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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趣 事
609 班
童年的趣事就像挂在黒夜上的满天繁
星，美丽而又可爱。其中，就有一颗“繁星”
我永远也无法忘却。
记得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又开始了
自己的胡思乱想。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可
怕的问题：
“ 人死了之后怎么办？”，很快我
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
“ 进到棺材里，

陈冠翼

再埋点土呗。”爸爸不以为然地说。我心里
一颤，接着问：
“ 那死前的前一秒是怎样想
的呢？”爸爸说：
“ 首先你会呼吸急促，然后
会回忆你的一生，接着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了。”瞬间我的脑海里不禁浮出这样一幅画
面：
“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天空哗啦
啦地下起了大雨，我被放进了棺材里，埋入

土中。就在这时，雨下得更大了，天空还不
时地打起了雷，我便就这样躺在棺材里，悄
无声息，一直到，永远，永远……。想到这，
我顿时感到后背凉飕飕的，心脏像只小鹿
“扑通”
、
“扑通”
地跳着。
那个夜晚十分的静，至少比平时静多
了，甚至静得让人发寒。此时躺在床上的

一棵树的归宿
614 班
我是一颗平凡的树，是这片森林的一
份子，今天，我倒下了。我被一辆大卡车运
送到工厂里。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我
回忆起以前那快乐的时光。
一开始，我是一粒种子，一粒微不足道
的种子。我掉在了地上，慢慢的，我发芽
了，我看到了这美丽的世界，我高兴极了。
过了一会儿，不知怎么，我感觉身上烧起来

曾子秋

了 一 样 ，又 像 是 要 炸 开 似 的 ，痛 苦 极 了 。
这时，旁边有一棵树告诉我，赶紧把脚使
劲往下钻，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使出最后
一点力气把脚往下踩，正当我耗尽体力，
感到绝望时，一股清凉的感觉从我脚下传
来，我又有了生存的希望，我对这棵树十
分感谢。
我一点点长大，我的生命安全也多次

遭到威胁：我还没有坚硬的树干时，一只蜗
牛想吃了我，那棵树抖下自己身上的嫩叶
给蜗牛吃，让蜗牛不要吃我；一只小鹿走路
时没看见我，差点把我踩死，那棵树用树枝
将她拦住。我和这棵树成了好朋友。
终于，我长成一颗大树了。长得又高
又强壮。当然，
我是不能忘记那棵老树的。
一天，老树意味深长的对我说:“小树，

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恐
怖。我迅速地坐了起来，想制止住脑中的
胡思乱想，可却怎么也制止不住。于是两
滴泪水流了下来，接着，我便小声地抽泣，
最后我竟放声大哭起来。不哭还好，一哭
则不得了，那声音真是惊天动地，以至于把
爸爸、妈妈给招了过来。妈妈知道了原委
后，笑着说：
“ 放心吧，离你死还远着呢，至
少还要过几十年，着什么急呀。”我破涕为
笑，人的一生还很长，
何必要如此忧伤呢？
人生中的苦难，有八分苦难是自己想
出来的，真实的苦难只有两分，所以，我们
要积极向上，不要只往下面看。
指导老师：李再美

我 该 离 开 你 了 。”我 很 疑 惑 ，问 道 ：
“离开
我？我们树又不能像动物那样四处奔跑，
您该如何离开？”他说：
“ 我会被砍倒，被制
成各种家具。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树的
归宿，人类需要我们，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荣
幸！”说完，他就走了，我想：我一定要快点
长大！
现在我快要被制成生活用品时，不觉
得我是在被“利用”了：进了城里，满大街都
是一次性餐具;铅笔被扔掉时，还那么长；
扔掉的本子只用了几页……现在想什么也
没用了，进了车间，一切也都结束了，可大
家要想一想：我的价值几何？
指导老师：汪伶俐

