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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家乡

作

文

山脚下一排排具有民族风格
的房子整齐的排列在道路两
旁。我们顺着山路往上走，就
会听见河水“哗哗”流淌的声
音，循声望去有一条宽阔的大
河从山间流了下来，河里有五
颜六色、形状各异的石头，河
道两边是河水冲出来的细沙，
踩上去又松又软舒服极了。
我们继续往上走，哥哥发
现了一块怪石，中间凹进去就
像观音菩萨的莲花宝座，哥哥

爬上去闭着眼睛，
盘着腿，
双手
合一，嘴里还念着：
“ 阿弥陀
佛”
，
我拿着相机
“咔嚓”
一声把
哥哥这滑稽的样子照了下来。
除了哥哥发现的那块怪石，我
们还发现了许多石头：它们有
的像狮子、有的像乌龟、有的
像猴子…山顶上的一块像骆
驼，它眺望远方好像在呼唤它
的伙伴。红山村的景色美不
胜收，
真是让人流连忘返。
指导老师：
高铁峰

同学，
我想对你说
实验小学
五年级五班 王柏铖
同学们，光阴似箭，转眼
间我们在一起欢乐地生活、学
习已经四年多了，我们从懵懂
无知的幼儿变成了懂规矩、明
事理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愉快地交流、玩耍，偶尔
也会闹些不愉快。在这里，我
想和你们说说给我起外号所
带来的影响。
那天，不知谁先起的头，
于是我收到的“礼物”就越来
越多了。我叫王柏铖，有点儿

胖，所以你们就送给我了很多
外号，什么王柏树、王大妹子、
王大胖子……各种各样，可算
是“丰富多彩”
啊？
可是，我的同学们啊，你
们能想到外号给我带来的痛
苦吗？每一次到我吃饭的时
候我都不想多吃第二碗饭，因
为在我每次吃第二碗饭的时
候，我都会想起我的外号。因
为这代表我是猪的同类啊。
噢，我的朋友们，想必你

们会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但
是，请你们试想一下，如果有
人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喊着你
的外号，你会怎么样呢？你是
不是会羞愧、不好意思、无地
自容呢？肯定是十分伤心、难
过吧。如果正是你叫着别人
的外号，此时，你可能正在扼
杀一份珍贵的友谊啊！
所以，我的朋友们，以后
别给同学起难听的外号了！
指导老师：
毛玉萍

可爱的乌龟
育才学校
三年级二班 田雅蓉
我有一只乌龟，它很小， 巴，小心翼翼地吃着，它没有
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头是三角
牙 齿 ，是 直 接 将 食 物 吞 下 去
形的，上面布满许许多多的绿
的，吃饱后，我看见乌龟闭上
色线条，真像唱京剧的演员的
眼睛睡起觉来了……
脸谱。
有一次，我趁着乌龟没防
我很喜欢看乌龟吃食物， 备，摸了摸它的爪子，它的爪
每当我拿着饲料去喂它时，它
子很软，像海绵一样，我还摸
见我的手伸了过来，急忙害怕
过它的头，头顶很光滑，但壳
地将头、前爪、后爪、尾巴全部
就恰恰相反了，摸上去很硬，
缩到了壳里，我只得把饲料放
是深绿色的，
椭圆形。
在水面上，然后躲在沙发后面
乌龟不喜欢有光的地
偷偷看它吃，乌龟没发现我， 方 。 有 一 天 中 午 ，我 把 它 的
慢 慢 地 将 头 伸 出 来 ，张 开 嘴
“小房子”放到阳台上让它晒

校园美景

太阳，可它却跑到角落里睡觉
去了，我一点儿也不放过它，
硬要把它拉到有阳光的地
方。它也不屈服，用爪子死死
地抓着地面，我无可奈何，只
好由它去了。我喜欢乌龟，它
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指导老师郑翀评语：小作
者观察认真，写出了小乌龟的
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文章能
恰当地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
手法，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小乌
龟的喜爱之情。

校园里处处有美景，
挺拔
的大树，宽阔的操场，星星点
点隐藏在花丛里的小黄花，
还
有那骄傲的刺玫瑰 ……而最
受欢迎的当然是五六月份盛
开香飘十里的槐花。
每当夏天到来的时候，C
楼和 B 楼之间的槐树上会出
现 一簇簇雪白的和紫红色
的含苞待放的花苞，两天之
间这些花苞开出了白色和紫
红色的花朵，真神奇。早晨
刚进学校，一股甜甜的清香
扑鼻而来。当我抬头的那一
刻，我看见每颗槐树上挂满
了花朵，那槐花小巧玲珑，紫
色微翘的花瓣，雪白的花蕊，
十分迷人。一阵风吹过，槐
花摆动它那小巧身姿，在风
中轻轻舞蹈。我们三五成群
的到槐树底下，轻轻的拔开

