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 予
六渊5冤班 俞施桐
冬日袁北风呼呼地吹袁雪

花似有似无地拂过我的脸
颊遥 此刻袁 我落魄地走在街
上袁任由茶香四处游荡袁也许
是出于香味袁 我走进了一个
小店遥

我挑了一个最角落的位
置坐了下来四处张望着遥 突
然袁 一株粉嫩的山茶花出现
在玻璃缝里袁一点点袁却挡不
住它的旺盛尧繁茂遥花瓣颜色
十分鲜艳亮丽袁一瓣又一瓣袁
一层又一层袁 花瓣们挤成一
团袁挤成了一朵粉色的大花遥

野心情不好钥 冶老板一下
看出了我的心思遥 我皱了皱
眉头袁 她看向窗外说院野这儿
挺美的吧浴冶我欣赏地看向窗
外袁 她若有所悟地说院野你知
道吗袁 有时候不一定只有靓
丽的地方风景好呢浴 从角落
里看世界也很美妙袁 不是
吗钥冶她瞟了我一眼袁野人其实
也是一样的遥 冶我笑了笑袁又
抿了口水遥

离开时袁 好像心中突然
明媚了许多遥

她给予我美食袁 给予我
动力袁给予我决心袁当然袁还
有她那心心念念的山茶遥

渊指导教师院周海霞冤

圆园18年第 8期七彩苗圃本版编辑院王慧萍 3

父爱也如水
六渊22冤班 王小涵

有人说父爱如山袁但我觉得父爱更似
水遥

我的爸爸是个细心的人遥 去年的冬
天袁天气特别寒冷袁爸爸担心我感冒袁每天
晚上睡觉前袁他都会早早打开空调遥 第二
天袁我嘴唇干燥得裂开了一条口子袁就连
擤的鼻涕里都有血丝袁爸爸看了袁眉头一
皱袁抚摸着我的头袁说院野没关系的袁多喝
水遥 冶

晚上袁爸爸继续开着空调袁但是多了
一台加湿器遥 夜里袁我感觉我的嘴唇不再
那么的干燥袁而是十分的清凉湿润遥 我悄
悄睁开眼睛一看袁原来是爸爸袁他正在轻
轻地用棉签蘸着水涂着我的嘴唇遥 涂完袁
他走了遥 我踮起脚尖袁跟着爸爸袁我用手轻
轻地点了点他的后背袁野爸爸袁是你刚才用
水涂我的嘴唇的吗钥 冶野是的遥 冶爸爸笑了
笑遥 我听了袁一阵暖流流入我的心田袁野爸
爸袁谢谢你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遥 冶我们都
幸福地笑了遥

这就是亲情袁如此的朴实无华遥 这就
是父爱袁如此地细腻温暖遥

渊指导老师院张晓阳冤

星期天中午袁 小明到公
园散步遥 公园里四处鸟语花
香袁令人格外神爽遥

走着走着袁忽然袁小明看
见一个小弟弟竟然准备爬树,

大树上有一个鸟窝袁 而鸟窝
里竟然有几颗圆溜溜的鸟
蛋袁 原来小弟弟正准备去掏
鸟蛋遥

小明心想院 这样可不好

啊袁我得赶快阻止他才行遥 于
是袁 小明忙跑去冲着小弟弟
摇摇手说院野不要这样做袁万
一你不小心摔下来怎么办钥
如果鸟妈妈和鸟爸爸回来发

现他们的宝宝没了袁 一定会
很伤心的遥 冶小弟弟听了袁羞
红了脸袁 说院野大哥哥袁 我错
了袁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
了遥 冶这时袁鸟爸爸和鸟妈妈
飞回来了袁 在他们头顶上叽
叽喳喳地叫着袁 好像在夸奖
他们呢浴

渊指导老师院费春燕冤

芭比娃娃
二渊9冤班 杨艾蒙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芭比娃娃袁她是我
过生日的时候袁妈妈送给我的遥

她披着金黄色的头发袁穿着粉红色的
长裙袁粉红色的高跟鞋袁高跟鞋上面有一
朵黄色的小花袁美丽极了遥 休息时袁我经常
和她玩游戏袁帮她扎头发袁换衣服遥 我睡觉
害怕的时候袁她就陪着我睡觉遥

