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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之行
北海
之行
606 班

期待了许久的暑假终于到来，妈妈早就
答应要带我去看海，还会在岛上住几天。
这天，我们起了个大早，乘坐火车前往
北海。一下火车，我兴奋得四处探望，恨不
得马上扑向海边。妈妈拉住我说：
“ 我们明
天才去海边，今天要先安顿下来。”妈妈还告
诉我，北海有全中国最美丽的沙滩，最柔软
的沙子。晚上做梦我都梦见自己在海边奔
跑……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有名的“中国第
一滩——银滩”。只是天公不作美，一路上
还飘着柳丝一般的细雨，不过这抵挡不住我
的热情。我迫不及待地脱下鞋子，直奔美丽
的海滩。
第一次看到大海，发怒的大海。他一点
也不温柔，天空乌云密布，海浪翻腾着、咆哮
着扑向岸边，逼迫游人一次次逃离。那翻滚
着的海浪也不是美丽的蓝色，因为卷走岸边
的沙石，
而呈现出土黄色。
雨越下越大，我们穿上雨衣在沙滩上玩
耍。我突发奇想，想在沙滩上做一个微型
“水利工程”，把沙滩下的水导流到大海里

小小的梦想

陈泽涵

去。我先寻找小水流，把小水流汇聚到一个
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在溢水的地方修筑一个
高高的堤坝，最后挖一条细长的水渠把坑里
的水引入大海，当当当当！一个伟大的“水
利工程”就这样完工了。还来不及仔细欣赏
我的杰作，突然人群一阵骚动，随后都惊慌
失措地向着亭子方向跑去，发生什么事了？
我抬头张望，天空中降下一大块一大块亮晶
晶的东西……啊！我大叫了一声，好像有什
么东西砸到我了，接着还有第二块、第三块
…….哇！下冰雹了！我马上拉着妈妈往亭
子里跑。亭子里站满了人，都在议论这冰
雹，可我却觉得很有意思。

大约过了半小时，雨渐渐小了，太阳公
公也探出头来，趁着天气好，我走近大海，站
在海边，感受海浪拍打在脚上的感觉，仔细
聆听大海的声音……
这次北海之行，我收获不小。我第一次
见到大海，伴随着台风的海，这可是不多见
的。我在海边建造了一个水利工程，没准我
以后能成为一个工程师呢！我还亲身感受
了冰雹。同学们都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吧！
最重要的是这次旅行让我明白了，生活不是
处处都一帆风顺，遇到阻碍时，要懂得换个
角度思考问题，
也许逆境也能变顺境！
（指导老师:黎谋平）

我的好朋友

我能干家务了
405 班 刘恩泽
今天是星期六，爸爸妈妈决定全家总
动员——大扫除，而我也没闲着。说干就
干，我们首先做好分工。爸爸是家里主劳
力，负责扫地，拖地等力气活。妈妈现在身
怀六甲，只能擦擦桌子。而我，现在已经 8
岁多，是个小男子汉了，当然得干些事，妈
妈说：
“ 牛牛，你就负责把家里晚餐的碗洗
洗吧！”
“好的。
”我爽快地答应。
我先将餐桌上的碗一个一个地收进洗
碗池。再用抹布将餐桌上吃剩下的骨头渣
轻轻地擦进垃圾桶。接着，我向洗碗池放
水，可是水很快就漏光了。我看了一下池
底，原来是池底没堵住啊！我连忙堵住池
底，再放水，等水没过碗，我就向水里一边
倒洗洁精，一边用抹布搅拌水，洗洁精一入
水，顿时就起了很多泡沫。我开始一只一
只地洗碗，洗洁精浸泡过的碗被抹布一擦，
立马干净，不一会儿，一只只小饭碗被我洗
得光亮如新。
我洗完碗，叫爸爸，
“ 爸，你看我的碗洗
得怎么样？
”
爸爸停下手中的活，走进厨房，仔细观
察我洗的碗，高兴地说：
“真干净，比爸爸都
洗得干净。
”
后来，在妈妈的指导下，我还将家里几
双凉拖鞋给洗干净了。
忙碌了两个小时，全身都累散架了。
经过这次劳动。我知道了做家务也不容易
啊！
（指导老师：
李苗）

303 班

301 班 黎尔萌

504 班 张栩源

我是 301 班的黎尔萌，在老师眼里，我热爱集体，
勤奋好学、遵守纪律，在同学们心中我文静、善良、乐
于助人，我还是爸爸妈妈得力的小帮手。我喜欢画
画、钢琴；积极参加学校、班级组织们各项集体活动，
有为班级争光的集体荣誉感。我有一个快乐的家
庭。所以，我是一个快乐的女生！