花 瓣 ，拔 出 花 蕊 放 进 口 中 ，
一股甘甜清凉的滋味很快从
舌尖直沁心脾。突然，我鼻
尖上飞过一只蝴蝶，我心想：
平常我在学校很少发现蝴蝶
啊！我不由自主的朝着槐树
看去，原来是槐花的香味，吸
引了蝴蝶、蜜蜂，槐花的味可
真香啊！又过了两个月，虽
然槐树只剩下叶子。可是，
槐花已落的满地都是，远远
看，像给槐树穿上了白色的
纱裙，而那紫色的槐花像是
在装饰白色的纱裙，成了校
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
虽然我们的学校很小，
但
我们校园美景还是很多的，
我
们用大树、花坛、槐花、杨柳
……装扮了校园，
把校园装扮
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指导老师：
李怡

神奇的扫帚
逸夫小学
五年级六班 王浩
每当看见妈妈扫地时那
疲惫的声影 我的心久久不能
平静，
总想替妈妈想个办法来
扫地做家务，
可以减轻妈妈的
辛劳。
于是我就萌发设计一种
神奇的扫帚，
这扫帚上有好多
各种各样的按钮，有音乐、百
科、动物、发电等，比如说，你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一个人郁
闷，现在你就可以按音乐按
钮，它就和你谈心解闷，按切
换按钮，
它就会帮你解答任何
问题，
里面有学习方面的问题
如数学、英语、语文等好多难
题，还有社会、经济、政治理
论，
一一都会为你解答。一边
听一边扫地，
你会觉得心情很
舒畅。妈妈扫地可以按自动
按钮，可以遥控指挥扫地，一
边欣赏音乐一边完成家务，
如
果家里突然停电，
那就启动发

电按钮，
家里顿时就会有耀眼
的光芒。什么是动物按钮你
可能很好奇是不？我来告诉
你，
启动按钮它就发出各种动
物的声音，
这时的扫帚就会翩
翩起舞，让你走进动物的世
界，
让你流连忘返，
陶醉其中。
这种扫帚还具有吸尘的
功能，如果房子灰尘多，你只
要把它放在有阳光的地方，
灰
尘就渐渐消失了，
它是一款多
功能除尘器，很有使用性，在
这科学时代里我们就会享用
这样那样的科技用品，
给生活
带来无穷的乐趣，
让人们在这
科技发展的新时代里享受美
的生活。每当看见妈妈使用
这款新型扫帚时，
就能看见她
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
那一刻
可以看见我最美丽的妈妈，
我
的心里是多么自豪啊！
指导老师：
李会

童年趣事
建设路小学
五年级三班 赵晨辉
在每个人的心里，童年都
是美好的，有趣的。当然在我
心里也不例外。在我 5 岁那
年，因为一件傻事，引来了他
人的嘲笑。
那一年，我走在乡村小道
上。由于接连几天的降雨，使
道路十分泥泞。我看见路上
有几个大泥坑，让我回想起之
前在电视中看到的沼泽，我不
禁联想起来，是不是跳到泥坑

里也会像陷入沼泽一样陷下
去。好奇心强烈的我很想尝
试一下，但我一想到我要是真
陷下去了，还没人来救我我就
心生畏惧。于是我一直在四
周盘旋。这时广播响起要开
会的消息，我心里暗暗窃喜：
可以趁着此时人多，来满足我
的好奇心，直是天助我也。于
是我闭上眼睛，不顾一切地高
高跃起。我在这时听见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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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诚路小学
四年级五班 章锦怡

实验小学
三年级二班 方笑涵
在祁连山北边山脚下有
一个美丽的村庄，那就是我的
家乡——红山村。也许你会
问：
“ 为什么叫红山村呢？”因
为那里的山都是红色的。现
在，就让我带你去看看红山的
美景吧……
走进村庄，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连绵的山脉，山上有成群
的牛和羊，还有象征吉祥如意
的彩色经幡，微风吹过，经幡
便随着风儿轻轻舞动起来。

文化

围人嘴里传出的笑声，我睁开
眼睛，发现我并没有陷下去，
只不过泥坑被我踩了一个大
脚印，身上还有溅起的泥点。
别人或许没法理解这个孩子，
只是在实现自己幼稚的想法。
童年就是这样天真无邪，
我很希望能让它永远留在现
在，而不是让它变成过去，让
它变成回忆和过往。
指导老师：
张丽
雄关周末

春色

肖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