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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妈妈说
411 班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让我真正的认
识了您——一个当医务工作者的妈妈。
本来，我们约定好这个春节去外地旅游
的，因为这场疫情，所有美好的计划都泡汤
了。也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我们所有
人都要呆在家里，保护自己，而您和爸爸作为
医务工作者，在这个时候，却要早出晚归，有
时几天都不能回家，我都好长时间没有听到
您的唠叨，也没有和您一起睡觉了。从来没

有看到你们这么辛苦过，也从未体会到没有
妈妈在身边的日子。这几天老师让我们看新
闻报道，我看得心惊胆战，也非常害怕。从电
视上，我渐渐懂得了你们的责任，也更加明白
你们工作的危险性。妈妈我希望您注意自己
的身体，不要太劳累我很担心您。我们所有
人都在最安全的地方，您和爸爸却要坚守岗
位，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我希望您们一定要保
护好自己。因为保护自己就是更好的保护别

小乌龟历险记
606 班

方子瑜

人，有你们白衣天使的守护，我们是幸福的是
安全的。我顿时感到，作为你们的女儿无比
自豪。
妈妈，是您精心照顾我拉扯我长大，我已
经 8 岁了，8 年来您的句句话语，点点辛苦，我
都记在心中。此时此刻，我真想对您说一声：
“妈妈您辛苦了，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您
让我感到骄傲。”记得我考试成绩不理想的时
候，您总是说：学习是为了自己，将来成为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还告诉我一定要加油
呀！妈妈，我是一很要强的孩子，连我的老师
也这样说过。我知道，唯一可以让您高兴让
您开心，让您欣慰的一件事，就是以优异的成
绩来回报您，回报社会！妈妈您放心，我不会
辜负您的期望，我一定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
绩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长大后，我也要向
您和爸爸学习，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人。
指导老师：
汤初妃

秋天
501 班

杨泽楷

秋天，比春天更欣欣向荣，鸟语花香的
春天固然美丽，然而，硕果累累的秋天却透
着丰收的喜悦。
秋天像一位魔术师，他一挥魔棒，把果
子和粮食都变成熟了。苹果、橘子和柿子，
你挤我碰，争着要农民伯伯去摘呢！稻田里
的稻谷、麦子在风中摇曳，好像在说：
“喂，农
民伯伯，我们都成熟了，快来收割我们吧！”
玉米已经露出黄黄的牙齿，好像想把自己的
各种姿态展现出来。
农民伯伯把各种各样的蔬菜运进菜场，
蔬菜们好像在说：
“你看，
我长的多好啊！”
秋天像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好像有一把
神奇的小扇子，扇啊扇啊，扇走夏天的炎热，
扇来了秋天的凉爽。
秋天像一位大画家，把秋天的大地换上
了新装。她把紫红色给了花朵，一朵朵小花
在秋风中鞠着躬。她把深绿给了草丛，草丛
伸出一个个手臂，好像想和大画家握手，表
示感谢，她把金黄给了桂树，桂花像一只只
蝴蝶停在树叶上。
秋天是个五彩彩缤纷的季节，也是个多
姿多彩的季节。
指导老师：
金萍芳

小小“ 动物园 ”
402 班

我是一只小乌龟，今年五岁了。穿着重重的墨黑色
盔甲，
脖子上带着绿色的围巾，
我来自咸宁。
今天，我不想再待在主人家了，每天除了在家吃喝
玩乐，哪里都去不了。这次主人正好不在家，趁着这个
大好的机会，偷偷跑出去寻个快活！
一走出家门，我环顾四周，哇！外面车水马龙，道路
十分宽敞，远处还有色彩鲜艳的霓虹灯。嗯！那边有个
河，好美啊！过去看看。原来是淦河。淦河的水真绿
啊！绿的仿佛像是一块碧玉；淦河的水真清啊！清得能
看见湖底的石头；淦河的水真静啊！静得仿佛像是一面
镜子。忽然，天色骤转，乌云奔涌而来，还没没过山头
呢，雨珠宝宝就争先恐后地落下来了。真是：黑云翻墨
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那壮观的“淦河暴雨”居然被
我看见了！真是三生有幸呀！
我在淦河里耍了一下午，天黑了，那可怕的狂风化
作黑夜的大王“哗啦哗啦”地吹着，我吓得缩进了壳里。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连滚带爬地往家里跑。一进家门
一股暖气瞬间没收了我的恐惧。
我不禁感叹道，
世上还是只有家里好啊！
指导老师：陈耿芳

