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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世界一日游
601 班
暑假我去了上海，姑姑带着我到处玩，
将上海好玩的地方都玩了个遍。这天晚上
姑姑又在手机上搜索，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地方。突然，姑姑对在一旁写作业的我和表
哥说：
“ 我们明天去冰雪世界玩。”一听到这
句话，表哥连书本都扔下了，立刻去找手
套。我很奇怪，这么激动干嘛？ 表哥说：
“我以前听别人讲过，那里可好玩了，但是要
早点去，去晚了就没有票了 ！”我心想：听起
来是挺好玩的，
“好吧，那明天早点起来。”说
完，我就去洗澡睡了。
第 二 天 我 早 上 7 点 就 被“ 人 工 闹
钟”——表哥叫了起来，我们准备就绪后，姑
姑都还没起来呢。过了好一会儿，姑姑才起
来，我的天她还要化妆，我们急得都快跳起
来了。终于等她准备好了，我们带上水和吃

的，便打的飞快向位于“爱琴海购物中心”的
冰雪世界出发。
到了爱琴海，我们“悲催”地发现——爱
琴海还没开门，问了一下保安，差点气晕过
去，九点开门，可现在才 8 点半。我们只好
和其他人一起在大厅里苦苦等待开门。我
死死盯着手表，盼望那根可恶的分针走快一
点儿，但它好像故意跟我作对，这么久了才
走了一小格，我却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
漫长。
哈哈！终于开门了，我和表哥背着沉重
的包，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自动扶梯上奔
跑。
（迫不得已，请大家不要模仿）冲进冰雪
世界的大厅，我们飞快地“占位”等姑姑来买
票，终于买好票了，我们便拿着票去领衣服，
天哪！这么厚？我费力地把自己塞进连体

潜山的四季
406 班

王一诺
的御寒衣，顿时感觉自己是在大夏天里面烤
火，我戴上厚厚的手套，穿上保暖鞋，更加热
得难受了，我赶忙跑进了冰雪世界。哇！感
觉瞬间穿越到了冬天，好冷！
你如果没来过冰雪世界，我告诉你，进
去的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大型的冷柜，就是超
市冻汤圆的那种！地面上是不知道有多厚
的雪，天上还飘着雪花，旁边还有又大又陡
的冰滑梯，另一侧是一片很大的冰迷宫。地
面上四处放着雪橇车和小小的手推车。放
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白皑皑的冰和
雪，我们赶忙拖起两个轮胎，爬上冰滑梯旁
的楼梯。我和表哥排了好久的队，终于到我
们了，我们一人占了一个滑道，坐在轮胎里
滑下去。
“ 啊”轮胎突然转向，倒了过来。我
背对着下面的人群冲了下去。未知的恐惧

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突然轮胎停了下来，
我松了一口气，劫后余生啊！而表哥的轮胎
不知怎么回事还没“着陆，”他嗷嗷地尖叫着
冲了下来，等下来后说：
“ 我再也不玩这个
了。”没办法我只好跟他去玩不太刺激的冰
迷宫。玩了一会儿，我们又开始打雪仗，玩
得开心极了！
不知不觉中我们玩到了中午，要回家
了，最后又去玩了一次冰滑梯就出去了。脱
下了厚厚的衣服，瞬间又从冬天回到了夏
天，我觉得舒服多了！
暑假生活真是多姿多彩呀，这次上海
之旅，更是给我的暑假生活增添了一抹难忘
的色彩，我现在已经在开始悄悄期待明年的
暑假快些到来！
指导老师：徐惊雷