每次出门玩袁我都带着她遥 小朋友们
都跑来问我院野这是在哪买的钥好漂亮呀浴 冶
看见她们羡慕的眼神袁我很开心浴

渊指导老师院袁玉玲冤

铅 笔
三渊1冤班 石璐羽

我是一支普通的铅笔袁 身体细而长袁
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遥 我的作用可大了袁
小学生都离不开我的哦浴

我的主人很喜欢我遥 当我的主人刚把
我从小店里买回来的时候袁 她特别珍惜
我袁还细心地给我戴上了一顶小帽子遥 帽
子中央有一只可爱的小猫袁头顶上有一个
五角星袁这样装扮一下还是很漂亮的遥 每
当老师要求我们写字时袁小主人总是最快
速地把我拿出来袁 然后认真地在本子上
写遥

我在小主人的手里发挥着重要的用
途袁所以常常想院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笔
了遥 可是袁好景不长袁有一天袁小主人不小
心把我弄丢了袁我躺在教室角落冰冷的地
面上袁渐渐被小主人遗忘了遥 有一天小主
人的同学捡起了我袁并问小主人院野这是你
的铅笔吗钥 冶小主人激动地说院野我的袁是我
的遥 我找了好久袁终于找到你了遥 冶

我开心极了袁又能继续为小主人服务
了遥

渊指导老师院樊亚莉冤

拔牙记
三渊15冤班 刘奕行
野哎哟尧哎哟袁我的牙实

在疼得受不了了遥冶妈妈拭去
我额头渗出的汗珠袁 心疼地
说:野妈妈带你去医院遥 冶

到了医院袁我忐忑不安遥
轮到我了袁我坐到椅子上袁医
生拿着小木棒袁扒开我的嘴袁
仔细地看了看袁 严肃地说 :
野里面的一颗牙全都蛀了袁必
须拔掉遥冶我用乞求的目光看
着妈妈遥 妈妈轻声询问道 :
野可以不拔吗钥 冶野不行袁否则
会更疼的遥 冶我彻底绝望了袁
心似乎一下子掉进了冰窟
窿遥我紧紧拉着妈妈的手袁手
心里全是汗遥 妈妈鼓励我说:
野别害怕袁勇敢点袁孩子遥 冶医
生让我躺下袁给我打了麻药遥
那细细的针尖戳进我的下巴
时袁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遥医
生拿来一把医用钳袁 它在灯
光的照耀下袁 透着寒光遥 幸
好袁医生手脚麻利袁那颗蛀牙
被拔了出来袁放到托盘里遥好
恐怖浴 牙全都黑了袁 也蛀空
了浴 医生一本正经地说:野以
后要好好刷牙袁少吃糖袁知道
了吗钥 冶我使劲地点点头遥

回家的路上袁 我捂着隐
隐发疼的嘴巴袁 心里默默地
想我以后要好好保护牙齿袁
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遥

渊指导老师:严欣冤

在 野11.11冶袁妈妈给我
买了双新鞋子遥

这双鞋远看像一艘巡
洋舰遥 它是由火焰红和柠檬
黄组成的袁我认为红色代表
性格刚烈袁 黄色代表活泼袁
很符合我的性格遥 鞋底是橡
胶做的袁白色的部分像一只
怒吼的甩着尾巴的狮子遥 鞋
子上有一道荧光绿的边袁在
灯光的照耀下袁 闪闪发亮袁

像一根荧光棒袁很炫酷遥
我迫不及待地穿上它袁

很柔软尧舒服袁大小正合适袁
走起路来也很轻袁真是太棒
了浴 我压制自己内心的狂
喜遥 我在原地不禁想翩翩起
舞袁 恨不得拿个扩音器喊院
野瞧袁 我买新鞋子了浴 帅不
帅钥酷不酷吧钥 冶妈妈说院野你
把鞋子顶头顶上算了浴 冶这
时袁有两个人走过袁我故意

伸出脚给他们看遥 他们一边
看我的鞋子袁一边乐呵呵地
说 院 野这孩子的鞋子棒极
了浴 冶我听了袁心里喜滋滋
的袁脸上乐开了花儿遥

这双鞋子将陪我度过
这个冬天袁 给我温暖和快
乐袁我喜爱它浴

渊指导老师院彭晶冤

我有一个心爱的文具
盒袁是朋友过生日时送给我
的回礼袁我非常喜欢它遥

文具盒穿了一件宝蓝
色的外衣袁衣服上印着一只
叮当猫和它的五个弟弟遥
瞧袁叮当猫正笑眯眯地看着
我袁 好像在说院野小朋友袁你
要记住哦袁好好学习袁天天
向上袁 就一定会梦想成真