608 班

大家好！我是 414 班的陈滋充。活泼，开朗，阳
光，爱笑是我的外表，真善美是我的不断追求。我的
学习生活多姿多彩，我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因为它可
以使我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我喜欢打球游泳，因为
它可以让我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我喜欢下围棋，因
为它能让我全神贯注，思维缜密。这就是我，希望大
家能和我成为好朋友！

美丽
学生

大家好！我是 403 班的揭诗瑶。我开朗大方，
喜欢结交朋友，爱好广泛，喜欢画画、读书、写字等
等，性格沉稳、率真，认真执着，认定的事情会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在老师精心教育和培养下，在
同学们的关心和激励下，我处处以优秀少先队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我，一个快乐阳光的
我！

忘不了那飘走的袜子
605 班
黄昏时分，天上有着大片大片的火烧
云，金灿灿的，可漂亮了。它一会儿像几匹
马，一会儿像几只狮子，一会儿像狮身人面
像，不停地变化。一颗大火球挂在天上，好
像时不时撞过来似的。
我的奶奶在这种美景下走进阳台，我
连忙跟了过去，问：
“奶奶，你要干什么呀？”
“ 当 然 是 收 衣 服 啦 ，仔 仔 。”
“我也要收衣
服！”奶奶让我抱着衣服，她来收，我乖乖地
站在那里，捧着奶奶收进来的衣服。

雷雅妍

跟奶奶叠衣服时，我发现奶奶的一只
新袜子不见了，只剩下另外一只，我问奶
奶：
“奶奶，还有一只袜子不见了。”
“怎么会
呢？你在地板上找一下”我在地板上找了
差不多十分钟，还是没找到。奶奶说：
“你
在窗台那往下望，看看有没有。”我走到窗
台边，低下头，往下望，对奶奶说：
“ 楼下也
没有。”奶奶听了，拿着另一只袜子丢了下
去，闭着眼睛，好像在默念着什么。
我很奇怪，为什么奶奶平时一件衣服

穿破了还要不停的缝补，而一双新袜子，他
为什么大方的扔掉了呢？奶奶好像猜到了
我的心思，说：
“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扔掉另
一只袜子吗？”我摇了摇头，一脸茫然。
“那
是因为啊，印度有一个叫甘地的，他啊……
所以我把袜子丢下去，
是为了让别人凑成一
双袜子，让他们在冬天里可以保暖，不用受
冻。
”
奶奶笑盈盈地，
用温柔的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奶奶的白发在晚风中轻轻地飘
起来……
指导老师：王婷

我很高兴——我生在一个美丽的时代
413 班
中国曾经受到了日本无情的侵略，前
一辈们尝饱了旧社会的痛苦。但中国人民
团结一心，经过 14 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最
终，伟大的人民以汗水和鲜血，谱写了中华
民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诗篇，打赢了
这场神圣的保卫战！东方的睡狮已经醒
来，复兴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风波一次接
着一次的发生。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学校不能按
时开学，外出必须要戴口罩……疫情期间，
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先后派了

刘雨欣

上百只医疗队支援武汉。还有成千上万平
凡人也在为疫情奉献自己的力量。一个人
的力量虽然渺小，但所有人的力量会形成
庞大的力量。我坚信：这次历史赋予的考
卷，我们一定满分通过！
中国科技的辉煌时刻，不禁让我竖起
大拇指：1964 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
爆炸成功；1966 年，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
头的地对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 年，
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炸成功；1970 年，
“东
方红 1 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83
年，研制成功“银河 1 号”……人类社会的

