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前有一个人袁姓王袁家中
排行老二袁只因他得过天花袁脸
上全是麻子袁 所以人称王二麻
子遥 俗话讲野十个麻子九个巧冶袁
但王二麻子的聪明没用在正道
上袁却用在了谎言上遥

王二麻子也一直盼着能捉
好多鱼遥 一天早晨袁他急急忙忙
地往家里跑袁结果一不小心袁撞

上了她最要好的朋友袁名叫野留
不住话冶遥

野你干啥子袁王二麻子钥 冶留
不住话喊道遥 野对不起哇袁冶王二
麻子说袁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袁
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遥 冶野什么
秘密钥 冶留不住话眼睛一亮遥 王
二麻子认真说院野我发现河里全
是鱼袁我正要回去拿渔具遥 你可
不要告诉别人袁走袁咱们拿渔具
去浴 冶说完袁他就飞奔而去遥留不
住话逢人便讲袁 不一会儿全村
男女老少都去捉鱼了袁 可河里
连个鱼影都没有遥 村民们生气

了袁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留不
住话扔进河里遥 就这样袁留不住
话成了二麻子的野替罪羊冶遥

那时候袁因为发育不良袁有
些人就有十一个指头遥 一天中
午二麻子又神神秘秘地对留不
住话说院野广场上那个捏糖人的
老头变成了帅小伙袁 每只手有
七个指头袁奇怪极了浴 冶于是留
不住话又告诉了别人袁 结果一
传十袁十传百遥 引得全村人到广
场上去看噎噎捏糖人的还是那
个老头袁呵呵袁留不说话又被揍
了一顿遥

有一天袁 王二麻子的老婆
在河边洗衣服时掉进河里去
了遥 这一幕被王二麻子看见了袁
他心里直想去救袁 可自己也是
个野旱鸭子冶袁不敢冒险遥 于是袁
他就一边往广场上跑袁 一边喊
道院野李三尧 吴四噎噎我老婆溺
水了浴 冶可没几个人相信袁等到
有人把王二麻子的老婆救上岸
时袁已经晚了遥 王二麻子抱着老
婆的尸体大声痛哭袁 可有什么
用呢钥

渊指导老师院刘国娴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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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袁我们都会有一
个美好的梦袁都喜欢伴着美
梦入眠遥 可是袁现在的我们
似乎都丢失了属于自己的梦遥

下午袁天气寒冷袁但阳
光却出奇的明媚袁以至于让
人忍不住想找个地方舒舒
服服地打个盹儿遥第一节课
是音乐课袁 刚开始还算美
好袁后来不知是我们唱歌走
调袁还是别的原因袁一向和
风细雨的音乐老师竟大发
雷霆院野你们这种态度袁唱歌
不可能唱好袁就像一潭死水
不可能清澈见底一样袁学习

也是如此遥 要把学习学好袁
首先就要明白自己为什么
而学袁 没有目标袁 怎能成
功浴 冶

短短的几句话深深地
刻在了我的心上袁混沌的头
脑被老师的话语惊醒袁自己
竟无言以对浴

是啊浴我们学习到底是
为了什么呢钥我们难道都放
弃了心中那个美好的梦吗钥
还是那个梦放弃了我们钥我
陷入了沉思噎噎

每每看见手拉手走进
校园的一年级的学弟学妹

们袁我总会在想袁我们以前
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恍然之中袁我突然明白
我们六年级为什么要搬回
一年级的教学楼了袁或许是
不让我们抛弃最初的那个
美梦吧遥 花开花落袁总有零
落成泥的一天曰 绿叶繁盛袁
总有回归树根的一天曰波涛
滚滚袁 总有回归大海的一
天遥 因为袁它们都要去寻找
丢失的梦噎噎

很多时候袁并不是我们
放弃了梦袁而是我们亲手摧
毁了梦遥真正的毁梦者就是
我们自己遥 放下手中的事袁
去寻找那个梦袁不要再去做
那一位苍老的小孩了浴

渊指导老师院吕菊兰冤

读六年级了袁我常记起三年级时
那懵懂又美好袁 无知却快乐的生活遥
教学楼前有一座凉亭袁暗红色袁小巧
玲珑袁别致而安静袁虽无华贵之处袁却
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美遥

