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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袁碧空如洗袁万里
无云遥 小虫子袁蚂蚁和蝴蝶
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玩耍遥它
们发现有半个白白的鸡蛋
壳袁隐藏在草丛中袁于是把
它翻了过来袁又找来了一根
小木棍袁架在上面玩起了跷
跷板遥

过了一会儿袁小伙伴们
玩累了袁想像蝴蝶一样飞上

天空袁它们立刻行动袁随后
找来了一个红色的大塑料
袋和一些粗丝线袁把塑料袋
和蛋壳用丝线绑在一起袁热
气球做好了遥它们随风升上
了蔚蓝的天空袁 飞过了田
野袁飞过了花园噎噎

到了下午袁突然下起倾
盆大雨袁把热气球给冲了下
来袁小伙伴们赶紧把蛋壳给

翻了过来躲了进去遥幸好有
这把伞袁小伙伴们才没被淋
湿遥

天黑了袁雨停了袁月亮
升上了天空袁小星星们眨着
眼睛袁蝴蝶往鸡蛋壳里添了
一些草袁小虫子和小蚂蚁找
来的树叶当作被子袁 慢慢
地袁三个小伙伴进入了甜蜜
的梦乡遥

快乐的一天就这样结
束了袁 蛋壳的用处可真多
呀浴

渊指导老师:费春燕冤

可爱的乌龟
三渊14冤班 姜瑞

我家养了两只乌龟袁一只是春节里
爸爸在公园门口买的遥因为小乌龟长得
小小的袁呆头呆脑袁于是我就叫它野小
呆遥 冶

小呆刚到我家那会儿袁 还很活泼袁
又是伸出好奇的脑袋对这陌生的环境
东张西望袁又是蹬蹬四只小短腿袁晃晃
小尾巴袁活动一下身体袁可爱极了遥但好
景不长袁渐渐地袁小呆不知是因为太冷
了袁还是太孤单袁总把自己缩在龟壳里
不出来遥 爸爸觉得它太孤单袁于是又买
了一只大乌龟陪它遥

第二只乌龟长得大些袁 我就叫它
野大呆遥冶大呆是野生的袁它野胆大包天遥冶
今天我看两只乌龟在鱼缸里有些拥挤袁
所以我把它们放到水池里遥大呆刚被放
下就猛爬起来袁等它爬到一个角落后就
使劲向上爬袁可是怎么也爬不上袁等我
过会儿再来看它们时袁大呆又爬到了另
外的一个角落了袁它还是不甘心继续奋
力向上爬遥 我把大呆抓了起来袁想逗逗
它的袁可没有想到它还不老实袁拼命地
蹬起它那四只小短腿袁 向我抗议呢袁我
没办法袁只好又把它放下来遥

这就是我家的乌龟---小呆和大
呆袁两只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的
乌龟遥 (指导老师院朱小艳冤

如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
小溪里的一朵水花袁那么最大
的一朵袁就是记忆中最难忘的
话遥

记得第一次骑自行车袁正
当我骑得开心时袁突然野砰冶的
一声袁 我摔了个四脚朝天袁膝
盖裂了一条四五厘米的口子袁
鲜血直往外流遥 我吓呆了袁
野哇冶的一声哭了起来遥外婆听

到了袁佝偻着身子袁急匆匆地
向我走来遥 见我摔倒了袁她立
刻弯下了腰袁抱起了我袁用粗
糙的手袁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
说院野宝贝袁别怕遥有外婆在袁有
外婆在噎噎冶外婆的这句话好
似一股暖流溢满我的全身袁我
内心的恐惧慢慢平复下来遥

外婆把我抱回了家袁让我
躺在沙发上遥我眼含热泪 袁轻

轻地捂着膝盖袁外婆找来了创
口贴袁边贴边说院野宝贝袁别怕袁
没事遥冶我这才鼓起勇气袁忍着
疼痛袁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遥
过了一会儿袁 外婆手中拿着
野云南白药冶向我走来袁我这才
知道她刚刚帮我买药去了遥只
见她小心翼翼地在我的伤口
上喷了些药袁 小口小口地吹
着袁说院野宝贝袁别怕袁一会儿就