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现代科学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
发展和人类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一代
的少年们应该认真研究科学，在新科技中
不落后！
我们怎样，未来的中国就怎样，所以未
来的中国在今天的课堂里！我们应该勤奋
学习，
虚心请教，成为未来的中国接班人！
啊，中国越来越强大，我很高兴——我
生在一个美丽的时代！
指导老师：邓雅静

可爱的山地雀
406 班
10 月 14 日 星期三 天气：
雨
我家有一只可爱的小山地雀，它长着一
个灵巧又迷你的小脑袋，一双圆圆的小眼睛
炯炯有神。它的眼球有两种颜色，眼球周围
一圈是棕色的，眼球是黑色的。它的小嘴巴
尖尖的，什么食物都能啄得动，还有它那个胖
胖的身子，刚来的时候很瘦，就因为给它喂的
食物太多了，所以长胖了。虽然它的身子很
胖，但是想要抓住它的话，它就会立刻飞走或
者跳开，
动作非常敏捷。
小鸟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开始叫，就像一
个上了发条的闹钟一样，而且叫声很响亮，就
算把它放在阳台上关着玻璃也能听到，所以
它现在就是每天叫我起床的小闹钟。
10 月 15 日 星期四 天气：雨
小鸟今天的食量又加大了，不过它也学
会了一项新本领。下午放学我回到家的时
候，看到它正在吃鸟食，就想去摸摸它那舒服

甘好

美食使生活更美好

陈怡宁

我家是个小小“动物园”，不信的话，你
可以到我家来看看。
“熊爸爸”
我的爸爸长得很黑，喜欢吃蜂蜜，因为
他每天都想吃蜂蜜。爸爸长得胖，饭量也
大，每顿饭都要吃两大碗，吃不到两大碗绝
不罢休。爸爸长得虎背熊腰，力气也很大，
每当家里要换煤气的时候，爸爸一只手就能
轻而易举地提起煤气罐。
“猴弟弟”
我的弟弟和猴子一样的机灵，特别爱吃
香蕉，一见到香蕉就不要命，一口气能吃三
根，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连味儿都还没尝
出来，香蕉就进肚子了。你看，他伸手要去
拿第四根，要不是妈妈拦着，他肯定要吃得
打嗝才罢休。弟弟还很淘气，他找我借东
西，不等我同意，冲我做个鬼脸就把东西拿
走了。
“孔雀妈妈”
我的妈妈有一头棕色的齐肩卷发，喜欢
穿颜色很成熟的衣服，比如黑色、蓝色，好像
一只蓝孔雀。妈妈看到我考试考得很好的
时候，
笑起来比蓝孔雀开屏还好看！
“瞌睡虫的我”
我很喜欢睡觉，特别是在下雨天，听着
滴答滴答的雨水声就睡得更香。我写作业
的时候也想睡觉，作业只有晚上熬夜才能写
完。上学期我总迟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
造成的，早上的时候要在床上赖一下才肯起
床。不过我现在正在改正，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会改掉这个迟到的坏习惯！
怎么样，现在你相信我家是个十足的
“动物园”了吧！我爱“动物园”里的每一只
“动物”
！
指导老师：张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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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羽毛，可当我快要摸到它时，它立刻把头转
过来就要啄我的手指，我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幸好反应快，不然我的手指就要遭殃了，这也
说明它饿了。于是，我就给它喂蚯蚓吃，在喂
蚯蚓时我想：小鸟为什么不可以换一种食物
呢？正好我看到身旁的葡萄树盆里有好多潮
虫，于是就拿筷子捉了一只喂给小鸟，没想到
它一口就吃掉了。然后我就把它放到花盆里
让它自己去捉虫吃，第一次刚放进去它就飞
了出来，接着我又把它放了进去，这次它没有
跑，因为它已经发现潮虫了，结果花盆里的潮
虫通通被它吃光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看着我，
好像是在对我说：
“谢谢！”
我很欣慰：小鸟终于学会自己捉虫了，等
它羽翼丰满之后就可以放心的把它放归自然
了。
10 月 16 日 星期五 天气：雨
今天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我看见外面的

