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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历险记
五（22）班 孔逸楠

窗外正“噼噼啪啪”地下着雨，
此时此刻，仍然躺在温暖被窝里的
我，还没意识到时间正驾驶一辆跑
车向着名叫“迟到”的终点疾驰而
去。

终于，我睁开迷蒙的双眼，往桌
上的闹钟一看，啊，已经 7点 55了！
我不由得心里猛地一震。眼前浮现
出班主任那严厉的眼神似乎正盯着
我：“孔逸楠，你怎么又迟到了？看
看现在都几点了？”我吓得从被窝里
一跃而起，一把扯过衣服，匆忙穿
好，迅速洗漱，连早饭都没吃，带上
雨伞，直接冲出门外。

又冷又饿的我撑着伞在路上飞
奔，此时雨下得更大了，那“噼噼啪
啪”的雨声似乎在催促我：“快点！
快点！”在风中摇晃的树枝也好像在
催促我“快啊！快啊！”我一路狂奔，
穿过人群，终于离学校只有一条马
路了，可是那讨厌的红绿灯突然跳
成红灯了，怎么办？一个字，“冲！”
我硬着头皮往前赶，一辆汽车风驰
电掣般在我身边呼啸而过，司机叔
叔从车窗伸出头，“闯红灯，不要命
啦！”我惊得一身冷汗，穿越了“危险
地带”，来到班级门口，可还是迟到
了，免不了被批评一顿。

“一日之计在于晨”，而我因为
睡过头，度过了一个糟糕至极的早
晨。以后我要“时时早，事事早”，让
自己每天都有一个从容美丽的开
端。 （指导老师：嵇梅红）

绿 萝
三（23）班 尤佳悦

冰箱上有一盆长得茂密的绿
萝，它让客厅显得生机勃勃！

远远望去，那盆绿萝绿油油的，
叶子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连花盆
都被遮住了，像一座小房子。垂下
来的藤蔓像一个可以爬到房子上的
梯子;又像给冰箱添了一头绿色的长
发。一阵微风吹过，绿萝摆动着她
那长长的头发，美丽极了！绿萝的
叶子是桃心形的。每一根长长的茎
上都长着形态各异的叶子。有的叶
片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好像要到天
上去；有的像羞答答的小姑娘，蜷缩
在那里；还有的像顽皮的小孩子藏
在大人身后和大人玩捉迷藏呢……

绿萝最新奇的地方是它的茎。
它的茎就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
大约每隔四到六厘米就会有一个
节，它的节是棕色的，就像一枚枚棕
色的戒指戴在藤上。这棕色的节就
是绿萝的根。

绿萝不但可以长在土里，还可
以长在水里，我觉得绿萝真是太神
奇了！ (指导老师：卢晓菲)

睁开朦胧的睡眼，只见一
道光从窗帘缝中射到了床上，
呀！新的一天又到来了。

我习惯性的把手往床上一
撑，双脚用力一蹬，从被窝里钻
了出来。咦，不对啊，平时我的

床硬邦邦的，今天怎么软绵绵
的呀？我用手往屁股下摸了一
摸，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你醒
啦。”我原来摸到了妈妈的身
上，我吓了一跳，想昨天明明是
我一个人睡的啊，妈妈怎么过

来了？我问妈妈：“你怎么睡到
我床上来了啊？”妈妈笑笑说：

“不知道啊，我梦游了吗？”“梦
游？”我曾经在电视里看到过，
睡着的人会忽然爬起来，到他
们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情，

难不成妈妈也是这么回事?我
想了想，妈妈根本没有梦游的
习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妈妈看我一脸的迷惑，拥
抱着我微笑着说：“傻孩子，我
在跟你开玩笑呢，你睡着了喜
欢踢被子，我怕你生病才到你
床上的。”我恍然大悟，原来，妈
妈的“梦游”是对我的爱啊。

(指导老师：季玉珍)