那时袁我们一下课袁人手一本课
外书都争着往外跑袁想在那个小小的
亭子里有个座位袁 毕竟亭子真的是
小袁里面只有一张小石桌和四张小石
凳袁抢个座位实属不易袁只是在这时袁
常听到老师喊院野哪些同学作业没有
订正就跑到小亭子里去了钥 冶那些同
学像受了惊的小麻雀袁赶紧野飞冶回了
教室遥 爱看书的同学不管周围多么嘈
杂袁还在津津有味地看袁直到打了上

课铃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袁抢不到座位
的同学只好坐在一旁的长凳上袁等着
有人忽然离去袁自己好野趁机而入冶遥

那座小亭子让枯燥的生活变得
柔软袁 让我们急躁的心情变得平缓遥
我很想念那座承载了我们美好回忆
的小亭子袁它叫野润泽亭冶浴

它袁是一座亭子袁也是我的童年遥
每每经过小亭子都有一丝眷念之情遥
不管春尧夏尧秋尧冬袁它都伫立在那里袁
在没有我们欢声笑语的日子里袁它又
将多安静遥 我想念小亭子袁想念我的
童年袁想念美好的我们遥

夕阳伴着微风轻拂着我的脸袁看
到了泪痕遥 渊指导老师院周海霞冤

街道边有家小吃店袁店
面虽不大袁但去过的人都知
道店里的美食不错袁每次去
都座无虚席遥

我是这家店的常客袁每
隔一段时间都会去光顾一
下袁不只是因为店里的美味
吸引着我袁还因为老板娘那
腿脚有残疾的大儿子遥每次
见到这位哥哥袁他都跛着脚
忙碌着袁从里忙到外袁忙着
给客人上菜袁忙着收拾碗筷
噎噎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自
信的笑容袁从来不因自己的
不幸而感到自卑袁总是坚强
而乐观的活着遥 听说袁这位
哥哥生来是健康的袁只是因
小时一场大病而落下残疾袁
但他从不自怨自艾袁凭着自
己的努力和比别人更多的
付出袁完成了小学直到高中
的学业遥

是啊袁要想自己的人生
活得有价值袁就必须经受磨
难曰要想自己的人生活得快
乐袁就必须接受考验遥 让我
们一起珍惜宝贵的生命吧袁
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浴

渊指导老师院何美霞冤

我的心中一直有一盏
明灯袁它指引着我前进遥

寒假袁 我回老家看望
爷爷遥 我每天都过着小公
主般的生活遥一天袁我从房
间里出来袁 突然看见爷爷
伏在书桌上写着什么遥 悄
悄走过去一看遥哦袁爷爷正
在练书法呢遥 他写的字漂
亮极了浴苍劲有力袁气度非
凡遥再细看袁爷爷正在反复
练习一句话袁为此袁他写完
的废纸已经有一箩筐了遥
爷爷发现我在身后袁 连忙
招呼我坐下袁 然后从书桌

上抽出一份作品袁 意味深
长地对我说院野然然袁 虽然
爷爷奶奶平时宠着你袁但
你一定不能因此而忘了学
习遥时间很宝贵袁一去不复
返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袁千
万别让爷爷奶奶失望啊浴
这幅作品送给你袁 希望你
能牢牢记住它袁 抓紧每一
分袁每一秒浴 冶

我将这幅字挂在我的
房门上袁 上面写着爷爷反
复练习的一句话院 枯木逢
春犹再发袁 人无两度再少
年浴 渊指导老师院李瑾冤

寒假期间袁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
的杭州野生动物园遥 在这里袁我们游
客待在野笼子冶里看动物袁别有一番滋
味遥
我们坐车来到了 野澳洲荒野冶地