周记随笔
412 班

李雪婧

下午放学，妈妈来接我，原来她计划带
我去淦河边散步。
漫步来到河边，远远我就听到水哗哗的
响声，下了台阶我就看到橡胶大坝那里水花
四溅，
原来是大坝在放水。
我和妈妈继续走在幽静的河边，映入眼
帘的是一片新绿，各种树木的叶子长的枝繁
叶茂，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只听见叫声，却看
不见那些鸟儿们的踪影。树下的小路旁开
着紫色的小花，五瓣花，花瓣呈方形，娇艳的
色彩不时引来小蜜蜂丛间飞舞。
踱步来到河边，河对岸看见一位钓鱼的
老人，一抹白胡子一动不动，只是等待了很
久，也不见有鱼儿上钩，也许老人钓鱼是打
发时间吧！
回来的路上，我和妈妈突然间道一股怪
味儿，寻味找去原来是常春油麻藤散发的味
道，这是一种藤类植物，花瓣像葡萄，近看又
像是一只只小紫雀，甚是动人。
我爱上了散步，
尤其有了妈妈的陪伴。
指导老师：朱曲波

502 班

王柔力

昨天，妈妈带着我和表妹石雨欣一起去
湖南玩。分别去了桃花源、红石林、墨容苗
寨，但最让我难忘的是红石林，今天我就介
绍一下红石林。
听解说员说，红石林是全球唯一在寒武
纪形成的红色碳酸岩石林景区。岩石形成
历史约有 5 亿年，地域与坐龙溪峡谷一样同
属地史上所称的扬子古海，海底沉积了大量
混合泥沙的碳酸盐物质，经地壳运动和侵
蚀、溶 蚀 作 用 ，形 成 了 这 片 美 丽 的 地 质 奇
观。2005 年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 ，是《爸
爸去哪儿》的拍摄地之一！
一进入红石林，面前出现的就是一片酒
红色的石头和飞来飞去的蜻蜓。解说员姐
姐先让我们在这里照几张相，然后再往里
走。
“阿姐们大家好，我们先要去的地方是人
池！”听完这句话，我心想：人池是不是形状
像一个人一样呢？人池到了，原来人池里的
水就是由许多荷叶形成，我和表妹在人池旁
边照了几张美美的照片，准备去下一个景
点。接着去的地方是澳深海底，那边的水是
由一片十几厘米的小草形成的，解说员姐姐
说，因为海底是长满了草的，这个地方原叫
澳深，
所以就叫澳深海底。
“咦，那是什么？红石头做的楼梯。”我
们顺着楼梯走了上去，路越来越窄，天越来
越暗，最后走到了一个叫虎跳峡的地方，解
说文字上面说，传说只有丛林之王老虎因身
手敏捷才能在这跳来跳去。我们采上用铁
做的楼梯，扶着扶手，每走一下楼梯就嘎吱
嘎吱地响。走完楼梯慢慢进入了一个山
洞。山洞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扶着墙壁
慢慢地走。出了山洞，看见了一个观景台，
我站到上面去，俯视着红石林。我看到了一
个用木头搭的梯子，几十年前应该有人会从
上面经过吧。
再往前走，看见的是八大神仙的住处，
哎 呦 ，还 真 是。从侧面看能看到八张侧人
脸。最后来到了一条小河边，小河边的红石
头有的像鞋子有的像蘑菇还有的像房子。小
河上面有一条独木舟，
虽然是独木舟，
但已破
烂不堪。解说员说，那艘独木舟是以前仙人
用来过河的。河里长着
“五朵金花”
这五朵金
花也是石头，
可真美。小河后面的石头上，
写
着大大的红石林这三个字，看来已经到了景
区出口了。我们走了出去，
回到宾馆休息了。
如果你想知道桃花源和墨容苗寨的信
息，可以随时来找我哟！指导老师：张梅芳

