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8

文化

东湖公园之春夏秋冬
逸夫小学
四年级二班 吕思源
我市的东湖公园景色迷
人 ，是 人 们 休 闲 娱 乐 的 好 去
处。东湖公园一年四季景色
各异，每个季节都有优美的风
景，
令人心旷神怡！
春天，春姑娘来到了东湖
公 园 ，小 草 探 出 脑 袋 向 她 问
好。春姑娘拿着画笔涂涂点
点，湖面上波光粼粼，湖水清
澈见底，湖里的小鱼在水中快
活地游来游去，好像在捉迷藏
似的。有几只小鸟在树枝上
追 逐 嬉 戏 ，传 来 了 欢 快 的 鸟
鸣，它们在告诉大家：它们也
喜欢这美丽的春天。
夏天，夏姐姐来到东湖公
园，
在东湖公园飞来飞去，
给东

湖公园增添了色彩，东湖公园
到处是绿的世界，人的海洋。
站在气象塔上往下看，公园里
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在郁郁
葱葱的树木中间忽隐忽现；碧
绿的湖水从小桥下流过，溅起
朵朵浪花；路边五颜六色的鲜
花争奇斗艳，
芬芳迷人。
秋天，秋姑姑来到了东湖
公园，带来了清爽的凉风。这
时，菊花开了，红的、黄的、紫
的、白的，就像一个个彩色的
小绒球，可爱极了。不知什么
时候树叶变黄了，就像一只只
翩翩起舞的蝴蝶在空中飞
舞。小朋友们也来享受秋姑
姑带来的美好时光，高高兴兴

蛋糕包馒头
逸夫小学
五年级二班 司坤禾
童 年 趣 事 多 ，件 件 都 欢
“哇！好漂亮的蛋糕啊！”这么
乐。今天，我要跟大伙分享一
大的蛋糕，晚上肯定吃不完，
件我的童年趣事，大伙可坐好
不如先让我替姥爷尝尝吧！
了，
别乐得摔跟头。
我拿起勺子蘸了点奶油送进
那天，是姥爷的生日，吃
嘴里：
“ 真好吃！光吃奶油不
过午饭，全家人都忙着给姥爷
过瘾，再尝尝蛋糕吧！”于是我
准 备 礼 物 ，我 一 个 人 怪 无 聊
用勺子挖了一块蛋糕送进嘴
的，干啥好呢？去看看今晚有
里，
“ 真是太好吃了！再吃一
什么好吃的吧！我蹑手蹑脚
块吧，蛋糕那么大，看不出来
地“潜入”了厨房，灶台上放着
的。”就这样，我大口大口地吃
一个漂亮的大盒子，好奇心驱
了起来，等我吃饱了，低头一
使我搬来一把小凳子，爬上了
看，蛋糕中间早已被我掏了一
灶台。
个大洞，这可怎么办呢？要是
我小心翼翼地解开了盒
让妈妈发现我偷吃了姥爷祝
子上的彩带，慢慢地掀开了盖
寿的蛋糕 ，
那就完蛋了！
子 ，不 由 地 小 声 赞 叹 起 来 ：
慌乱之中我想出了一个

我和书的故事
逸夫小学
五年级一班 王驰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说到读书，就会有人开始
摇头：
“ 读书，真的很苦呀”！
是的，读书并不是一件轻松容
易的事情。它需要动脑、用心
和毅力。不过读书也很有乐
趣，读一本好书，就像在和高
尚的人对话。
我把书当作自己成长中
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小时候

我的书很少，很多都是借同学
的看，有的书想看第二遍却没
有机会。有一次我和父母商
量，能不能每周末帮助他们做
家务，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我想
要的课外书，爸爸答应了。就
这样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书，
可是我不能把所有的书都买
回来，所以有空的时候我就去
图书馆看书。
如今我有一书柜的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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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东湖公园放风筝，风筝一
个个凌空飞起，越飞越高，仿
佛和孩子们一起欣赏秋天的
美景。
冬天，冬爷爷来到了东湖
公园，带来了寒风、雪花。东
湖所有树木的叶子都落光了，
枝条银装素裹，晶莹剔透。湖
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孩子
们都到这里滑冰，有的穿着冰
鞋，有的坐着冰车，他们就像
小鸟一样在冰面上飞来飞去，
整个东湖充满了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
热闹极了。
东湖公园的四季真美啊，
春、夏、秋、冬分别呈现出不同
的美丽图画，
各具特色，
吸引着
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来到这里
游玩。我爱美丽的东湖公园！
指导老师：
王戈梅

