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龙虾较多袁我和爸爸
决定捉几只回来玩遥

捉来的龙虾一个个张牙
舞爪袁我突发奇想院嘿袁让它们
来一场拔河赛浴

我挑了两只厉害的龙虾袁
一只披着红盔甲袁挥舞着大剪
刀袁取名野独爪虾冶曰还有一只
虽然小袁却非常灵活袁我叫它
野小青冶遥

我用一根绳子袁两头分别
系在它们的尾巴上袁拔河比赛
正式开始浴 只见小青举起大剪
刀袁摆出向下砍的姿势袁野快砍

呀浴 冶小青仿佛听懂我的呐喊袁
用力地砍了下去袁独爪虾迅速
闪到一边袁小青砍了个空遥 过
了好一会袁 它们才回过神来袁
拼命地往两边爬遥 野加油浴 加
油浴 冶独爪虾虽然力气大袁却由
于只有一个爪子袁无法保持平
衡遥 而小青有两只爪子袁个头
却差了一截遥 它俩拉来拉去袁
却没分出个胜负袁 我只好宣
布院平局浴

龙虾拔河赛可是第一次浴
指导老师院孙婷

我从游海洋公园买
回一只水母袁从此一早醒
来第一件事情便是去看
一下它浴

一次袁我像往常一样
去看水母袁 可水母不动
了袁 我摇晃了一下瓶子袁
它还是不动袁我着急地大
喊:野妈妈袁水母不动了袁你
快过来看啊遥 冶妈妈连忙
走过来袁摇晃了好几下瓶
子袁水母这才开始懒洋洋
地动了起来遥妈妈笑着说:
野人家水母小姐在睡觉袁
你打搅人家做美梦啦浴 冶
我听了哈哈大笑遥 妈妈接

着又说:野你把瓶子底座的
灯打开遥 冶我打开了灯袁五
彩的灯光一亮一熄间隔
地闪烁着袁水母游得更欢
快了遥 妈妈说:野思涵袁你
看袁水母小姐跳舞了遥 冶是
啊袁水母小姐好像听见我
们在夸奖它似的袁伴着五
彩灯光袁上上下下游动得
更有节奏感袁 更欢快了袁
我和妈妈都看呆了遥

小小的水母给我带
来大大的乐趣袁我一定要
好好照顾它浴

指导老师院顾玉秀

今天袁 我决定戴上眼
罩当一回盲人袁 给花儿浇
水袁体验一下盲人的生活遥

因为我在家待的时间
长了袁 对家里的各个地方
都了如指掌袁便自信满满袁

大步走着遥 先走到卫生间
拿水壶袁野哐当冶野哐当冶袁不
知道什么东西掉下来了袁
不管它了袁先找水壶遥 拿到
水壶装好水后袁 我便急急
忙忙地往外走遥 没想到袁又

摔了个四脚朝天袁 我忍着
疼痛袁站了起来遥 我摸了摸
绊我的东西袁 原来是小椅
子袁幸好水没怎么洒遥 我
嘴里嘟囔着院野这个臭椅
子袁敢绊本姑娘袁真是吃了
熊心豹子胆了遥 冶

我提着水壶慢悠悠地
走了起来袁 还时不时用手
或脚探探路遥 一会儿碰到
桌子袁一会儿撞上人袁唉袁
盲人真是寸步难行浴 终于袁
我心里有了希望袁 因为我
摸到了窗子袁 总算到阳台
了袁 接着我摸到了花儿的
叶子袁 太好了袁 快要成功
了遥 我摸索着把水往下倒袁
因为身上没湿袁 我便断定
水应该倒进花盆里了遥 我
摘下眼罩看看遥哎呀浴水都
洒在地上了遥

盲人的生活原来这么
艰难袁 我以后遇到了盲人
一定要帮助他们浴

指导老师院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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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真的十分奇妙 ,
总是千变万化尧万象更新袁让
你捉摸不定遥有时雨袁有时霾
噎噎天上有云袁有太阳袁有月
亮噎噎地上有山袁有植物袁有
动物噎噎奇妙的云最让我百
看不厌遥