的浴 冶再看看它身边的弟弟
们袁有的倒着身子袁一手撑
地袁锻炼身体曰有的头插竹
蜻蜓袁准备起飞袁去参加飞
行比赛曰还有的正快乐地跳
着踢踏舞袁脖子里的铃铛不
时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遥

我的文具盒和叮当猫
的神奇口袋一样袁里面有许
多宝贝袁 我带你慢慢欣赏遥

看袁文具盒最上面一层住着
铅笔和橡皮袁 中间住着钢
笔袁下面一层住着胶带纸和
直尺袁它们幸福地住在文具
盒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遥

心爱的文具盒袁谢谢你
陪着我度过了美好的学习
时光袁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
的遥

渊指导老师院郜小燕冤

己是深秋,朦胧之中,我
再一次走在了这条万般熟
悉的道路, 再一次踏上了这
条黄金大道遥 清晨袁一阵清
凉的晨风吹来, 银杏的叶子
便如同雨点般落了下来,上
面还带着夜间的露水, 落在
身上袁 又被一阵风再度吹
起袁在空中云里来袁雾里去,

好不自在 ,
竟不由的
羡慕起这
银杏叶来
了遥

也 是
在这短暂
的一瞬间 ,
一缕似有
似无的阳
光终于拨
云见日袁射
了出来袁如

金子般的给这一只只蝴蝶
绣上了金色的框, 变得更加
耀眼袁更加迷人袁这群可爱
的小精灵四处纷飞袁一时间,
如深金蝶的银杏叶好似天
外飞仙一般四处纷飞尧漫天
飞舞袁竞多了一种说不出的
向往遥

远处, 传来了一阵悠远
的竹箫之声, 这音乐四处飘
荡袁不知怎的袁其中都有一
种抹不去的悲伤袁莫名地想
到了院 泪眼问花花不语袁乱
红飞过秋千去遥 这箫声虽不
大袁却饱含力量袁摇曳了苍
穹袁描摹了大地袁令人百感
交集遥 猛然间袁我明白了袁时
间是无情的袁你在不断吸取
生活之经验时袁他也在不断
剥夺你的年华人生袁就像深
秋的银杏叶一样袁不管你自
以为多么年轻袁最终的宿命
都在向你走来袁凋零袁都是
不可避免的遥

梦未醒,叶已落袁箫声依
旧在婆娑的树影间穿梭 ,和
这一只只深秋金蝶表演着
生命之美噎噎

渊指导老师院吕菊兰冤

在我六岁的时候袁我流
泪了遥 这件事使我终身难
忘遥
是怕了钥 关键时刻还要

靠我浴 冶我很生气袁情不自禁
地说院野我去遥 冶但是袁我虽然
看见了妈妈狡猾的笑容袁却
不知道我已经中了妈妈的
野圈套冶遥

一出门 袁 我就后悔
了要要要外面伸手不见五指袁
野猫黄色的眼睛变成了幽
暗的绿色噎噎总之袁要多可
怕有多可怕遥 我小心翼翼地
走到垃圾桶旁边袁把垃圾扔
进去遥 野咚冶的一声似乎是一
块大石头掉到了我身上袁把
我吓得大气不敢出遥 过了好

一会儿袁 我发现没事才走遥
我心想院 心都快跳出来了袁
不过幸亏没事噎噎野喵浴 冶我
还没想完袁一声巨大的猫叫
把我吓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遥
野救命啊浴 冶我几乎在一瞬间
喊出来了遥 泪像雨一样流
了满面袁然后袁我在尖叫和
流泪中回了家遥

那时候袁我流泪了遥 这
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遥

渊指导老师:李瑾冤

不要这样做 二渊4冤班 周沐枫

我的新鞋子 三渊13冤班 吴非繁

心爱的文具盒 三渊22冤班 刘宇轩

那一次我流泪了
六渊18冤班 姜和君

深秋·金蝶·生命之美
六渊10冤班 王曹宇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