假期里，爸爸开着车带
着我和妈妈一起去镇江西津
渡游玩，一路上我的心情就
像天气一样晴朗。

西津渡是一个古城。一
下了车，我就看见路口立着
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
苍劲有力的三个字--西津
渡。不远处有几节绿皮小火
车的车厢，车厢外挤满了在
拍照的游客。看着绿皮小火
车，想到现在的动车，我不禁
感叹:祖国的发展真是迅速
呀！

接着往里走，映入眼帘
的是一条古街。刚走进古
街，一股古朴的气息迎面而
来，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上
有几个铜像，他们都穿着宽
袍大袖。这些铜像有的在打
算盘，有的在喝茶，有的在送
货的路上，他们带着微笑，仿

佛也感受到了节日的气
氛。古街斑驳的墙面上长
满了爬山虎，像瀑布一样。
古街的屋檐下挂满了各种
各样的大红灯笼，美丽极
了，也为古街增添了光彩。
古色古香的店铺里人头攒
动，人们有的在吃饭，有的

在挑自己喜欢的物品，有的
在拍照留念，还有的手中拎
着一串铜钱，正在和店铺老
板讨价还价呢！每个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快乐和幸福。

西津渡真是个让人流连
忘返的地方。

（指导老师：费春燕）

秋天的栾树
三（3）班 王一涵

今天，老师带我们去校园里
寻找秋的足迹。门口的银杏树
已经染上了一道金边，花坛里枫
树的叶子也开始慢慢变红了，操
场边的桃树还结着几个小毛桃，
可叶子已经快要枯萎了，只有松
树还绿油油的呢。

我们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
树，它长得又高又大，色彩缤纷，
远远看去就像一把美丽的太阳
伞。老师告诉我们，这是栾树。

走近一看，它的树干粗壮、
挺直，像一名士兵在那站岗。它
的叶子呈椭圆形，边缘还有一排
不规则的锯齿。树上面挂着许
多小灯笼，色彩鲜艳，有黄的、红
的、还有红黄相间的，颜色各
异。老师说，这是栾树的果实。

这时，一阵风吹过，树上的

“小灯笼”互相碰撞，发出“沙沙
沙”的声音。突然一个“小灯笼”
从树上飘落下来，落到我的跟
前，我把它捡了起来，仔细打
量。原来栾树的果实长的像一
个小杨桃啊！我把果实那红红
的外衣掰开，发现里面有三四颗
小种子，它们正躺在各自的房间
里睡大觉呢。

秋天真是丰富多彩。我喜
欢秋天，更喜欢秋天的栾树！

（指导老师：曾高青）

幽默的房老师
五（15）班 马逸成

房老师是我们班的语文老
师。瞧他那帅气的脸庞上，一双大
大的眼睛炯炯有神，最醒目的还是
那一对洁白的大门牙。他的幽默
是众所周知，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要说我们走过最长的“路”呀，
就是房老师“套路”。有一次，房
老师说：“现在布置作业，把语文本
拿出来。”我们纷纷掏出语文本，准
备等待雨点般的作业降临。“一，抄
写第 16课一遍。”房老师面无表情
地说。我们如听到晴天霹雳一般，
开始嘟囔起来。“二，抄写十首古
诗，明天默写。”我们开始唉声叹
气。“三，……；四，日记 400字。”我
们无能为力，一个个都想逃学了。

“五，”房老师诡异地笑了笑，“以上
三项都不做。”听到这句，我禁不住
掏了掏自己的耳朵，又揪了揪自己
的嘴巴，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
确认完之后，我也跟着全班笑了起
来。大家有的笑得从座位上滚了
下来，有的在地上乱蹦乱跳，还有
的鼓掌、吹口哨……再看房老师还
是那一本正经的模样，我们就笑得
更厉害了。这波操作真是太令人
窒息了。