云奇在它的千变万化遥
风一吹袁 它就变成了一只小

狗曰 再一吹就变成了一颗爱
心曰又一阵风吹过袁它就变成
了一头蓝鲸遥有一次袁我们在
操场上玩游戏袁 不知道是谁
大喊一声院野快看天上的云浴冶
大家抬头仰望蓝天袁 只见天
上的云袁似乎被割过袁整齐均
匀地排在蓝天上袁 像一片片
鱼鳞袁大家都惊叹不已遥云朵

有时薄得很袁轻轻一层曰有时
候却又变得很厚像朵朵棉花
糖袁伸手就可触碰遥

云妙在它的颜色各异遥
瞧袁 我们这边刚下完一场大
雨袁雨过天晴袁乌云整块都飘
到了左半边袁 于是天空的左
边是灰色的袁右边是蓝蓝的袁
犹如浸染过的灰蓝天幕袁可

谓壮观遥有一次袁我走在放学
的路上袁 发现天边的云彩都
被夕阳这位魔法师变成了最
美的渐变色遥 红-粉-橙-黄-
紫袁 犹如王母娘娘那绚丽的
锦缎袁 是那么美丽袁 那么华
贵遥

云袁可真是奇妙之极!
指导老师院于小静

妈妈我想对你说
五渊20冤班 梅语涵

妈妈袁从我记事起袁您就引领着我爱上了
读书遥

我很小的时候您就一直陪伴我读书遥 您
每天晚上坐在我的床头袁拿着一本书袁绘声绘
色地为我讲故事院 还记得你讲大灰狼凶狠的
样子时袁我吓得躲进了被子曰你读灰姑娘嫁给
王子时袁我开心地笑了曰你读爱心树为小男孩
不求回报尧付出一切时袁我感动得快哭了噎噎
上学了袁慢慢地您又引导我读童话故事袁那时
候袁我的生活沉浸在各种各样的童话故事中遥
再大些袁 您又带着我有系列地读起儿童文
学要要要曹文轩的纯美小说系列袁 黄蓓佳的倾
情小说系列袁 罗兰窑英格斯窑怀特的小木屋系
列噎噎现在袁您又陪我读起世界名著袁国内的
叶儒林外史曳噎噎国外的叶童年曳噎噎如今读书
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态度遥
您不仅引导我读书袁还教我怎样做人遥 那

次袁同学和我闹矛盾袁本以为老师会帮我袁没
想到老师竟批评了我袁回家我委屈地大哭遥 您
告诉我袁要反思自己袁设身处地为他人想遥 在
您的苦口婆心下袁我理解了老师的苦心袁与同
学重归于好遥

妈妈袁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院妈妈袁我爱
你浴 指导老师院徐慧

“唠叨”的妈妈
五渊3冤班 华徐瑞

野你的作业写完了吗?怎么还坐在这里看
电视?冶野衣服不要乱放袁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袁
坏习惯怎么总改不了! 冶野小明袁不要再喂鱼了,
再喂鱼都要归西啦噎噎冶 妈妈的唠叨声时刻
围着我袁唉噎噎这苦日子啥时才是个头啊遥

野小明袁快去看复习资料袁这都火烧眉毛
了你还这么淡定袁时间打打紧袁你看这部分内
容已学完了袁说不定啥时就要独立作业了袁趁
有时间把知识点再过一遍! 冶你看袁你看袁唠叨
又来野攻击冶我啦!

妈妈一边唠叨袁一边向我走了过来遥 写完
作业正看着电视的我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愿
意袁但是没办法,母命难违呀浴我只好乖乖看起
了复习资料遥

第二天袁我还没进教室袁就听到班里闹成
一片院野完了!完了浴我还没复习呢! 冶 野平常老
师都是先给我们复习一节课的! 怎么突然袭
击钥冶噎噎原来袁马上要进行独立作业遥独立作
业开始袁 同学们有的坐立不安袁 有的抓耳挠
腮袁有的唉声叹气遥 倒是我袁胸有成竹袁考试的
内容我昨天都复习到了袁多亏老妈袁我暗暗长
舒了一口气遥

