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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许多的玩具袁但我最
喜欢的是野小兔萌萌冶遥

小兔萌萌是一只全身都
是桃粉色的毛绒玩具袁它长着
长长的耳朵袁 又小又黑的眼
睛袁像两颗黑宝石遥 它的身子
跟我的手掌一样大袁它总是目
不转睛地看着我袁 样子很萌尧
很可爱袁 所以我叫它小兔萌
萌遥

它是我的好伙伴遥有的时
候我把它当成我的学生袁教它
算术尧识字尧唱歌曰有的时候我
把它当成我的小宠物袁给它戴
上发夹袁把它放到玩具大卡车
里袁带它在家里散步曰还有的
时候袁 我把它当成我的好朋
友袁陪我一起玩耍遥

我非常喜欢玩具小兔萌
萌袁 它是我形影不离的好伙

伴遥 渊指导老师院沈晓芸冤

秋天的雨
四渊10冤班 徐可欣
秋天的雨袁 是一把钥匙遥

它带着一丝清凉和温柔袁轻轻
地袁轻轻地袁趁你没留意袁把秋
天的大门打开了遥

秋天的雨是一盒五彩缤
纷的颜料袁你看袁它把黄色给
了银杏树袁黄黄的叶子像一把
把小扇子袁 扇走了夏天的炎
热曰它把红色给了枫树袁红红
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袁飘啊飘
啊袁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遥 金黄
色是给田野的袁田野像金色海
洋曰橙红色是给果树的袁橙子尧
橘子尧 柿子噎噎你挤我碰袁争
着要人们去摘呢浴 菊花仙子得
到的颜色就更多了袁 紫红的袁
黄色的袁雪白的噎噎美丽的菊
花在秋雨中频频点头遥

秋天的雨袁吹起了金色的
小喇叭袁它告诉大家袁冬天快
要来了遥 小喜鹊借来树枝造房
子袁 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袁
小青蛙在加紧挖洞袁准备舒舒
服服地睡大觉遥 松柏穿上了油
亮亮的衣裳袁杨树的叶子飘到
树妈妈的脚下袁它们都在准备
过冬了遥

秋天的雨带给小动物的
是一首欢快的歌袁带给大地妈
妈的是一幅五彩的画遥

渊指导老师院王晓燕冤

一杯水
一本好书
四渊5冤班 卢铭扬
朋友袁
在这么温暖的
难得的午后袁
你在做什么钥
睡觉钥 写作业钥 下棋钥
哦袁我知道了遥
野那袁你在干嘛钥 冶
好吧袁我告诉你
我在读书遥
一杯水袁一本书袁
构成了我的午后遥
在撒满阳光的书房里读书袁
无疑是一种享受遥
让文字精灵袁
出现在你的眼前曰
让心灵之花袁
盛开在你的心田遥
一本书袁一杯水袁
一个撒满阳光的书房袁
已成为我的朋友袁
它们袁常和我谈话遥
朋友袁我真心对你说:
野书袁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袁
愿你我以书为友袁让这样的
书香四溢的下午常在浴 冶

渊指导老师:朱成军冤

没有特殊情况袁 妈妈每天
中午都会要求我睡个午觉遥 其
实袁我内心是不想睡的袁所以我
一次又一次地向妈妈提出不睡
午觉的要求袁 结果都被妈妈拒
绝了遥

今天中午和往常一样袁我

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上了床遥
不一会儿袁妈妈便打起了呼噜遥
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袁 于是我
就拉拉床单袁摸摸我的小枕头袁
两只手自己玩石头剪刀布的游
戏遥正当我玩得起劲时袁妈妈的
呼噜声突然停止了遥 为了不让

她发现袁 我假装纹丝不动地躺
着遥 最后袁我实在忍不住袁动了
一下遥床野咯吱冶响了一声袁妈妈
被吵醒了遥 她严厉地对我说道:
野我警告你袁你要是不好好睡午
觉袁下午就休想去上学浴 冶直到
她的呼噜声再次响起袁 我才长
长舒了一口气遥这时袁我也有些
困了袁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遥 野快
起来浴 要迟到啦浴 冶妈妈的一阵
喊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遥 我
还想再多睡会呢浴 呜呜呜噎噎