我是 504 班的班长张栩源，我是一个自信，开朗，
友好，积极向上的小男孩。多次获得学校的各种荣
誉称号。曾两次在全市少儿围棋比赛中获三等奖，
2015 年咸宁市青少年钢琴比赛三等奖，钢琴通过业
余八级。

美丽
学生

摔倒了，要自己站起来
506 班

可爱的
仓鼠
412 班

黄昏之下，我默默地走在寂静的石砖小
路上，手中紧紧地捏着一张只考了七十八分
的试卷，回家后被爸爸发现了肯定得挨打，
想到那又长又细的牛皮带子，不禁吓出一身
冷汗。
走着走着，不经意就来到了人民广场的
游乐场，我对那条皮带心有余悸，哪有心思
玩呀！我颓废的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全身
无力，为什么考得如此之差，都怪那可恶至
极的电脑。回家还是不回家呢？我好纠结。
我向四周望了望，一对年轻母子朝这里

朱瑞

走过来，肯定是来游乐场玩耍的吧。我并没
有多看一眼，便转过身去。
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看到那孩子就要
摔倒在地。一秒钟，就只有一秒钟，时间在
那时就是一个镜头，一个被改成慢动作的镜
头，似乎是被凝固了一样。在我反应过来
时，孩子已经卧倒在地。
我下意识的跑过去扶那孩子，可他的
母亲却说：
“ 小星，自己站起来，用手扶地站
起来！”孩子摆脱了求助的神情，流露出坚
定的眼神，他的身子不再柔弱，渐渐有力起

来！唉，没有成功，可是那孩子并没有放
弃。那只是一个四岁孩童呀！竟然慢慢地
扶着沙地站了起来。母亲将孩子揽在怀
里，亲昵的说：
“ 小星，以后摔倒了，都要自
己站起来！”小时候摔倒，我却不曾自己站
起来过。
我思索片刻，决定发奋图强。一次失败
并没有什么。
“摔倒了，要自己站起来。”说的没错，
在漫漫人生路中，
摔倒了，要自己站起来。
（指导老师：
徐亚钰）

袁锦龙

每个人都有最好的朋友，
有的是父母，
有的是同学，
而我最
好的朋友是我们班的李子冲。李子冲和我一样都在 303 班，
他
今年9岁。短头发、
大眼睛、
单眼皮，
高高的鼻梁，
笑起来特别腼
腆。别看他很内向，
却见义勇为，
这也是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的重
要原因。
还记得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上课比较急，
我急冲冲地跑进学
校，
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六年级的大哥哥身上。这个大哥哥他
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像是要把我给吃掉的样子。然后狠狠地推
了我一把，
我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但他还是不依不饶，
上来就
要揍我的样子，
嘴里说着：
“叫你没长眼睛，
敢惹本大爷。
”
这时候，李子冲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挡在我身前，对那
个大哥哥说：
“你不能这样子欺负低年级的同学，你这样我要
去告诉我们老师了。”那个大哥哥听了之后更加生气了，恶狠
狠地说：
“你给我走开，否则我不客气了。”这时候李子冲变得
更加地坚定，一步不让，然后对大哥哥说：
“你这样只会一错再
错，被学校开除都有可能，他虽然撞了你，他是不小心的，你也
推了他呀。就这样算了吧，我们不是要讲团结友爱吗？”大哥
哥听了他的话，
似乎觉得有道理，消了气就走开了。
当时的我很害怕，看着李子冲那勇敢的样子，心里特别佩
服。这就是李子冲——一个正直的小学生，
我最好的朋友。
（指导老师：孙惠明）

学 舞 蹈
310 班

钱雅婷

在我繁忙的学习之余，还有五彩缤纷的课余生活，我喜
欢：做手工、养金鱼、读书、跳舞、画画……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跳舞，
跳舞能给我生活带来快乐！
记得第一天上舞蹈培训班，没进门我就兴奋不已了，看到
他们穿漂亮的服装，我好期待自己也有一套啊！
刚开始老师教的动作都比较简单，很容易就能学会，我
感觉学舞蹈真轻松啊！慢慢地，学习的动作有了难度。一
节课下来，常常是累得筋疲力尽……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而
是更认真地学，一个动作反复做好几次才能达到老师的要
求。老师常常鼓励我说：
“ 不要着急，学舞蹈要慢慢来，做任
何事情都不能急于一时，老师相信你一定会跳得更好的。”
听了老师的话，我加倍努力练习。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的动作离老师的要求越来越近
了，在班上还得到了奖励：
“大红花”
。
学舞蹈不但使我学会了欣赏美，表现美，而且使我变得坚
强，让我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
（指导老师：
李丹）