房老师有时候也会“返老还
童”！最近嘛，房老师的腿骨折了，
情形很令人担忧，可房老师却还来
给我们上课，我们真感动。那次英
语课快结束时，英语老师说我们班
有一位非常帅气的语文老师。房
老师笑了笑，站了起来，拄着拐杖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走到教室门口
时，他双手紧抓着拐杖，往上一扬，
瞬间变成了“大鹏展翅”！全班笑
得快把屋顶给掀了。

这就是我们的语文房老师，经
常能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有这
样的老师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指导老师：房春传)

看到这题目大家可能都
很好奇，老师怎么可能会有

“千里眼”？哈哈！告诉你们
我的班主任田老师就有这双
神奇的“千里眼”。

田老师个子不算高，一
头浓密乌黑的头发，一双炯
炯有神的大眼睛。她是我们
班上出了名的“千里眼”，不
管你在怎样悄悄地做小动
作，那双眼睛都能立刻捕捉
到你！

有一次，田老师给我们
上语文课，看着她讲得激情
四射，我和同桌开始不安分

了，估计老师这时候肯定不会
注意到我们，于是两个人就在
桌肚子下面做起了小动作。
玩了一会之后，我们感觉自己
好像被什么盯住了，连忙用余
光瞟了老师一眼，看她还在认
真讲着课，我们拿起了语文课
本，把书本展开立在桌子上，
把头躲在了课本后。有了课
本大哥的掩护，我们暗暗窃
喜，继续玩起来。就在这时，
一根细长的粉笔扔了过来，随
之传来了一声怒吼：“你们俩
都给我站起来！”唉！看来课
本大哥的掩护也抵挡不了“千

里眼”啊！
还有一次放学时，我和

我的好朋友站在一起，看到
田老师走开了，我就忍不住
和好朋友讲起了悄悄话，声
音压得低低的。这时候突
然田老师的声音传来；“刘
永兴，戴旭阳你们是不是又
讲话了？”我天，这也能被听
到，看来田老师不光有“千
里眼”还有“顺风耳”啊！

我喜欢我的班主任田
老师，虽然她很严厉，但我
觉得她是最好的老师！

（指导老师：田海燕）

今天我特别想吃薯条，
可妈妈死活不让吃外面买
的，爸爸只好做和事佬：“要
不，咱们今天自己炸了吃
吧。”我愉快地答应了。

晚上放学，我刚回到
家，就迫不及待地跑进厨
房。爸爸早就准备好了材
料：土豆削皮洗净切成细
条，用水煮过，沥干，用保鲜
膜包好，下午放冰箱冷冻过
了，我回来之前早早拿出来
解冻好了。爸爸真是太伟
大了！哈哈，万事俱备，就
差薯条下油锅啰！

爸爸在旁边指点着，我
小心地打开煤气灶，往锅里
倒入色拉油，蓝色的火贪婪
地舔着锅底，不一会儿油就
发出“滋滋”的声音。我小
心翼翼地把薯条一点一点

放入锅里，还是猝不及防地
被一滴油溅到手上，疼得我
龇牙咧嘴。

爸爸赶紧找个手套给
我戴起来，这时薯条也“吱
吱”地唱起歌儿来，我赶紧
改成小火，不停用铲子让它
们快乐地翻着“跟头”。

过了一会儿，薯条由淡
黄色变成了金黄色，香味也
出来了，我赶紧关了火。

薯条炸好了，金黄金黄
的，看了让人垂涎三尺。我
赶紧装盘，冷了一会后，挤
上番茄酱，哇！又松又香，
跟买的没什么区别呢。妹
妹抹着油嘴，直说：“好吃，
好吃!”

初战告捷，我得意地哼
起歌来。

(指导老师：王兆娟)

妈妈“梦游”了 三（15）班 李思远

西津渡之美 三（4）班 童婳

我的“千里眼”老师 五（14）班 刘永兴

学炸薯条 五（11）班 陈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