渊指导老师院黄烨冤

我爱我的
语文书
四渊22冤班 卢张尧

高尔基说野书袁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遥 冶我喜欢带领我们去探索大
自然的科学书袁 喜欢奇妙有趣的
数学书噎噎但令我情有独钟的却
是语文书遥

语文书像一个学富五车的诗
人袁带领我走进了古诗的百花园遥
从野遥望洞庭山水翠袁白银盘里一
青螺冶中袁我感受到秋夜月光下洞
庭湖的宁静和谐尧 秀丽宜人曰从
野千门万户曈曈日袁总把新桃换旧
符冶中袁我体验了过春节时的热闹
非凡尧喜气洋洋噎噎

语文书像一个热情好客的导
游袁 引领我走进大自然美丽的画
卷遥 叶九寨沟曳让我看到了高耸入
云的雪峰和高低错落的瀑布曰叶泉
城曳令我野亲历冶了趵突泉的水汽
袅袅尧清澈透明噎噎

语文书像一个充满智慧的老
师袁教我许多人生道理遥 从叶说勤
奋曳中袁我明白了野勤奋是通往理
想境界的桥梁冶的道理曰从叶珍珠
鸟曳中袁我知道了野信赖袁就能创造
美好的境界冶噎噎

近四年来袁 语文书陪伴着我
茁壮成长袁我喜欢这位良师益友浴

渊指导老师院嵇梅红冤

黄金有价袁诚信无价遥只有
诚信的人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
和尊重袁才能有所作为遥这是我
读了叶中华美德曳第三章叶诚实
守信曳后得到的最深启迪遥

孔子说过院野人而无信袁不
知其可也遥 冶个人的诚信袁影响
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曰 企业的
诚信袁 代表着生意上的信任与
共赢曰社会的诚信袁代表着一个
国家的人民文明程度的高低
噎噎可见袁 生活中处处少不了
诚信遥诚信犹如润滑剂袁可以让
人际关系更和谐袁 让企业的生

意更红火袁让社会生活更美好遥
近几年袁 我在电视上还看

到过这样一些新闻院 一些香喷
喷的外卖是用含有毒素的地沟
油加工的曰 一些婴儿奶粉中有
毒物质的含量大大超标曰 一些
小店里竟然卖野三无食品冶噎噎
这些不讲诚信的黑心商家为了
赚钱不择手段袁损人利己袁诚信

也离他们而去遥
有人说过院野生命不可能从

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遥 冶确
实袁生活就像一幅画袁我们每个
人都是小画家袁 只有用诚信作
颜料袁 才能让这幅画变得更加
绚丽多彩遥

渊指导老师院陈存峰冤

爸爸用的是一部破手机袁
却怎么也舍不得更换遥

提起爸爸的手机袁 甭提多
难看了院 屏幕上的裂纹纵横交
错袁 原本全黑的机壳增添了不
少掉漆后留下的白点袁用野伤痕
累累冶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遥

周末袁 爸爸带我去他的朋
友家做客遥 当他拿出破手机接
电话时袁他的朋友见了袁好奇地
问院野这么破的手机还能用吗钥

是故作低调吧钥冶说完便是一阵
大笑遥那一刻我别提多羞了袁可
爸爸却若无其事袁 还在不停地
标榜他的手机是多么耐用遥

回到家袁 我把心爱的储蓄
罐捧给爸爸袁郑重地说院野爸爸袁
我用这一罐零钱赞助您买个新
手机吧浴冶爸爸看着我一本正经
的样子袁野噗嗤冶一声笑了袁眼泪
都快笑出来了遥

野晶晶袁爸爸不是没钱买新

手机袁这个手机除了样子丑点袁
但不影响使用袁 我为什么要换
新的呢钥冶爸爸顿了一下袁野你要
记住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袁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爷遥 冶我
似懂非懂地听着遥

看着爸爸口若悬河的样
子袁 一旁的妈妈按捺不住了院
野尽跟孩子讲这些大道理袁她听
得懂吗钥 冶爸爸却不以为然袁笑
眯眯地说院野俭朴是一种家风袁
就要从娃娃抓起袁 难道不是
吗钥 冶