彭亦可

游览过风景如画的九宫山，欣赏过水平如镜的陆水湖，畅
游过神秘莫测的隐水洞……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家乡的潜山森
林公园。
潜山森林公园坐落在咸宁市温泉城区，山上遍种翠竹、绿
树，四季常青。每天给我们提供大量清新的氧气，人们送给了
它一个亲切的雅称——
“氧吧”
。是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潜山可美啦！
春天，一阵阵和煦的微风，唤醒了潜山。一棵棵小草从土
里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打量着这美丽的世界。路两旁种着许
多的樟树，在一阵阵的和风细雨中，抽出一片片嫩芽。樟树脚
下几朵小花已经含苞待放。林间，竹妈妈的身边几棵新笋破土
而出，迎着春风春雨，一个劲地往上长，力争上游。微风中，竹
叶沙沙作响，好似竹妈妈在说：
“孩子，快长大吧！”潜山一片生
机勃勃。
夏天，烈日炎炎，那一片片的翠竹更加鲜翠欲滴。茂密的
樟树更加挺拔，犹如一把把绿色的大伞，给人们带来一片片凉
爽的树阴。樟树脚下，鲜花朵朵。有名字的，没名字的，红的、
黄的、蓝的、紫的……比美似的，竞相开放。
一场场秋雨在阵阵秋风中染红了枫叶，染黄了绿叶，吹落
了花朵，
挂满了果实。秋风瑟瑟，只有菊花点缀在林间、路旁。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一场大雪给潜山戴上了一顶舒
适、蓬松的棉帽。瞧！几棵青松硬是从棉帽里钻了出来，挺着
胸、抬着头，好像在说：
“我就不怕冷。”寒风中，几丛梅花迎风绽
放，真是
“凌寒独自开，为有暗香来。
”
潜山真是美啊！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风姿。
我喜爱家乡的潜山！
指导老师：陈耿芳

游览岳麓书院
410 班

505 中队

夏日·童年·红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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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中队

熊子谦

我叫熊子谦，来自 505 班，我是一个性格随和、活泼
开朗的男子汉。我爱好画画，先后参加了很多比赛，已
经收获了三块金牌，一块银牌。在生活中，我热情大
方，诚实守信，乐于助人，与同学们相处和睦，并积极参
加各项课外活动，
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阅历。

美丽
学生

饶婧敏

我叫饶婧敏，305 班班长，善于交往和团结同学，乐
于助人。我是一个个性开朗、爱好广泛、积极向上的小
女生，乐于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和学校活动。我曾荣获拉
丁舞少儿组单人优胜奖；舞蹈公开赛获单人铜牌组一等
奖。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
和“五星级学生”
。

柃蜜小镇
403 班
在咸宁，要说最美的小镇，大家都会提
到柃蜜小镇。柃蜜小镇在我的家乡崇阳县
金塘镇畈上村。听奶奶说，柃蜜小镇是一对
在外小有所成的兄弟返乡建设的，其初衷是
带领乡亲一起脱贫致富。听到这样的故事，
同为金塘人的我觉得很温暖很自豪，那种想
去看看的想法就越强烈。于是周五晚上奶
奶带着妈妈、我、表弟如愿来到柃蜜小镇。
到达柃蜜小镇时天已黑，深蓝色的天空
挂着一轮黄澄澄的明月，乡村静静地躺在群
山的怀抱里，霓虹灯装点着木屋，闪着彩色
的光泽，在夜里为人们引路。我们顺着霓虹
灯指引，走在铺满鹅卵石的湖边小路上，绿
树掩映着木屋，夜晚的树木像喝酒了一样有
些微醉，细小的枝叶摆来摆去，发出细雨一
般的沙沙声。躲在湖边草丛里的青蛙大声
地呱呱叫个不停，树上蝉也不认输，
“ 知知
知”地在叫。听着蛙蝉二重奏，倒不觉得闹
心，反倒觉得很享受。我们选择了一栋非常
有自然气息的木屋小别墅，整个木屋全是用
木头建造，古香古色，一开门就闻到一股木
头的清香，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蝉鸣蛙叫
声入眠，
让人一下就忘记了旅途的疲劳。
“小姜，快起来看，好美啊！”，伴着妈妈