讨厌的扬沙
长城路小学
四年级四班 武大淼

我一向不喜欢扬沙，
只要
原来是一把把斧头和电锯在
一点风刮起来，
天地就灰蒙蒙
作怪呀，一把把锯子、斧子在
的一片。看吧，
它由南湖朦胧
一声令下后就发出了“嘟嘟”
到东湖，由东湖朦胧到步行
的怪叫和“哐哐”的声音接着
街，
铺天盖地，
没完没了，
好像
就大干了起来，
一棵棵参天大
有多大的怨恨在发泄自己的
树轰然倒下，
到处都是一片空
臭脾气。讨厌，
它总是在城市
旷和荒凉。一天天，一月月，
里，没头没脑的横冲直撞，弄
一年年，树林越来越少，失去
得人们全副武装，
戴起了口罩
了屏障的大地，
就像剪了双翼
与帽子。
的鸟儿。没有了守护神的城
弄得绿油油的树木失去
市，
沙尘就肆无忌惮地侵入了
了绿色，
就像被沙漠掩埋的枯
城市的每一寸土地。
枝。弄得平房楼房等建筑物
伐木工们啊，
请你们放下
的顶上沾满了脏兮兮的黄沙， 锋利的斧头、恐怖的电锯吧，
就像一个个被切成方块的土
把种子埋进黄土地，
呵护每株
包子。
幼苗，
让它们长成一棵棵高耸
弄得大街小巷里像是铺
入云的大树，
让大地成为碧绿
上了土黄色的地毯。看吧，
一
的天堂，
让黄沙归位在鸣沙山
辆汽车飞驰而过，
这不靠谱的
上，月牙泉边，成为风景与山
办法，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地毯”
就立即飞扬起来，
使得
巅。让扬沙回到撒哈拉沙漠
我悄悄拿了一个馒头，小心翼
一切都更加沙尘四起，
烟腾腾
与金字塔身边吧，
回到千古的
翼地塞到蛋糕上的大洞里，虽
地摸不着北了。
深奥中去吧！
然样子有点难看，可总算看不
但这一切是为什么呢？
指导教师：
张芳丽
出来了，我沾沾自喜了一番，
然后将盒子盖上，重新绑上丝
带，
若无其事地溜出了厨房。
晚上，大家都回来给姥爷
祝寿了，大蛋糕也被摆在了餐
桌上，宴会正式开始，该切蛋
建设路小学
糕了。小姨刚拿开盖子就觉
六年级三班 武萧宇
得不对劲了：
“ 咦？蛋糕里面
怎么包了个馒头？”糟了，被发
每天早晨
可是有一天
现了，
我低下了头。
从梦中醒来
安静异常
小姨说：
“这是你干的
耳边传来
咦
吗？”
“ 是……”我回答到。全
妈妈的唠叨
怎么少了妈妈的唠叨
家人看了这个大洞哭笑不得。
原来妈妈出差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这样
早上唤醒我的
的傻事了，我将来挣了钱，给
不是那缕初光
耳根清净
姥爷买个又大又漂亮蛋糕，来
而是一声吼叫
不再受伤
弥补我犯的错。
足以让天地崩塌
幸福的生活
指导老师：
张会
从此来到
洗漱吃饭时
小小的连环画报到大大的百
也听得到
一天早晨
科全书；从薄薄的故事会到厚
妈妈潺潺流水般的唠叨
从梦中醒来
厚的格林童话；从浅易的寓言
不是刷牙太慢
哎呀
故事到深奥的大部头名著，应
就是吃饭太晚
快要迟到了
有尽有。
使我的耳朵
只见爸爸
流连于书的海洋，我收获
受到了震伤
鼾声震天
颇多。读到高兴处会情不自
禁地手舞足蹈；读到伤心处会
晚上回家
急忙冲到学校
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读到好
也听的到
可还是迟到
词好句会细细品味后立刻动
妈妈的唠叨
妈妈
笔摘录。书就像一位智者，启
快点学习
您何时回家
迪我成长，又如真挚的朋友，
快点吃饭
我少不了你的唠叨
教我进步。
像一挺机枪
我爱读书，就像蜜蜂吸取
打得我头昏脑涨
妈妈回了家
花蜜一样，在书的花园里不知
我也只能学习
我兴奋异常
疲倦地飞舞。
紧锁房门
耳边又传来
指导老师：
程小玲
希望让我消除烦恼
那温馨的唠叨

妈妈的唠叨

有趣的一件事
逸夫小学
五年级六班 刘欣彤
星期天，我干了一件非常有趣的
事，能让人笑到肚子疼的事，反正我自
己已经笑到肚子疼了你们接着往下
看，
就知道多搞笑了。
星期天早上我刚一起床，上了一
趟厕所正准备回去睡觉呢，爸爸把我
叫住，让我帮他下楼去取一下快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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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衣服，下楼去帮爸爸取快递，取完
快递回到家了以后，我往镜子那一看，
顿时，我啊的一声大叫，把我爸妈给吓
醒了，他们两个飞快地往我这边跑，
问：
“ 女儿你怎么了，我说：
“ 镜子里有
鬼，”他们俩一看说：
“ 刘欣彤你长的
有那么丑啊？”原来，昨天晚上爸爸趁

我睡觉的时候，从我头上写了个王字，
所以我吓得浑身出冷汗，他们俩笑的
前仰后合，我问：
“ 你们两个笑什么？”
他们俩死活不说，我心想真的有那么
好笑吗？我就那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
笑，一直笑到了中午还没有停下来，我
吃过午饭就去写作业了，我写作业的
时候他俩还在那笑，我就说了一句有
那么好笑吗？他们俩笑的更严重了，
到了下午他们俩终于不笑了，我就问
了一句笑什么，他俩说：
“你傻了吧，照
个镜子都把你吓成那样，
”
有趣的一件事，真的太搞笑了，照

雄关周末

个镜子能把自己吓成那样，我也服了
我自己了，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们开心
就好。
指导老师：
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