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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的午后袁 小林一个
人窝在家里做作业遥 傍晚时
分袁小林想出去透透气袁没留
意天气变化袁就出门了遥

小林漫无目的地走着袁
看到一家奶茶店袁 他就进去
点了一杯奶茶遥 小林捧着热
乎乎的奶茶袁慢慢地品尝着袁
真惬意啊浴 不知不觉袁时间已
经过去了很久遥 等小林喝完
奶茶袁出了店门袁一抬头袁呀袁
下雨了浴 看着那如注的大雨袁
小林急得如热锅上的蚂
蚁要要要团团转遥 雨越下越大袁
天也渐渐黑了袁 就在他不知

道怎么办的时候袁 一个熟悉
的身影映入眼帘遥 那不是他
的邻居小亮嘛袁真是太巧了浴
小林朝小亮挥挥手遥 小亮走
过来袁关心地问院野小林袁你没
带伞吗钥 冶小林沮丧地说院野我
忘记带了遥 冶小亮说院野走袁我
们一起回家遥 冶小林听了袁不
住地道谢遥

小林搂着小亮的肩膀袁
两个小伙伴挤在一把伞下袁

一路上有说有笑袁 雨点在他

们脚下开出一朵朵水花遥 不
一会儿就到家了袁 小亮开玩
笑地说院野下次可就没这么巧
啦浴 冶说完袁俩人一起开心地
笑了浴 渊指导老师院李芸冤

我的家乡有一座远近闻
名的广场要要要龙川广场遥

龙川广场坐落在江都城

区的西南角遥 它西邻运河水袁
南靠南水北调工程的源
头要要要引江枢纽工程遥

龙川广场的北端有一块
巨大的卧石袁上面刻有野龙川
广场冶四个大字遥 沿着台阶往
下走袁 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
座蟠龙雕塑遥 它高 21 米袁蜷
曲着身子袁仰头望向天空袁两
眼瞪得可以吓死怪兽袁 两根
胡须随风飘动袁 一副昂首挺
胸尧跃跃欲飞的样子袁仿佛只
要一眨眼袁它就要腾空而起袁
飞向云霄袁 这就是我们江都
城区的象征要要要龙腾遥 雕塑
周围是喷泉袁每到夜晚袁伴着
五彩缤纷的彩灯袁 动听优美
的音乐和孩童们的欢声笑
语袁喷泉喷出了晶莹的水花袁
让人流连忘返遥

广场东南角有一座博物
馆袁里边会举办名画展尧蝴蝶
标本展和海洋生物展等遥 那
时袁人们排着队前来观赏袁真
是人山人海噎噎

广场西南角上袁 有一个
巨大的音乐台袁 圆圆的舞台
像是一颗耀眼的掌上明珠遥
每逢节假日袁 音乐台上会射
出一道道闪耀的灯光遥 观众
席是弧形的袁 一共 16排袁大
约能坐 1200 人袁 不瞒你说袁
我还在这舞台上表演过呢浴

我喜欢家乡的龙川广
场遥

渊指导老师院黄烨冤

我爱诗词
四(10)班 朱晨源

是谁袁在千年的唐宋史中轻舞飞扬钥
是谁袁在凝眸处胭脂霓裳钥哦袁是你袁古诗
词袁集结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古诗词遥

孔子云院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袁 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遥 冶我最喜欢读古诗词了遥
从最初接触的野床前明月光冶到耳熟能详
的野锄禾日当午冶袁再到已能倒背如流的
野西北望袁射天狼冶袁可以说袁古诗词陪伴
了我整个童年袁甚至将会是一生遥

野海上生明月袁天涯共此时冶使我爱
上了皎洁明媚的月亮曰野黄河之水天上
来袁奔流到海不复回冶让我迷上了奔腾不
息的江河曰野欲把西湖比西子袁 淡妆浓抹
总相宜冶 使我恋上了风景如画的西湖
噎噎

古诗词讲究押韵袁读起来抑扬顿挫袁
细细品味起来袁便可体会到其阳刚之美遥

古人的诗词世界优美婉转袁 凝聚在
字里行间的情韵袁 若涓涓流水袁 群鸟随
云袁经久难散遥 岳飞的叶满江红曳袁刘邦的
叶大风歌曳袁一股股壮志豪情直冲云天袁震
荡人心袁我深深地陶醉在其中遥

古诗词真不愧为中华民族之瑰宝
也浴 渊指导老师院王晓燕)

秋天的枫叶
五(7)班 何睿杰

夕阳最后一抹余晖袁 轻柔地抚过大
地曰 秋风略带一丝寒意袁 悄悄地带走金
叶遥落叶在空中翩翩起舞袁轻轻落下噎噎
秋天如火的枫叶别具风姿袁 它为渐寒的
秋日袁增添了几丝温暖遥

走进公园袁从满径枫叶中拾起一片遥
仔细端详袁 近看袁 如儿童灵活小巧的手
指曰远望袁像秋天最美的野杰作冶浴

寒风吹过袁经过岁月洗礼过的枫叶袁
显得更加火红美艳袁 还随风吹来了一阵
沁人心脾的暗香袁使人流连忘返遥难怪杜
牧曰院野停车坐爱枫林晚袁 霜叶红于二月
花冶呢浴

枫叶打着旋儿袁 仿佛一只只艳丽的
蝴蝶四处飞舞袁飘飘悠悠地落下袁铺满大
地袁似乎在野熊熊燃烧冶浴枫叶在野燃烧冶自
己袁为了那转瞬即逝的风光时刻袁它与残
阳染红了大地袁染红了天空袁一切都淹没
在红光之中了噎噎