姜博严

惊喜的叫声，我忍不住快速爬起床跑到门
外，只见一轮大大的红日被一层薄雾笼罩
着，离我好近好近，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离
我这么近却温暖不刺眼的红日。红日下小
桥、流水、树木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好一
幅人间仙境图啊，我们都不忍心开口说话，
都在静静地欣赏这一刻的美景。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一个全新的村庄展
现在眼前。在群山怀抱下，30 多座红顶木
屋散落在盆地平坦处，源自白崖山山间潺潺
流水从畈上村穿过木屋别墅群，溪流两岸花
香满溢，小镇主干道是一条宽敞的柏油路，
整个画面充满诗情画意。以前这画面只是
出现在童话故事里，但如今变为现实。
沿着主干道往前走就能看到旅客集散
在广场上，旁边就立着“白崖山风景区”的牌
子，进入景区内，顺着登山栈道往上走，林中
树木茂盛，空气中夹带着山上竹林的清甜的
空气。我一口气登上山顶倒一点也不觉得
累。树林中不时传来小鸟的欢快叫声，山上
到处可见各种玫瑰花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
小花。伴着这鸟语花香，野溪随处可见。登
上山顶就看到一个直径 160 米的天坑，山上
还有观景台、玻璃栈道及索道。站在山顶观

景台上，环顾四周，极目远眺，群山绵延，山
峦缥缈，我想此刻用任何词来形容眼前的景
象都有点苍白无力，只是心里突然觉得我们
能生在和平年代。感受眼前的美景真是一
件非常幸福的事！
临走时，奶奶和长辈们在村口聊天，细
数着村里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长辈们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长辈们说，正是有
了国家的好政策才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
我为生在这样的和平年代，有如此幸福的生
活而感到自豪！
指导老师：
孙惠明

我最敬佩的同学
505 班
在同学中我最敬佩的人叫石玥，她是
个 很 文 静 的 小 姑 娘 ，总 是 扎 着 一 个 马 尾
辫，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起来十分
秀气。她无论做什么事的时候都十分勤
奋刻苦，并且坚持不懈，这是让我最敬佩
的地方。
我和石玥不仅仅是同学，而且还在一起
学习拉丁舞。每次学习完一些舞步或者动
作之后，老师都会让我们休息会儿，这时总
会有同学对我和石玥说：
“ 我们去玩吧？”我
总是兴奋地点点头，并看向石玥，等待她的
答复。石玥笑着说：
“你们去玩吧，我还想练
习老师教的新舞步”。听了石玥的话以后，
我只好和同学一起去玩了，留下石玥一个人
独自练习。
我们玩了好一会，这时想起石玥肯定练
习完了吧，于是准备回去找她，谁知石玥还

刘嘉欣

在练习，她太专注了，丝毫没有发现我的到
来。石玥的舞姿十分轻盈，舞步一会儿向
前，一会儿向后，那张开的裙摆就好像是一
朵盛开的百合花一样。那些我们不娴熟的
动作她都很流畅的做出来了，而且动作是那
样的标准。此时她的额头上都渗出了汗水，
但是她一点儿都不在乎，此时此刻的她就好
像是与舞蹈融为一体了般。
在接下来的舞蹈课程中，老师表扬了石
玥，说她的动作是最标准的，学习最认真
的。放学回去的路上，我对石玥说：
“你真刻
苦，老师都说你跳的好呢！”石玥回答说：
“聪
明在于勤奋，其实我并不是比别人聪明，而
是我愿意多花一点儿时间来练习，你也可以
做到的。”听了石玥的话以后，我感到有些羞
愧，因为我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她那么能坚
持，石玥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并对我说：

“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我使劲地点点头。
这就是我最敬佩的石玥，也正是她让我
明白了要想把一件事做的更好，就要付出更
多的时间和努力，以后我一定会将石玥看作
是我的榜样，并积极地向她学习！
指导老师：石 伟

