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常生活中袁 我们经
历过无数个第一次袁 我觉得
第一次种花最有趣遥

有一次袁 老师给我们每
人发了一袋种子和一个小花
盆袁让我们回家学种花遥

一放学袁我便拿小铲子
到楼下花圃边挖土袁 我使劲
挖开表面的硬土袁 在花盆里
填上疏松而湿润的泥土袁还
高兴地喊道野回家种花啦浴 冶

我捧着花盆上气不接下
气地上了楼袁 先挖了几个浅
浅的坑袁 挨序把种子放进小
坑里袁再填上一小撮土袁帮种

子盖上野被子冶袁轻轻压
平袁 再给它们喝些水遥
我一边洒水一边美滋
滋地想院小种子袁快快
生根发芽袁开出一朵朵
美丽的花遥

以后袁我每天都去观察遥
四天后袁 我惊喜地发现几棵
娇嫩尧 淡绿色的小苗探出小
脑袋遥 又过了两天袁小苗长出
两片嫩绿色的小叶片呢浴 我
欣喜地想院它们居然发芽了袁
辛苦没有白费袁 我更要精心
呵护遥

我每天都牵挂着它们袁

做完作业都要去侍弄它们遥
小苗渐渐长大袁 叶子越来越
多袁越来越绿遥

几个星期后袁 它们居然
长出了一个个又圆又小的花
苞袁 最后开出了一朵朵橙黄
色的花袁好像在对我笑袁

这是我第一次种花袁一
次有趣而成功的尝试遥

指导老师院刘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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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滴滴答答噎噎冶下雨了袁
这是夏日午后的一场雨遥

在路上袁不管是街头袁还是
巷尾袁 行人撑开了五颜六色的
伞袁 像大地上开出了一朵朵美
丽的花遥它们互相衬映袁这儿一
丛袁那儿一簇曰这朵是红色的袁
那朵是蓝色的袁 还有彩色的
噎噎自古以来袁 雨天常是文人
墨客抒发悲凉感情的时候袁但
我却不这么认为: 抬头仰望天

空袁皆为云色曰再稍稍低下头环
视四周袁 就像到了五彩斑斓的
梦境一般噎噎

渐渐地袁雨下大了袁一颗颗
晶莹剔透袁 像水晶一样的雨滴
落到地面上袁 溅起了一朵朵小
水花遥 看到这场景袁 竟有些惋
惜遥那些街道的角落里袁凹陷的
地面上已积下不少水袁 偶尔有
几缕微风吹过袁顷刻间袁涟漪荡
漾袁 细小的浪花浸润着未经雨

水打湿的地面遥
一阵嬉笑声传来袁 扰乱了

我的思绪遥我循声望去袁看见两
个身着雨衣袁 脚蹬雨靴的孩子
在踩水遥他们笑着袁跳着袁跑着袁
在水塘里溅出无数水花袁 有的
水花落在地面上袁 溅起一朵朵
新的水花曰 有的再次落到水塘
里袁如醒时的梦一般袁消失不见
了遥

雨愈下愈小了袁 最后终于

停了下来遥 雨后袁褪去了雾色袁
也退去了雨幕所行成的隔阂遥
大雨冲刷了路边花朵和小草上
往日沉积的灰尘袁 显露出了它
们艳丽的颜色遥雨后袁一切都是
清新的尧新鲜的袁使刚刚落下伞
花的人们感到心旷神怡袁 舒服
极了遥

雨停了袁雨花不再绽放曰雨
停了袁伞花不再绚烂曰雨停了袁
花儿露出了笑脸噎噎虽然没有
了下雨时那动态的美袁但静态袁
更是一种亮丽的美浴

指导老师院张晓阳

精彩瞬间
六渊18冤班 周金池

生活是美好的袁 精彩无处不
在袁我们也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精彩
的眼睛遥

记得一节科学课上袁老师对我
们说院野今天我要给同学们演示一
个耶火山喷发爷的实验遥 冶我暗自疑
惑袁 火山喷发不是要一座山才行
啊浴 老师不会在骗人吧钥

只见老师拿出一座火山的模
型袁那火山模型十分逼真袁和真正
的火山差不多袁只是特别小袁只有
巴掌大小遥 接着袁老师在模型里加
入了一些白色粉末袁又拿来一支试
管袁在里面慢慢地注入了一些透明
的液体袁又滴入一滴红墨水袁塞上
木塞摇了摇袁只见透明的液体瞬间
变成了红色遥 最后袁老师把试管里
的红色液体倒入了模型里袁只见那
红色的泡沫像岩浆一样从火山口
里喷发出来袁全班同学顿时发起了
惊叹声袁这精彩的瞬间让人大饱眼
福遥