秦兵马俑
610 班

有你真好

程梓骞

在我的再三央求之下，爸爸给我买了
两只活泼可爱的仓鼠。这一天刚放学，我
迫不及待地去看仓鼠。哇，好可爱呀，毛茸
茸的，摸一摸它的毛，软乎乎的，好像棉花
一样。我把手放进箱子，想托起仓鼠，但又
有点怕，仓鼠瞪着两只眼睛总盯着我，嘴里
还不时发出嚯嚯的声音，一动不动，估计心
里想，你别惹我，惹烦了我，可没有什么好
结果。
又是新的一天，我终于看到仓鼠怎么
进食了，它不文明地跳进食物盘里，伸出两
只前爪，抱起食物，塞进嘴里，滋滋有味的
啃着，还发出吱吱的声音。大概啃了五六
粒鼠粮，它感觉有点渴了，抬起头到处蹭，
终于嘴巴蹭到了宠物杯的钢管嘴，沾到了
一口水。咦，怎么没有了，它又用嘴顶了顶
管子里的钢珠，只见宠物杯里冒起了一个
气泡，咕噜咕噜水就喝进肚里了，真是个聪
明的小家伙。
小仓鼠吃饱喝足了，就温顺多了，不再
像之前那么瞪着我，这是把手伸进去，它还
会顺从地跳上我的手心，蹭来蹭去。它休
息的时候，身子团起来，像一个毛绒球，那
双灵动的眼睛闭着，小小的粉红色的爪子
也是紧缩的，整个身子随着呼吸声颤动着，
鼻子也是一抖一抖的，他们喜欢紧紧挨着
一起睡觉。仓鼠睡醒了，小仓鼠就钻进了
滚筒，不停地跑着，滚筒滚了一圈又一圈，
小仓鼠们却不知疲倦地使劲地跑着，原来
仓鼠还是个热爱运动的小家伙呢。
从这两只小家伙到我们家里来之后，
它们俩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使我
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了。这两只小仓
鼠实在是太可爱啦，我太喜欢它们啦！
（指导老师 ：刘凤霞）

612 班 胡淑雅
小小的纸船，
载着小小的梦想。
千山万水，飘洋过海，
饱经沧桑。
因为坚定；因为决心；
因为信念；
梦想从此改变！
即使过程艰难，
坎坷，
忧患，
小船仍朝着希望的终点努力前行，
驶去。
带着希望，带着盼望，
带着期望；
无论前方的路是波涛汹涌还是风平浪静，
小船依然坚持梦想，
唱着心中的歌儿一路向前。
因为小船相信：
百花凋零也荒芜不了整个春天！
！
（指导老师 王光虹）

邱润中

507 班 朱佳敏
世界上总会有一种人，在你在最无助的
时候帮助你，在你最沮丧的时候激励你，在
你最难过的时候安慰你……那个人就是朋
友。
我有很多好朋友，但其中有一个让我最
难忘，她不像普通朋友那样借你东西，找你
玩与你分享快乐，而是一个非常热心，乐于
助人的人。
我很庆幸在我最快乐，最懵懂的时期遇
到了一位乖巧,漂亮懂事的朋友——程奕
然。她长着一头乌黑的秀发，那弯弯的柳叶
眉下长着一双像夜明珠一样的眼睛。她活

泼，阳光，乐于助人，深得老师喜爱，我们都
喜欢叫她小名——然然。
记得上四年级的时候，马上要开运动会
了，我因参赛，只要一有空就会去操场上跑
步，而然然也会去操场陪我跑步。有一天，
我们跑着跑着不知不觉地就到树底下，我听
见小鸟在树上欢快地歌唱，我俩也像快乐的
小鸟你追我赶。我担心然然会追到我，我就
拼命地向前跑，当我得意忘形地向后看时，
忽然脚下一滑，双手仆地，重重地摔倒在地
上。我的手掌顿时感到剧痛，一看左手腕已
经流血，这时只见然然快步跑来，立刻拉我

军

起来，不停地安慰我:“ 没事吧?疼不疼?”说
着就向医务室走去，还没到医务室门口，只
见她大声喊道：
“ 老师，我好朋友手受伤了，
快来看看。”看着她为我着急的神情，早已忘
记疼痛，幸福的泪珠在眼角打转，心中暗自
窃喜“然然，有你真好！”而她一直紧紧地站
在旁边看着老师为我上药。这件事虽小，她
却给了我朋友的温暖。
这就是我乐于助人的好朋友——程亦
然。我未来人生路口永远值得珍藏的记忆，
“朋友，谢谢你，
有你真好。
”
（指导老师：
汤和明）