骆瑶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国家 4A 级风景名胜的岳麓
山风景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脍炙
人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神话故事就发生在岳麓书院。岳麓
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所以，我们才决定把全
家暑假旅游的第一站定在这里。
岳麓书院的正门正对着岳麓山的爱晚亭。而最吸引我们
的是门上所书的“岳麓书院”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令我不禁肃
然起敬，感叹着祖国的书法文化。大门两旁悬挂有对联“惟楚
有材，于斯为盛”。我们进了大门后，里面的美丽风景美不胜
收，十分夺目。书院周围绿树环绕，空气清新，大大消减了刚才
的庄严气氛。两座石桥横跨在溪上，伴着潺潺的流水。首先我
们参观了碑廊，里面有大量的碑匾，比如，
“程子四箴碑”
、清代
御匾“学达性天”、
“道南正脉”等等，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几千年
的历史文化。
我还从历史馆里了解到，从这里教出了许多著名学子：曾
国藩、左宗棠、杨昌济、毛泽东等人，他们都曾经在这里学习和
任教。他们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中国的革命事业
做了很大的努力。因为这些被岳麓书院教出的著名学子，才使
得岳麓书院变得远近闻名，
人人皆知。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文庙。文庙分为照壁、门楼、大成门、大
成殿、两庑、崇圣寺、明伦堂等多个部分，是岳麓书院用来祭祀
孔子的地方。文庙里面有孔子的塑像，那是孔子给孩子们教书
时的形象，让我对孔子多了几分敬意。
今天收获可真大啊，既在岳麓书院里面了解到了很多中国
的 历 史 文 化 ，又 让 我 认 识 了 很 多 名 人 ，真 是 一 举 两 得 啊 。
指导老师：李丹

我是一只老虎
605 班

刘展宏

我是一只老虎。
我的家在东北的一个草原
上。有一天，我一醒来，肚子有些
饿了，准备出去找食物，正在追一
只落单的藏羚羊时，突然，感觉身
体被针扎了一下。即刻，我便昏
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时，我已经被
人用铁笼子关了起来，正被卡车
托运着。我非常愤怒，用牙齿咬
铁柱子，用手掌拍打笼子，可笼子纹丝不动，没有丝毫破损的迹
象，只有铁柱子上留下了浅浅的齿痕。我渐渐累了，这时卡车
忽然停了下来。有几个人从卡车上下来，他们走到了我旁边。
我打起了精神，向他们吼叫，让他们放我出去，可他们其中有一
个人拿着一把枪，把枪对准我身上打了一枪，那一种上次在追
捕猎物时被针扎后昏昏欲睡的感觉再次浮现。那个人见我还
在挣扎，
就又往我身上打了一枪，这一次我彻底地昏迷了。
我又一次醒来时是身在一片小草丛旁边，这时有一个人在
我面前的一个大铁笼子通道向我扔来一大块肥肉，我已经几天
没吃东西了，在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刚吃完，就来了很多
人在那个大铁笼子通道里观看我，
给我拍照。
每天都有人给我送食物来，但我只能在很小一片草地上活
动，每天都非常无趣。都是那些贪心的人类，为了赚钱，就把我
们抓到这个所谓的野生动物园里来给人们观看，以此换取钱，
还说什么是保护我们动物，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
直到有一天，野生动物园的饲养员忘了给我送食物吃。我
饿得饥肠辘辘，这时有一个人从笼子外翻了进来，我以为他就
是饲养员给我送的食物。便把他咬死，吃了。野生动物园的人
知道以后报了警，
警察用很多根电棒把我电昏了。
我再次被笼子关了起来，一个警察站在我面前，拿着一把
手枪。他缓缓地扣动了板机，随即，
“砰”地几声巨响，我倒在了
血泊里。
到临死前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动物的地位这么低贱，
而人类却可以主宰一切呢？
指导老师：李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