劝爸爸戒烟
407 班

吃过晚饭后，妈妈收拾碗筷，我写作
业，爸爸则舒服地躺在沙发上，翘着二郎
腿，看起了手机。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打火机的响声，出
来一看，只见爸爸正拿着打火机点烟，二指
夹着烟，不时还会从嘴里吐出一圈一圈白
色烟雾，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我心里想：吸
烟有害身体，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
我放下作业，决定和爸爸进行一次“口舌大
战”
。
我走到爸爸面前，笑着对爸爸说：
“爸
爸，如果长期抽烟的话，不但消费高，而且
浪费钱，您知道吗？一般的烟十几元钱，贵
的一包就是几百元呢！”没想到爸爸听了这
番话，挥了挥手说：
“没关系，我一个月的工
资抽得起烟，而且能满足你读书和生活的
需要！”我见一计不成，又出一计。
“ 长期吸
烟，会衰老得更快，到时再后悔就晚了哟！”
我对爸爸说，
“所以别再抽烟了！”结果爸爸
又说：
“ 不要紧，反正爸爸已经都四十几的
人，老一点没关系！”我不甘心，
“老爸，吸烟
伤害大，长期吸期，肺就会变成黑的，据通
计 11 种癌症都与吸烟显著有关，吸烟害人
害己，被动吸烟的人受到危害是吸烟人的
五倍，您抽烟，我们吸进出烟雾怎么办？”爸
爸若有所悟地说：
“有道理，我以后注意，去
阳台抽。”我乘胜而上，又劝：
“爸爸，吸烟有
害健康，万一得了癌症怎么办？”爸爸惊讶
不已：
“儿子说得对，吸烟危害大，难怪这段
时间一老咳嗽，爸爸决定戒烟，不抽烟了！”
我高兴对爸爸说：
“一言为定”
。
爸爸戒烟了，我真开心！
指导老师：许琼雯

蒋欣雨

我叫蒋欣雨，来自咸宁市实验小学 409 班。我喜
欢阅读，跳舞。在实小，老师可敬，同学可亲。在实小
的每一天我都很充实，快乐！

307 班

美丽
学生

王沐阳

我是 307 班的王沐阳。
“ 冬迎风雪，夏沐骄阳”，我
喜欢看书。除了阅读，我最爱干的事情就是跟同学们
一起玩游戏了。不管是老鹰抓小鸡、捉迷藏、卡牌，还
是脑筋急转弯、绕口令，只要大伙儿三五成群地凑在一
起，感觉空气中弥漫的都是快乐的味道。

长城导游词
刘子洋

406 班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
今天的导游，我叫刘子洋，大家可以称呼我
“小刘”或“刘导”。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
就是著名的八达岭长城。在游览之前给大
家提点小小的建议，请大家不要在城墙上
乱涂乱画，不要乱丢垃圾，要文明参观。同
时，大家要注意安全，
不要拥挤，有序游览。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城。它始建
于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
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长城全长两万多
公里，它属于第一批五 A 级景区，也是我国
的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来到长城脚下，远远望去，长城就
像 一 条 蜿 蜒 盘 旋 的 巨 龙 ，横 跨 在 半 山 腰
上。它主要由城墙、城门楼、水关、瓮城、

罗城、关城、烽火台、城河所组成。首先，
登上城楼，可以看见许多的烽火台，八达岭
长城上一共有八个烽火台，最后一个叫“英
雄泊”。每个烽火台上面，都有瞭望口、垛
子和射口，每个烽火台相隔三百多米。我
们脚下的石阶及城墙，都是用条石搭砌而
成的，这些条石每块都有两三千斤重，那时
候没有火车、汽车、起重机，就靠着无数的
肩膀无数的手，一步步地抬上这陡峭的山
岭。
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说
起这个，还有一个关于长城的故事：相传秦
始皇建长城时，劳逸繁重，于是就抓来许多
青年壮丁修建长城，其中有个叫范喜良的，
是孟姜女的丈夫，不久因饥寒劳累而死，尸

骨被埋在长城脚下，孟姜女历尽艰辛，去寻
找她新婚的丈夫，得到的却是丈夫死亡的
噩耗，她很伤心，痛哭城下三天三夜不止，
这段长城就此坍塌，露出了范喜良的尸体，
孟姜女万分悲痛，最后投海而亡。这就是
有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好了，就说到这。最后大家可以在好
汉石上拍照留念。
今天的游览就这样结束了，爬完了长
城，大家都有点儿累。但是，正如毛主席所
说的“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我们大家着
实当了一回好汉。很开心陪大家度过这美
好的一天，希望能有再次相逢的机会，最后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生活愉快！
指导老师：
陈耿芳



苍蝇三部曲

前言：
秋露重，教室里，几只苍蝇萦绕电子白板，
时停留取暖，无意触发白板……

苍蝇
605 班

饶盛尧

一只苍蝇飞过
仿佛这
已不是冬天
它落在了屏幕上
感受着丝丝温暖
同学们惊讶
后又莫名地雀跃
打破了教室长久的宁静
它扇动着翅膀
像个不知情的孩子
安然落在不远处
可能是在冬眠
也可能
是在等待春天