不疼了遥冶我紧紧地闭着眼睛袁
感受着外婆对我的爱遥 那一
刻袁我觉得疼痛消失得无影无
踪遥

生活中袁偶然发生的一个
细节袁一个举动袁让我们倍感
温馨遥外婆那句 野宝宝袁别怕冶
给我关心和勇气袁 我终生难
忘遥

渊指导老师院毛鹤美冤

公园一角
三渊22冤班 吴源浩

俗话说院野烟花三月下扬州遥 冶在这
烂漫无比的春天袁我和妈妈来到茫稻河
畔的南水北调源头公园里游玩遥

我们刚刚到门口袁就被门前的一块
卧着的石头吸引了遥 石头上面写着野南
水北调源头公园冶八个大字遥 我最喜欢
里面的樱花大道遥 樱花树上开满了樱
花遥 粉红粉红的花瓣拥挤在一起袁一团
团袁一簇簇袁像毛绒球一样圆圆的袁太好
看了遥 微风一吹袁粉红色的樱花瓣飘落
下来袁落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袁像给大地
铺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地毯遥游人们拿起
照相机在那儿拍着美美的照片遥调皮的
孩子在花瓣中滚来滚去袁传出银铃般的
笑声遥 我捧起一把地上的花瓣抛向天
空袁像下起了花瓣雨袁也像蝴蝶在空中
翩翩起舞遥

当我走在这美丽的樱花大道上袁眺
望着小河边的景色袁 真是心旷神怡呀浴

渊指导老师院郜小燕冤

舅妈家种了许多花袁有四
季常开的玫瑰袁有冰清玉洁的
茉莉袁有素雅清新的水仙噎噎
其中有一盆花袁 我很喜欢袁它
就是昙花遥
说到昙花袁我的脑海里立

刻闪出野昙花一现冶这个成语
来遥 我真希望能亲眼看到它
野一现冶的风采遥

一天晚上袁 我去舅妈家
玩遥 前几天袁还记得它柔嫩的
花瓣才初露端倪袁像没见过世
面的少女袁羞羞答答的袁迟迟
不肯出来遥现在花瓣竟然全部
露出来了袁淡黄淡黄的袁别有
一种优雅的美遥

八点左右袁花蕾继续慢慢
绽开袁像电视里的慢镜头遥 八

点半后袁它不再害怕袁欢快地
怒放了遥花瓣褪去了原来的黄
色袁变得雪白了遥我仔细观察袁
花瓣与花瓣整整齐齐地围成
一圈袁向四周摊开袁开口直径
有六厘米那么大遥中间有八九
条纤细的蕊丝袁 毛茸茸的袁宛
如清水中的大虾向外伸出的
触须遥

花瓣是雪白的袁花蕊柱是
淡黄的袁花基是深黄的袁不同
的颜色是那样的鲜明袁又那样
的和谐淡雅遥 随着花瓣的展
开袁 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
来袁沁人心脾袁令人陶醉浴似乎
没过多久袁 昙花开始凋谢袁它
那野一现冶的风采也结束了遥

有人认为袁 昙花虽然美

丽袁可生命短暂袁没有可取之
处遥 我不这么认为袁我认为昙
花的生命虽然短暂袁但它却给
人们带来了美好的享受遥正如
人的生命袁有的人活着时间虽

然很长袁 但对社会毫无贡献;
有的人生命虽然短暂袁却放射
出奇光异彩遥 你说袁哪种生命
更有价值呢钥

渊指导老师院李瑾冤

我在书中找爱
六渊6冤班 崔雯昕
不知从何时开始袁 书成了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遥 有时
与它不经意地邂逅袁 便使心灵得
到洗礼袁 使我干涸的灵魂得到浸
润遥