训

603 班 石昊熹
“石昊熹，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快起
来。”一听到这句话，迷迷糊糊的我就“刷”的
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你知道是什么事让
我这个大懒虫起得这么迅速吗？嘿嘿！因
为今天是学校组织的一年一次的军训。
我飞快地洗漱完后，一边吃着面包，一
边拉着昨天就整理好的行李箱出了家门，因
为我就住在学校旁边，所以一出小区门口就
看见了一条黄色“长龙”，哇，大家都来得好
早啊！我也兴奋地进入了“长龙”里，我看见
同学们有的提着桶，背着包，有的拉着行李
箱，还有的同学装备和我一样。到了教室，
我拉着被老妈恨不得把家都塞进去的大行
李箱，外加一个背包，，听着音乐，吃着零食，

等待出发。不到一会儿，老师和教官来了，
带领我们列队上车。过了一会儿终于出发
了，客车载着我们一路欢声笑语，不一会儿
我 们 就 到 达 了 目 的 地 —— 武 汉 野 战 国 防
园。车刚进大门，我的目光就被马路两边的
飞机、坦克、大炮和装甲车等模型给吸引住
了目光。终于，车停了，我们就下车拿了行
李去阅兵台进行开营仪式，开营仪式结束后
开始分寝室，因为我来晚了一步，上铺的床
位被抢走，我只有睡到了下铺。晚上，累了
一天的其他同学都睡着了，就只有我，因为
在陌生的床上，整晚都没有睡着，晕头晕脑
地到了天亮。第二天，我们的军训项目居然
是远足，一天走了 20 多公里路，1 万 8 千多

步！天啦，把我累成了狗，我把四瓶水都喝
光了，可就算这样，队伍里还是充满了欢声
笑语。
到了晚上，好不容易回到了寝室，居然
有个上铺空了出来，经过一番斗争，我成功
地睡到了上铺，又累又爽的我这一觉睡得很
香，最后一天，我们吃过早餐，就进行了队列
训练，在教官的严厉教导下，我们也有板有
眼的像个小士兵了。吃过午饭，回家的时刻
也到了，离家三天的我们带着一丝不舍的心
情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虽然军训只有短短的三天，但是我们得
到了极大的锻炼，妈妈都说我懂事了，长大
了，像个小男子汉了！ （指导老师：
龙静）

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来到了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
兵马俑博物馆参观游览。兵马俑，是震惊中外的发现，被人们
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想到这里，我的心中充满了兴奋，快
乐。虽然天气骄阳似火，
但是仍然不能降低我心中的热情。
来到展馆前，我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然而我很快就停住
了脚步，里面真是人山人海啊！不愧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进入到一号坑，眼前的景象顿时让我惊呆了，数以千计的士兵
排列整齐，抬头挺胸，他们精神饱满，身高没有丝毫的差异，面
貌如真人一般，让我想起古代时秦国的士兵个个所向披靡，势
不可挡的形象。同时，我也为这庞大的工程量给震惊了，每一
件陶俑要经过多少精雕细刻，而这数以千计的兵马是怎样完
成的。每个士兵的面部表情都各不相同，站在那里时，真是栩
栩如生。一号坑的面积真是太大了，东西二百三十米，南北有
六十二米宽，总面积有一万四千二百六十平方米！足足有几
个足球场那么大。
来到三号坑，里面庄严的气息又让我肃然起敬，虽然三号
坑比其它的坑要小得多，但是，它里面的展品又是与众不同，
独一无二的，除了人陶俑之外，还有陶车俑。虽然有的陶车经
过数千年的洗刷被破坏掉了，但我还是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
的陶车，
车上的车夫凝视着远方，好像随时都要战斗似的。
最让我感兴趣的当然是将军俑了，将军俑身材魁梧，头带
鹤冠，身披铠甲，手握宝剑，昂首挺胸。瞧那神态自若，跃跃欲
试的样子，一看就已经是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了。将军俑的
面貌又是那么威武，那么庄严，看到这个将军俑，我仿佛想像
到这位威武的大将军指挥着一群无敌的军队，上马冲杀！
游览完兵马俑时，已是下午 3 点，今天的兵马俑之行真是
意义非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它们凝聚了二千年前人民的
智慧与勤劳，
不愧是震惊中外的发现。 （指导老师：
刘亚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