袁妈妈气得一把
逮住她袁刚要动手袁她却抢先

一步袁 学着古人的样儿跪下
一条腿袁 低头说院野拜见母亲
大人袁女儿请罪浴 冶那滑稽的
模样袁堵得妈妈直叹气遥 哎袁
真是豆腐掉进灰里面要要要吹
也不是袁打也不是遥

嘿嘿袁偷偷告诉你袁这个
野她冶就是我浴 嘘要要要记得保
密哦浴

渊指导教师院任建秋冤

太极洞之旅
三 (17)班 翁子轩

暑假期间袁 我怀着高兴的心情游玩了
素有野天下第一洞冶之称的太极洞遥

进入景区大门袁 只见不远处的洞口好
像穿着一层薄纱袁 不时有丝丝凉风向我们
吹来遥 我急忙穿好外套袁快步往洞口跑去遥
洞内袁能听到清晰的流水声遥沿着石板路继
续向前袁天然形成的钟乳石便映入眼前遥它
们形态各异袁有的像坐着念经的仙人袁有的
像倒挂着的灵芝袁 有的像成群的蝙蝠噎噎
真是有趣极了浴

太极洞内最神奇的便是那长达 750米
的暗河遥乘着小木船在窄窄的河道内穿行袁
河流的尽头袁 竟是一段看不到头的陡峭石
梯遥 摸着旁边的石壁袁沿着石梯往上爬袁走
过一段狭窄的小路袁 再转弯袁 眼前豁然开
朗袁居然是一大片空地浴那空地比学校的操
场还要大袁真是别有洞天浴

神奇的太极洞真不愧为 野天下第一
洞冶浴 渊指导老师院毛鹤美冤

做游戏
三渊22)班 张艺棋

野叮铃铃冶袁下课了袁同学们像快乐的小
鸟一样飞出教室袁做起了喜欢的游戏遥校园
里一片欢腾遥

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教室门前玩 野写王
字冶游戏遥 我被选为第一个写野王冶字的人遥
我背对着大家在墙上写字袁 伙伴们则偷偷
地向我靠拢袁准备伺机抓住我遥我写好一个
野王冶字袁猛一回头袁他们立刻以各种搞怪姿
势野定冶住了遥 看袁韩曦月张牙舞爪袁面目狰
狞袁像只下山的小老虎曰孙思语双手高举袁
脚尖踮起袁 似在跳芭蕾舞曰 刘韩庆眉眼低
垂袁双手合十袁仿佛在喃喃念经噎噎我看他
们一动不动袁就放心地回过头打算继续写袁
谁知左侧猛地伸来一只手袁 一把抓住我的
肩膀遥 我心下一凉袁扭头一看袁小机灵孙思
语正冲着我得意地笑呢浴

不知不觉袁上课铃响了遥 哎袁游戏时间
咋过得这么快钥 我们还没玩够呢浴

渊指导老师院郜小燕冤

怪浴怪浴今天老师出的作
文题目可真是名副其实的
怪要要要对着爸爸妈妈说一声
野我爱你冶袁 还得认真地看着
他们的眼睛说袁 这题目对不
善表达的我来说真是难上加
难呀浴

我愁眉苦脸地回到家袁
一开门袁野儿子袁怎么回事儿钥
为什么一脸苦大仇深钥 冶爸爸
关切地问遥 我摇摇手袁避开爸
爸一连串的疑问袁 三步并作
两步袁钻进房间思考对策遥

说不说钥 不说袁作文没法
写曰说袁咋好意思开口呢钥 要
不缓一步袁 先找妈妈说钥 不

行袁 妈妈加班要到九点才回
来袁只能先跟爸爸说遥 算了袁
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袁 就说这
一次袁干浴

我鼓足勇气推开房门袁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院 野我
噎噎冶还未等我张口说完袁爸
爸就奇怪地问院野儿子袁 你不
写作业干嘛呀钥 冶爸爸话音未
落袁我立刻如泄了气的气球袁
勇气全无袁 咽下了剩下的半
句话遥

野儿子袁你想说啥钥 冶爸爸
一脸疑惑遥

我又深深地吸了一口
气袁说袁豁出去了浴 可是袁如同

被强力胶粘住了一般袁 嘴和
舌头并不配合遥 我异常艰难
地从牙缝中挤出 3个不成调
的 字 院 野偶噎噎 嗳 噎噎 尼
噎噎冶

野你说什么钥 冶爸爸一头
雾水遥

男子汉大丈夫袁 不就是
说 3 个字吗钥 有什么大不
了的浴瞧我的浴我又做了一次
深呼吸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袁
总算张开了嘴遥 这次袁爸爸把
耳朵凑到了我嘴边袁 喊道院
野大声点浴 冶