实验结束后袁老师给我们揭示
了其中的原理院白色的粉末是碱性
物质袁透明的液体是白醋袁醋是酸
性袁酸和碱混合在一起会出现剧烈
的化学反应袁再加上红墨水袁就会
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遥

生活处处皆精彩袁知识的海洋
更精彩遥 我们用心寻找袁让那精彩
的瞬间成为我们难忘的回忆吧浴

指导教师院李瑾

向 往
六渊5冤班 俞施桐

岁月扣住了春季的芬
芳袁 夏季的雨水使大地绿意
盎然袁我徘徊在向往的路上袁
迷失方向袁 终于发现了我所
向往的遥

夏日袁 愈发有力的太阳
直射着大地袁 我呼吸着带有
泥土气息的空气袁 领略着外
婆家的田园风光袁戴上草帽袁
挎起装着小锄的竹篮袁 自信
满满袁下地割菜去遥

我先来到韭菜地袁 愣在
那儿袁思索许久袁也没认出是
韭菜还是大蒜袁 绿油油的叶
子简直一模一样袁无奈袁我只
得大声呼唤河对面的外婆院
野婆婆袁 仄个四大蒜哈四韭
菜钥冶我用扬州话隔河遥问外
婆遥野四韭菜地哦浴冶外婆大声
回应遥 刚下地就出师不利袁
哎浴 丢人浴

割了一篮韭菜袁 下一个
工程拣菜也让我累得够呛遥
外婆先手把手教我一番袁然
后袁便走进厨房袁继续做饭遥
我先有模有样地拣了几根袁
许久袁 越发感到不对劲遥 原
来袁 拣好的韭菜已成一根根
的了袁 再看向地上袁 一片狼
藉袁地上还有不少绿油油袁新
鲜的韭菜叶袁 篮子里同地上
的比起来袁实在少得可怜遥拣
完菜袁去给韭菜冲个凉袁我压
着水井的把手袁 源源不断的
水从管中涌出袁 我给韭菜洗
了一遍又一遍袁 生怕洗不干
净遥

吃饭时袁 我多吃了几口
韭菜袁 因为那是我劳动的成
果遥

吃完晚饭袁 我出门纳会
儿小凉袁我扇着外婆的蒲扇袁
躺在躺椅上袁仰望星空袁期待
下一次回来遥 我明白袁这袁才
是我所向往的噎噎

指导老师院周海霞

野春天在哪里呀袁春天在
哪里钥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
里......冶 春姑娘悄悄降临袁春
暖花开袁桃红柳绿遥 一只只蝴
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袁 跳着
华尔兹遥

野捉蝴蝶啦浴 冶比我小一
岁的弟弟大叫着发号施令遥
一下子袁3岁的尧8岁的尧10岁
的一起拿着网子叫着跑出
去遥 我饶有兴致地站着观看袁
准备做好后勤工作遥 大家非
常卖力袁看得出来袁他们谁都
不甘落后袁都想得个第一遥 你
瞧袁野带头大哥冶 楚楚高举着
网袁 正在悄悄地靠近一只白
蝴蝶袁白蝴蝶正在休息袁丝毫
没有感到危险遥 野哗冶一声袁它
已经落入网中袁 只好束手就
擒遥

三岁的小宝宝也大叫着

冲向花丛袁 蝴蝶全被吓得飞
了起来袁在阳光下飞来飞去遥
真是别有一番风景遥 小宝宝
扑了一个空袁非常懊恼袁恨不
得飞起来一网打尽它们袁他
在跳啊跳袁可惜够不着遥 我见
状哈哈大笑袁 跑过去徒手抓
了一只给宝宝袁 宝宝这才开