区遥 这一边袁几只袋鼠懒洋洋地躺在
草地上晒太阳袁小袋鼠围着妈妈转圈
圈袁亲子时光特别温馨遥 那一边袁几只
鸵鸟像绅士般悠闲地散步袁偶尔在马
路上踱几步遥

接着袁我们车子顺着蜿蜒的公路
进入了 野亚洲原野冶遥 山下有一片湖
水袁 优雅的黑天鹅在岸边安静休息袁
一群野鸭在波光粼粼的湖面嬉戏遥 不
远处袁成群的马儿尧骆驼围着草槽津
津有味地吃着草遥 翻过一个小山头袁

来到了凶猛动物地带遥 这里有凶狠的
狼和豺袁 旁边的两只老虎正在打斗袁
一只发怒的老虎正在追赶另一只老
虎袁粗壮的四肢非常敏捷袁速度极快袁
怒吼声震得地动山摇遥

最后袁我们来到了野非洲草原冶遥
几只狮子坐在那里袁聚集在一起好像
在开会遥 一头满面鬃毛的雄狮看见我
们在指指点点袁随即走到狮群轻言低
语袁几只狮子居然一哄而散袁躲进山
洞里了遥 我笑着说院野它们散会了袁我
们也走吧遥 冶

夕阳照在斜坡上袁我们仿佛置身
于大自然中袁 一切是那么的亲切遥

渊指导老师院李进冤

野叮叮叮冶上课了袁严老师
严肃地对我们说院野这节课进行
值日班长的竞选遥 冶宣布完毕袁
第一个演讲的是陈未未袁 不紧

不慢地走上台开始了演讲袁看
着她镇定自若的样子袁 我不免
有些紧张遥

轮到我时袁 我心里怦怦直

跳袁手心都渗出了汗珠遥我不停
地对自己说:野刘奕行袁 不要紧
张袁不要紧张遥冶我走上讲台袁对
大家行了个队礼袁 拿出演讲稿
读了起来遥读着读着袁我的心情
渐渐平静下来袁越读越自信遥读
完后袁 我对大家深深地鞠了一
躬袁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遥当
我回到座位上时袁 同桌偷偷地
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袁 我心里可
开心了遥

演讲完袁开始投票了袁老师
点到了我的名字遥 我默默地趴
着袁耳边响起了老师的数数声:
野1尧2尧3噎噎刘奕行 29票遥冶啊钥
票数好低呀! 我心中一阵失望袁
看来要被淘汰了袁 我像泄了气
的皮球袁 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
上等待着最后的结果遥 谁知最
后跟别人一比袁 我的票数并不
低袁竟然选上了浴选上了浴 我恨
不得立刻长出一双翅膀飞出教
室把这个喜讯与妈妈分享遥

这一刻袁 我激动地对自己
说:野加油袁刘奕行浴 你能行浴 冶

渊指导老师院严欣冤

春节又到了袁大街小巷张灯结
彩袁亲人们欢聚一堂袁店面门口站
满了人遥

大年初一袁我穿上新衣新鞋去
外婆家拜年袁 外婆给了我压岁钱遥
我刚接到手里袁妈妈一看见就让我
把压岁钱交给她袁 说是存到银行
去遥 我心里不情愿袁便和妈妈争辩
了一场袁可最后也只好硬着头皮把
压岁钱交给了妈妈遥 其实袁我心里
明白袁我还没有长大袁这些钱不能
给自己保管袁要给爸爸妈妈保管遥

你发生过和爸爸妈妈争压岁
钱的事情吗钥以后对待压岁钱的事
情袁就应该听父母的遥 等我们长大
了袁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挣到
钱时袁自然就会保管钱了遥

渊指导老师院朱家军冤

梦 六渊10冤班 王曹宇晨
想 念 六渊5冤班 朱清泉

游野生动物园
三渊10冤班 黄子恒

那句话是一盏明灯
六渊18冤班 张蔚然

自强不息
的大哥哥
六渊24冤班 周睿远

压 岁 钱
的 故 事
三渊12冤班 孙弈梵

第一次参加竞选
三渊15冤班 刘奕行

王二麻子
三渊20冤班 朱常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