泰戈尔说院野生如夏花之绚烂袁 死如
秋叶之静美遥 冶

枫叶为了美丽的未来袁 带着平静与
不舍袁默默地献给土地遥 那优雅的舞姿袁
既是对母亲的依依不舍袁 也是对下一代
的衷心祝福遥 所以袁当它载歌载舞时袁无
论是谁袁在它柔美的舞蹈前袁都会黯然失
色吧浴

夕阳渐渐退到帷幕后袁 枫叶与它们
此时此刻的辉煌袁也逐渐消失了噎噎

渊指导老师院郜彬彬冤

野啪浴 啪浴 啪浴 冶咦钥 这是
什么声音钥 原来是大课间袁我
们在操场上跳长绳呢浴

瞧袁绳子在空中划过袁好
像一道道光环袁 又像一阵阵
波涛袁不停地拍打着沙滩袁而
我们更像一条条小鱼袁 在波
涛中穿行遥

轮到我了袁我咬紧牙关袁
在心里数着院野一二三袁跳浴 冶
可我一直不敢跳袁 怕跌个狗
啃泥遥 就在我迟疑时袁不知是
谁推了我一下遥 野算了 袁拼
吧浴 冶我一下子冲向绳子袁用
力一跳袁可就在脚要落地时袁
绳子迎面扫来袁哎袁我一个踉

跄袁跌了个四脚朝天遥 来不及
揉跌疼的地方袁 我赶紧逃离
野战场冶遥

又轮到我了袁 看着那忽
上忽下的绳子袁我害怕极了遥
同学们在一旁 野哈哈冶 地笑
我袁 就连绳子甩在地上发出
的野啪啪冶声袁也好像在讽刺
我遥 我鼓足勇气袁又一次冲上
去袁 可绳子毫不留情地甩向
了我的肩膀袁好痛啊浴

不知多少次跌倒袁 不知
多少次爬起再跳遥 野跳吧袁阳
光总在风雨后遥 冶终于袁我又
一次站在绳子前面袁 心不再
害怕袁双眼注视着前方袁腿一

前一后站着袁 在绳子落地的
一刹那袁我奔过去袁脚一蹬袁
轻盈地跳起袁 像长了翅膀一
样袁 绳子轻快地从我脚下穿

过遥我成功了浴在一次次风雨
后袁太阳总算出来了袁向我露
出了灿烂的微笑浴

野阳光总在风雨后冶这句
话激励了我袁 让我知道失败
之后只要不气馁袁 一定会看
到那一缕属于自己的阳光遥

渊指导老师院嵇梅红冤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手
指陀螺遥它是我们去西安旅
游带回来的纪念品遥
手指陀螺是金色的袁由

两部分构成遥中间是一个小
小的圆柱体袁上下两个面是

凹进去的遥周围像海星的五
个角袁每个角的顶端嵌了一
颗银色的小珠子遥

玩的时候袁我用大拇指
和食指捏住上下两个凹面袁
另外一只手快速拨动袁陀螺
就转起来了袁像一个金色的
圆盘袁美丽极了遥

我太喜欢这个玩具啦浴
渊指导老师院费春燕冤

我从来都不睡午觉袁但
是今天我装睡了一次遥 为什
么要装睡呢钥

吃过午饭以后袁 妈妈笑
眯眯地对我说院野俊延袁 陪妈
妈睡个午觉袁怎么样钥 冶本来
我不想睡觉袁 但一想到妈妈
昨天工作到那么晚才回家袁
一定很累遥 于是袁 我对妈妈
说院野可以呀袁 不过你得给我
催眠遥 冶妈妈爽快地答应了院
野那就给你读个故事吧袁读完
了就乖乖睡哦遥 冶

妈妈拿起一本书袁 读了
起来院野那些甜甜的回忆袁犹
如棉花糖舍不得吃袁 最终变
成了云朵噎噎冶 我闭着眼睛

听妈妈讲故事袁 妈妈的声音
很轻很柔遥 读着读着袁妈妈的
声音越来越小遥 我眯着眼睛
偷偷看了一下妈妈袁 发现她
睡着了遥 妈妈微微地笑着袁嘴
巴尧眼角都挂满笑意袁好像在
睡梦中袁 妈妈还在给我讲故
事呢浴 看着妈妈睡得好熟好
香的样子袁我就继续装睡遥 我
想让她好好地睡一觉袁 因为
我从来都不睡午觉袁 妈妈也
陪着我不睡午觉遥

今天袁 我陪妈妈睡了一
次午觉袁好开心啊浴

我爱我的妈妈浴
(指导老师院戴明娟冤

家乡的龙川广场 四渊18冤班 葛子萱

那句话激励了我
四(22)班 张晋宇

陪妈妈睡午觉
二渊13)班 刘俊延

雨 中 情 二渊20冤班 田泽彬

手指陀螺
二(4)班 石竞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