我和妈妈看着爸爸袁 会心
地笑了遥

渊指导老师院鞠冬生冤

我的小伙伴
五渊23冤班 刘子川

我家养了一对金钱龟袁 它们
的长相十分有趣遥 硬硬的龟壳上
有三道棱角袁 棱角之间分布着六
边形袁它们大小不一袁排列有序遥
四只小短腿分布在身体两侧袁上
面布满了小鳞片遥 一条小尾巴拖
在身后袁样子十分滑稽遥

两只金钱龟不仅长相很逗袁
而且还是两位吃货遥

一天晚上袁我正准备睡觉袁忽
然阳台上传来一阵野哗啦哗啦冶的
泼水声袁吵得我睡不着遥 我带着一
肚子怒气走到阳台上袁 打开灯一
看袁 哦要要要原来是我白天忘记给
乌龟喂食了袁 它们正用爪子拍水
向我表示抗议呢遥 见我过来袁乌龟
们立马向我爬来袁 用委屈的小眼
神看着我遥

看到此景, 我赶忙给它们换
水,喂肉丁遥我投入第一块肉丁袁母
龟用力将公龟挤到旁边袁 迅速游
过去袁长脖子一伸袁一下子咬住袁
囫囵吞了下去遥 第二次我投了两
块袁母龟又迅速咬住一块 ,公龟赶
紧将另一块吞进肚里遥 看着两只
龟争抢肉丁的情景袁 我心中的怒
气早就烟消云散了遥

这就是我家的小乌龟袁 两只
给我带来快乐的小伙伴遥

渊指导老师院王雪梅冤

在我的笔袋中袁 躺着一只
坏了的钢笔袁虽然它不能用了袁
但我还是把它视如珍宝袁 天天
带在身上遥

那是一次重要的期末考
试袁 它对我的三好生评选有很
大影响遥早上袁我早早地来到学
校袁打开文具盒袁大吃一惊袁钢
笔怎么找不到了浴 我惊慌失措
地把书包尧 文具盒翻了个底朝

天也没有找到遥 我吓得手不知
往哪里放袁 教室里的声音一点
也听不到了遥

开始考试了袁 我拿出文具
盒翻了一遍又一遍袁 希望能找

到一支钢笔袁 但这根本是自欺
欺人遥我空着手袁装模作样地看
着试卷遥突然袁一支新钢笔伸到
我眼前袁我一看袁是我的好朋友
同桌递过来的袁他冲我笑笑袁把
笔放在桌上遥 我感激地看了他
一眼袁飞快地写了起来遥因为时
间紧袁我一路奋笔疾书袁终于写
好了遥交卷后袁我竟然忘记了还
他遥

后来他转学了袁 把钢笔送
给了我袁说留个纪念遥我一直用
到这支钢笔坏了袁也舍不得扔遥
这支代表了我们友情的笔袁我
会一直珍藏遥

渊指导老师院蒋淑贞冤

野下雪了袁下雪了浴 冶成团的雪花
像被狂风扯碎了的棉花团袁 纷纷扬
扬地飘落下来袁 整个大地变成了一
个粉妆玉彻的世界遥

雪天必不可少的事是什么钥 当
然是堆雪人了遥 小刚尧小强和小丽迫
不及待地跑到院子里袁开始堆雪人遥
小刚和小强滚了两个大的雪球做雪
人的身体袁 小丽滚了一个小一点的
做雪人的头袁 然后又找来水桶做帽

子袁树枝做手臂袁胡萝卜做鼻子袁石
子儿做纽扣和眼睛袁 在他们齐心协
力下袁一个可爱的雪人就诞生了遥 突
然袁 小丽觉得雪人身上少了点儿什
么袁她把围巾解下来袁围在雪人的脖
子上袁这时袁一只小狗跑了过来袁对
着雪人野汪汪冶地叫着袁好像在说院
野这个雪人真漂亮浴 冶

雪袁给孩子带来了一份快乐遥
渊指导老师院李芸冤

午睡小插曲
四渊18冤班 帅源校

诚信，让生活更美好
五渊12冤班 朱嘉慧

爸爸的破手机
五渊9冤班 王晶晶

珍惜钢笔
五(18)班 华沐凡

缤纷冬日 二渊20冤班 刘宇轩 小兔萌萌 二渊25冤班 郝可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