苍蝇
605 班

熊鹏飞

苍蝇啊苍蝇
你可真顽皮
趁老师不注意
打开电子白班
在上面写起字
苍蝇啊苍蝇
你可真顽皮
趁我听得入迷
把我的笔当坐骑
这苍蝇可真好学
可惜投错了胎
否则
一定是个人才

苍蝇
605 班

江钊阳

一只苍蝇“嘤嘤婴”
两只苍蝇“嗡嗡嗡”
一群苍蝇“轰轰轰”
是哪些不速之客停在白板上？
是你们——苍蝇！
好，
真好！
关了老师的课件
妙，
真妙！
在白板上画小花
强，
真强！
气得老师火三丈
还不快走
淘气的小家伙



在一片荒凉的大沙漠里，有一株并不
起眼的草将自己的身体蜷缩成一团，在风
沙的追逐下，一直随风滚动。风停了，这株
草也停下了它不由自主的脚步。
这时，旁边的仙人掌看到了，冷笑着问
它：
“ 你这急匆匆的，是想去哪儿呀？”那株
草慢慢地睁开眼，轻声回答道：
“ 我在寻找
水源呢！”。仙人掌看了它一眼说：
“你都枯
黄成干菜了，可能马上就被太阳晒死，还找
什么水源哪！”，那株草坚定地说：
“ 只要我
在风儿的帮助下不停地寻找，总有一天我
会找到水源的”。仙人掌听后摇摇头苦笑
不止，
心里并不相信它所说的话。
一阵狂风吹过，这株草又开始了它寻
找水的旅程。它翻越了一座沙丘，依然没
有找到水源。风儿陪着它找了很久，有点
儿泄气了，望着这株草，哀声问道：
“这么久
都没有找到水源，我们真的找得到水吗？”，
这株草依然坚定地说：
“ 只要我们不放弃，
一定能找到！”
。
不知过来多久，这株草终于滚到了一
处小水洼旁，它赶紧扎根，汲取水分。只
见，它的身体一下子就舒展开来，枝叶像浸
染了颜料似的娇嫩翠绿，它仿佛沉睡了很
久，遇到水就苏醒过来，重新恢复生机，绿
意焕发。
沙漠中从此就有了复活草。
指导老师：朱曲波

409 班



李雪婧

403 班

印欣怡

白云山是广州有名的旅游景点，无论是谁去了，肯定都会
感叹白云山的景色有多么的美丽！白云山虽然没有五大山那
样的气势雄伟壮丽，也没有珠穆朗玛峰那样的高大挺拔，可是
它也有自己独特的景观。
一进山，满眼全部都是绿绿的颜色，大树的、小草的，浓绿、
墨绿、嫩绿、翠绿……好像天空、大地、湖水阳光全都被染成翡
翠般似的。还有藏在草丛中里面的一些五彩缤纷我叫不出名
的小花。一阵风吹过，夹着小草的芳香味扑面而来。仔细看
看，真是美极啦！好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
白云山的植物很多，我觉得白云山最有特点的植物就是榕
树。榕树的树干很粗，树枝也非常多，枝上又生根来，根直垂下
来，伸进泥土里面。它的主根又长着许许多多深棕色的根，看
起来就像一位穿着棕色衣服、德高望重的老爷爷一样。
榕树现在正是茂盛时期，它的树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
密密麻麻的，阳光从树的缝隙射进来，形成了一个个小光点，加
上榕树苍翠欲滴的叶子，一阵风吹过来，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
好像在奏乐一般，
可真是让人陶醉呀！
山里的小路旁边有一条清澈的涓涓细流，这条小溪特别清
澈，一点儿也不浑浊，我忍不住捧起一口水喝了下去，浑身都透
着一丝丝凉意，
凉爽极了。
白云山的风光真美丽！它就像一颗明珠，这颗美丽的明珠
一定会更加明亮，
更加璀璨。我爱广州白云山。
指导老师：孙惠明