望着爸爸饱经风霜的
脸袁 我心中油然而生一丝感

慨袁 爸爸妈妈养育了我这么
多年袁 自己却从未表达过内
心的感激与爱意遥 顿时袁一股
热血涌上心头袁我鼓足勇气袁
从嘴中唤出爱的宣言院野我爱
你浴爸爸袁我要要要爱要要要你浴 冶
我扯开嗓门大声喊道袁 感觉
脸颊湿湿的袁 泪已情不自禁
地流了下来遥

爸爸笑眯了眼袁 一把抱
住了我院野儿子袁我也爱你浴 冶

上帝给你一张嘴袁 可别
吝啬表达对父母的爱哦浴

渊指导老师院管敏冤

野粽子香袁菱藕甜袁江
南水乡水更甜遥 冶今天袁我
随着妈妈来到了古色古
香的江南水乡遥

俗话说 院 野愚公的
家要要要开门见山遥 冶但江
南小镇却是野开门见水冶遥
当车驶入江南小镇袁打开
车窗袁深深一嗅袁啊浴 空气
中弥漫着一股粽子香尧菱
藕香遥 沿着临河小路袁过

了光滑的青石桥袁穿过粉
墙黛瓦的房屋袁来到一条
幽深的小巷遥 打一间店坐
下袁喊一声院野小二浴 冶野客
官何事钥 冶野上最好的菜浴 冶
野好勒浴 冶温馨的小镇历来
如此袁处处洋溢着和谐与
美好遥

用完餐袁 穿过小镇袁
一条小河映入了眼帘遥 坐
进带有船篷的小船袁听船

夫唱渔歌尧喊号子袁绵绵
细雨中的小镇袁 令人陶
醉遥

傍晚袁 水乡热闹起
来遥 熙熙攘攘的人群袁闪
闪烁烁的灯火袁小花伞一
朵接一朵袁 跟着人群袁涌
入小巷袁赏花灯袁看歌舞袁
好不惬意浴

星星出来了袁夜也渐
渐深了袁小镇又恢复了宁
静遥

古色古香的小镇袁我
一定还会再来袁领略你别
具一格的风采浴

渊指导老师院张晓阳冤

秋风飒飒袁丹桂飘香遥 在
那不起眼的角落里袁 有一株
扁豆藤袁 结出了几颗紫盈盈
的果实遥

春天袁撒下种子袁三颗之
中只有它发了芽遥 小而嫩的
叶片喜人地散发出一种无法
言语的葱绿与生机遥 这是它
生命中第一场考验遥

白天袁 它沐浴阳光与柔
风曰晚上袁它奋力向下扎根袁

如饥似渴地汲取土壤中的养
分遥 日复一日袁它每天都在努
力遥 终于袁它抽出了茎条袁向
竹竿上缠绕袁伸延袁一圈袁两
圈噎噎

很快袁它攀上了顶峰袁那
时已是初夏遥

它似乎不再追求攀得更
高袁开始吐露一枝枝花苞遥 花
苞越鼓越大袁 像即将爆开的
气球遥 终于袁花开了袁那样的

美丽袁 紫中还带着些乳白的
斑点遥 可一场新的考验骤然
降临遥 那晚袁狂风呼啸袁肆意
地扑向它曰大雨滂沱袁狠命地
敲击它噎噎第二天袁 我紧张
地去看望它袁 心中却咯噔一
下袁完了袁茎断了浴 我为它遗
憾袁为它叹息遥 它放弃了吗钥
不袁 没有浴 它将根向下扎了
扎袁更加努力地寻找养分遥 它
不分昼夜袁 倔强地又长出两

条新的茎蔓遥 它骄傲地向世
界宣告袁它会越挫越勇袁绝不
言弃遥

秋风飒飒袁 在丰收的季
节它终于结出了果实袁 一枚
枚豆角硕大而饱满遥

望着饱经风霜的它袁我
陷入了沉思院 是什么支撑了
它钥 哦袁是信念浴 信念让它坚
定不移袁在恶劣境遇下袁仍然
保持一颗自信尧乐观尧向上的心遥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所在吧浴 思及此处袁我的心不
禁雀跃起来遥

渊指导老师院周海霞冤

上帝给你一张嘴，你可别浪费
六 (16)班 吴少杰

猜猜我是谁 三 (4)班 陆辰煊

我心雀跃 六渊5冤班 万天乐

江南水乡游记
六 (22)班 陈思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