心了袁又蹦又跳又尖叫遥
过了一会儿每个人都有

几只战果袁可惜我没有遥 小弟
弟问我要不要钥 我笑着走向
花丛袁左手一掀袁一抓袁右手
野九阴白骨爪冶袁 外加九阳神
功遥大家看得目瞪口呆遥我一
松手袁蝴蝶立马飞了起来袁真
是快准狠遥

春天捉蝴蝶真是充满了
生趣浴

指导老师院居霞

可爱的小鸡
四渊10冤班 朱芃宇

最近我们家迎来了一位新成
员袁它是一只可爱的小鸡遥

我给小鸡取名叫飞飞袁它是一
只母鸡遥 它一身棕色的羽毛袁毛茸
茸的小脑袋上镶嵌着两只圆圆的
小眼睛袁像两颗黑豆遥 一张尖尖的
嘴巴上有两个小小的洞袁经过询问
我才知道袁那两个砂砾般大小的洞
是它的鼻孔遥 一对小翅膀袁经常胡
乱扑腾遥 最下面还有两只橘黄色
的小鸡爪袁可爱极了浴

小鸡飞飞不仅长得好看袁而且
还很好玩呢浴 每天中午袁我就双手
捧着它袁带它下去溜达遥 只见它眯
着眼袁左瞧瞧袁右看看袁也许是阳光
太刺眼的原因吧袁它很快就躲到阴
凉处遥 正巧袁路边有一群小蚂蚁袁
我就蹲下来袁在一旁观察着遥 只见
飞飞先用小嘴乱啄一气袁虽然敌众
我寡袁可飞飞一点也没有胆怯遥 它
一会儿用爪子抓袁一会儿用嘴啄袁
不一会儿就把蚂蚁吃完了遥 吃完
后袁它走到我身边袁对我叽叽叫了
几声袁仿佛在向我炫耀它的战绩遥
我看着它那呆萌的模样袁忍不住捧
腹大笑起来遥

这真是一只可爱的小鸡啊浴
指导老师院王晓燕

野我和我的祖国袁一刻也
不能分割噎噎冶咦袁哪来的歌
声钥 哦袁原来是四年级正在进
行合唱比赛遥

轮到我们班了袁 同学们
昂首挺胸地走上舞台袁 按顺
序站好袁等待伴奏响起遥 在熟
悉的音乐中袁 我们自信地向
观众微笑着遥 花悠然从队伍
里走出来袁 随着音乐翩翩起
舞袁她那轻盈的舞步袁优美的
舞姿让人啧啧赞叹遥 指挥孟

子琪笔直地站着袁 激情澎湃
地指挥着袁 他的双臂不停地
挥舞着遥 同学们的歌声在报
告厅里回荡袁忽高忽低尧忽急
忽缓遥 唱着这激动人心的赞
歌袁 我仿佛看到了祖国壮丽
的山河和那欣欣向荣的景
象袁 感受到了祖国对我们的
关怀和同学们对祖国的拳拳
之心遥 野永远给我碧浪清波袁
心中的歌遥 冶歌曲接近尾声袁
50双手握着鲜艳的国旗缓缓

升起袁在上空舞动着袁台下传
来了雷鸣般的掌声袁 我们自
豪地笑了袁笑得那么灿烂遥

一份耕耘袁一份收获袁我
不禁想起了同学们练习时的
场面遥 音乐课上袁老师一遍一
遍地带着我们练唱袁 一遍一
遍地教我们动作曰放学后袁班
主任老师又把我们留下来袁
不断地排练着袁 有的同学嗓
子都唱哑了曰回到家袁我们还
要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袁 熟记
歌词和动作遥

有志者事竟成袁 只要我
们团结一致袁 向着一个目标
努力袁就一定会取得成功遥

指导老师院肖玉芹

花之美 六渊22冤班 秦 玉

捉蝴蝶 六渊4冤班 江文轩

精彩的合唱比赛
四渊17冤班 卢予乐

第一次种花
四渊21冤班 李孙晨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