暖雨夜
吴骏芷

有一首“歌”，心灵之“歌”，谱写出优美动听的旋律，
“唱”出
了人间之真情，那就是关爱。人间需要关爱，爱的种子在每个
人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而扎根在我心中的那一份，我永远永
远忘不了……
一个雷电轰鸣的夜晚，一架飞机仍在飞行着，我趴在机窗
上，俯视着下面灯火通明的日本，可心情不知为何总是犹如铅
球一般的沉重。飞机总算平安下降，我慢慢地缓了一口气，独
自跟团去了此行的目的地——日本唐人街。
雨夜的唐人街，人山人海、游人如织，当团散时我一个人并
不敢乱走。撑着雨伞，可脚却不听使唤，迷迷糊糊地不知走哪
去了！心急如焚的我突然看到了那两位在飞机上有说有笑的
阿姨，我冲了过去，战战兢兢地问：
“ 你们好！我……我迷路
……了！我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吗？”我为什么会要求
与陌生人走啊！妈妈知道会不会责怪我？先别管了！还是先
找到可靠的人吧！至少不会迷路了，好，
就这么办了！
两位阿姨交换了一下眼神说：
“可以啊！我们愿意每天照
顾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我叫吴骏芷，您们可以叫我贝
贝！”
“贝贝！真好听！我们一起走吧！”我眼眶里含着泪，不一
会儿就如同这场大雨般流了下来——好感动！
酒店里，我与两位阿姨用微信交谈了半小时，中途得知她
俩都是老师：肖老师和黄老师。
一盏台灯在黑暗的屋中孤独地亮着，也许是电量不大的原
因，一闪一闪，屋外冷风呼啸着如同魔鬼在呻吟！闪电在漆黑
的夜晚中清晰可现，雷也在怒吼！我害怕得将被子把头蒙住，
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就在这时传来敲门声……
该不该开门呢……会不会是怪物！我为什么要那么想
……去开门吧！
“谁？谁在外面？”
“是我！贝贝，肖老师！”一听
是肖老师我立刻开了门。
“贝贝，这么恐怖的夜晚，怕不怕？”我
苦苦地笑了笑。
“安心睡吧！有我在呢！别怕！”一滴滴来自我
眼眶的泪水夺眶而出，滴在肖老师柔软的手背上。在异乡的雨
夜里，
我深深地感到亲人般的温暖。
睡梦中一直有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小手，尽管那双大手凉
凉的，却温暖了我的心。突然，我从梦中醒来了，看见一个背影
悄悄地离我而去……我跑出房门，看着那高大的背影，泪水和
这窗外温暖的雨一起流下……
那个背影我终身难忘，那异乡的暖雨夜我永远难忘！谢谢
您！肖老师！
指导老师：徐惊雷



412 班

美丽的广州白云山

601 班

宋亦恒

一株草
的重生

3版

Tel:0715－8255456
E-mail:2497581438@qq.com

假如我是一只小野兔
602 班

马跃然

假如我是一只小野兔，我会在森林中快乐地生活，享受大
自然赐予我的点点滴滴。
清晨，我醒了，可是森林中的参天大树把太阳遮住了。周
围还是暗暗的。于是，我伸了个懒腰，又沉沉地睡着了。直到
过了一会儿，几缕阳光透过树木间的细小缝隙照在我脸上，我
才睁开了眼晴，看见小鸟在我头顶盘旋，叽叽喳喳地叫:“兔子，
兔子，
起床了！”
我睡眼惺忪地说
“好了，我知道啦！”
“咕咕……”，我的肚子叫了，好饿！我得找点吃的去。我
撒开小短腿就跑，跑着跑着，看见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这是
一条多么美丽的小河呀！河水清澈见底，河底的小鱼、小虾在
细沙和鹅卵石之间惬意的游来游去，我忍不住喝了一口水，
啊！真是清甜！我舔舔嘴巴，呼吸着新鲜空气，继续往前走。
可是，
我的早餐在哪里呢？
一抬头，我远远瞥见一棵大树底下竟然有几根胡萝卜！太
好了！我的眼睛顿时亮了，飞快地奔过去，大快朵颐起来。我
咔嚓咔嚓正吃得高兴呢，忽然，一张大网从天而降，将我死死包
住。天啊！我拼命挣扎，大声呼救，闻声飞来几只小鸟，帮我将
网子啄开，我才得以获救。可是，没跑多远，
“砰”的一声枪响，
吓得我尖叫起来……
“孩子，你没事吧？”妈妈拍拍我的脸，摸摸我的头，担心地
看着我。我猛地坐起来，发现我躺在温暖的被子里，刚才的一
切，只是一个梦！
假如我是一只小野兔，我渴望大自然的恩赐和呵护，我希
望没有子弹和猎枪。就让我在大森林里无忧无虑地成长吧！
指导老师：王光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