晴朗的早晨袁 微风从窗边习
习而来袁 将身边的书一页一页吹
起遥 我将书拿起 袁走进亚米契斯
的叶爱的教育曳遥 主人公安利柯是
一个积极向上的好孩子袁 她乐于
帮助同学袁非常富有同情心遥读完
这本名著袁我深深地感受到野爱冶袁
就是那种同学之间的友爱遥 记得
在一次临近期末考试前袁 老师给
我们进行了一次小测试袁 我只考
了野89冶分袁下课我趴在桌上发呆袁
心里盘算着回家该怎么向老妈交
代遥突然袁不知是谁轻轻地拍了一
下我的肩背遥 扭头一看袁哦袁原来
是小芳遥她抚摸着我的头发袁细声
细语地说道院野怎么了钥 发什么呆
呀钥冶野我噎噎我考试没考好噎噎冶
我哽咽着袁吞吞吐吐地说道遥 野别
伤心了袁古人曰耶从哪儿跌倒就从
哪儿爬起袁爷下次考好不就完了浴冶
我半信半疑袁 只见她又拍拍胸脯
向我保证院野你只要刻苦努力袁什
么事都可以干成! 冶

从那时起袁小芳就像叶爱的教
育曳中的安利柯袁天天帮我巩固新
知袁复习旧知袁过几天又考了一次
试袁果然不出她所料袁我考了一个
高分浴

朋友之间的爱在我灰心意冷
时给我信心袁让我勇往直前袁永不
退缩遥

叶爱的教育曳真是一本好书袁
它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爱袁 并牢牢
地抓住它噎噎 渊指导老师院张娟冤

我对柳情有独钟袁特别
喜欢柳的柔美缠绵遥我生活
的小区里袁 就有一排柳袁只
是她们长在了污水河边袁惹
得路人没有了观赏的兴致袁
每次都是匆匆走过袁好像觉
得这污水糟蹋了这纯洁的
柳袁可仔细看袁这柳依旧是
那样的清新遥

初春的柳袁绿得轻盈自
然尧动人心弦袁那醉人的绿
朦朦胧胧袁像在河面升起了
一层薄薄的尧影影绰绰的绿
雾遥 绿中还夹着丝丝鹅黄袁
像少女脉脉含情的眼袁又像
轻滑的蛋清袁清澈得没有尘
染的痕迹遥 近看袁那新生的
芽儿袁是那样的娇弱尧剔透袁

分明是一块经过细心打磨尧
成色极好的玉花儿袁可这世
上到哪儿去找这样的玉料尧
这样的玉匠袁雕刻出这等温
润尧清透尧无瑕的绿呢钥

柳外表柔美袁骨子里坚
贞遥小区里的柳从我四岁住
进来就有了袁在污水河畔生
长了 10年之久遥 每年她们
总是最早感知春天的来临袁
不畏春寒料峭袁 如约而至袁
给人最清新尧最纯净尧最生
机勃勃的绿遥 不错袁春天是
她们带来的浴

那几棵柳生长的土地
本就不多袁这几年附近的居
民又在她们的周边种上了
蔬菜袁使她们几乎没有立锥
之地袁可即便是这样袁这些
顽强的柳树却依然屹立于
溪边袁不同流合污袁不为环
境所困袁顽强地展现着清新
与秀美袁给人们带来一片绿
荫浴

平凡的柳袁我爱你浴 我
愿做像你这样的人遥

渊指导老师院叶玉华冤

我家的新电视
二渊15冤班 袁帅

这几天我家新买了一台电视机遥这
台电视机全身是黑色的袁 机身又薄又
大袁是长虹牌的 55寸的液晶电视遥让我
奇怪的是袁 平常的电视屏幕都是平的袁
而这台新电视是弯的袁妈妈告诉我这是
现在流行的曲面电视袁不管你站在哪个
角度看袁都能看清楚画面袁而且还能保
护眼睛遥

今天袁 我终于等来了安装师傅袁把
电视挂在墙上了遥这台新电视挂在我家
客厅墙壁的正中间袁非常显眼袁整个家
里都变得气派了遥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
视袁把家里的无线网连上袁都不需要用
机顶盒就能收到各种各样的台袁还可以
放电影尧 录像袁 也可以跟在后面唱歌
噎噎新电视的画面真的很清楚袁我太高
兴了袁可是妈妈只许我星期天看遥

我真的太喜欢我家的新电视了浴
渊指导老师院季玉珍冤

“宝贝，别怕”三(17)班 谈子乔

昙花一现 六渊18冤班 殷花瑞

柳 六渊25冤班 陈欣彤

二渊4冤班 童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