我又打心眼儿里感激妈妈的唠叨遥
指导老师院李素清

唱响“六一”
五渊6冤班 周诗妍

我们实小的第十八届合
唱比赛将要拉开序幕遥

俗话说得好 野台上三分
钟袁台下十年功冶袁最近同学
们反复练习袁纠正发音袁提高
嗓音袁课间我们也在哼着遥

即将登场袁 你瞧我们的
领唱刘欣妍身着一尘不染的
白礼服袁 姚天睿身着优雅而
神秘的黑礼服袁 指挥沈凡则
一袭蓝色蓬蓬裙袁十分漂亮遥
我们被打上粉底袁抹上腮红袁
涂上淡蓝色的眼影袁 加上星
星似的亮片作为点缀袁 一个
个充满活力遥

正式亮相袁我们首唱叶我
和我的祖国曳袁雄壮的旋律一
响起袁 同学们那根紧绷的弦
缓缓松了下来遥随着旋律袁刘
欣妍展开那动听的歌喉袁大
家紧随其后将余下部分唱
完遥一曲终了袁台下响起热烈
的掌声袁我们尽展笑颜遥

下一首 叶外婆的澎湖
湾曳袁 我开始大脑一片空白袁
当听到熟悉的音乐时袁 记忆
的大门瞬间敞开袁 伴随欢快
的音乐有节奏地摆头袁 大家
方向一致遥 到了集体牵手的
动作袁 大家也十分自然地牵
起袁演唱完毕袁台下爆发出响
彻礼堂的掌声浴

迎六一的演唱袁 带给我
们前所未有的快乐遥

指导老师院徐蔚

三渊22冤班 刘宇轩

妈妈有一头乌黑的头发袁 弯弯的眉毛很
漂亮袁那大眼睛是位小小魔术师袁开心时眯成
一条线袁生气时瞪圆如铜铃遥 妈妈的个儿高袁
但有点胖袁 如果妈妈瘦下来袁 肯定是个大美
女袁妈妈也这样认为遥

于是妈妈开始了她的减肥计划袁 每天吃
得很少袁尤其是晚上根本就不吃袁但看到我们
吃她会忍不住袁 于是就利用吃晚饭的时间出
去跑步袁 没想到还真瘦了几斤袁 妈妈欣喜若
狂袁下决心再减 10斤遥

周末袁家里来了客人袁爸爸去饭店买了龙
虾袁还烧了满桌子美味遥 已经减肥好几天的妈
妈看着美酒佳肴袁两眼发亮袁一边热情地招呼
客人袁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遥 爸爸微笑着
问院野你不是要减肥吗钥 怎么钥 冶妈妈又夹起一
只大大的龙虾袁 头也不抬地说院野不吃饱怎么
有力气减肥呢钥 冶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起来遥

指导老师院郜小燕

去年暑假袁 我终于看
到了驰名中外的青海湖遥

青海湖好大啊袁 一眼
望不到边袁 远处袁 水连着
天袁天连着水袁水天一色曰
青海湖好清啊袁 湖水倒映
着蓝天尧白云袁湖里的石头
清晰可见曰青海湖好静啊袁
像一面硕大的镜子袁 美得
让人不愿移开眼睛遥

湖边袁 站着无数远道
而来的游客袁 有的静静观
赏着美景袁 有的尽情拍照
留念遥 这时 袁我们发现湖
边还站着两头牦牛呢浴 妈
妈让我跟牦牛合个影袁我
立刻冲过去袁 一位阿姨把
我抱到牛背上袁 把牦牛牵
到湖中遥 妈妈朝我挥挥手:
野来袁笑一个浴 冶我转过身袁

摆出胜利的手势袁野咔嚓冶
一声袁一张照片拍好了院蓝
蓝的天空下袁 一个小男孩
骑在雪白的牦牛背上袁身
后是迷人的青海湖袁瞧袁他
的笑容多么灿烂浴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袁
我便想起那遥远的青海
湖浴

指导老师院严欣

奇妙的云 五渊21冤班 高晨溪

一张珍贵的照片 三渊15冤班 刘奕行

盲人生活 四渊7冤班 李语涵

拔河赛
三渊7冤班 陈君毅

我的水母“小姐”
三渊3冤班 潘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