石小冉
草地上有一大群鸟，我们家的是一只小山地
雀。那一大群鸟都在找食物，非常可爱。旁
边一棵叶子快掉光的树上歇着许多鸟，在上
面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有两只小鸟挨在一起，
估计是夫妻又或者是朋友，其他的鸟可能都
是观众吧？
这时不知是哪只山地雀叫了一声，我们
家的小鸟听到后也跟着叫了一声，然后它们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叫了起来……
看起来它们真像是在聊天啊！
10 月 17 日 星期六 天气：阴
今天放学回到家后，我把鸟笼打开想让
小鸟出来活动一下。
它一出来就跟着我来到了大厅，然后东
瞅瞅西看看，这时它看见爸爸正坐在沙发上，
立马就朝爸爸飞过去，站在了他的肩膀上，接
着蹲下来挨着爸爸的脸，然后把羽毛弄蓬松，
再微微抖一抖，好像是在给爸爸按摩。爸爸

说：
“ 痒死我了，这个毛也太舒服了，哈哈！”。
也不知道是不是爸爸的肩膀太舒服了，它就
这样呆着不走了，就像一个小婴儿依偎着爸
爸一样。过了好久，我才把它放回笼子里去。
10 月 18 日 星期天 天气：
阴
今天我发现小鸟睡觉的样子很奇怪，而
且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把鸟笼子放在家里，如果
很晚还没关灯的话，小鸟就会把羽毛弄蓬松，
然后把头埋进羽毛里或是翅膀下面睡觉，但
凡有一点声响，它就会立马醒过来，把脑袋缩
回来。
第二种情况是天黑了把它放在阳台上，
因为没有灯光看不见，所以它就不会把头塞
在羽毛里，而是直接就这样站着，闭上眼睛睡
着了。
我在想它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睡觉的时
候做梦呢？
指导老师：熊梅

董殊宏

俗话说：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一直懂得如
何获取自然的馈赠，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亘古不变。一
地独有的食材和烹饪方式，创造了美食的滋味，在乡音
的缭绕中，讲述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历史。
饺子，是家家户户在新年时必吃的食物，它其中的
含义也有团圆的意思，这不，
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了。
我的奶奶可是一个包饺子的好手呢！她包的饺子
又大又香，奶奶还说：
“ 馅里的菜啊肉啊代表的是一家
人，而饺子皮那么一包，就是把一家子人给紧紧包住了，
代表团结。
”
蒸饺子的时候，那香气堪比玉盘珍馐的味道，让人
回味无穷。这不饺子一上桌“好戏”就上场了，大家一窝
蜂地抢饺子，我个子小，筷子也使得灵活，瞧准时机，夹
起一个放进嘴里，那鲜嫩多汁的饺子的香味就占据了我
的整个口腔。还来不及下咽，就又利索地再夹一个，就
这样接二连三把饺子吞进了“乾坤袋”里。没过一会儿，
饺子就都被吃完了。吃完饺子后，身体暖洋洋的，浑身
充满了干劲。家里也更温馨、更热闹了。
饺子不仅仅是美食，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爱，它让人
与人之间少了陌生，多了亲近，让人们更加团结了，让生
活更美好了。
指导老师：刘伟

小区的银杏树
409 班

廖若辰

一进小区，远远看见一排粗壮的树木围绕在小区广
场四周，它们像哨兵一样为我们站岗。走近一看，原来
是银杏树啊！
银杏树高大挺拔，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它还结果
呢，果实非常难闻，但营养价值很高。银杏树可是与恐
龙在同一时代的古老树种，
被称为地球
“活化石”
。
银杏树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每当微风吹过树叶，
它就会发出“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好似风铃一般，仿
佛在告诉我们：
寒冷快要来临。
银杏树也是人们的信使，每当狂风吹起，天空飞舞
银杏叶，就这样下了一场美丽的银杏雨。而孩子们呢，
则冲进“雨”里欢呼、尖叫，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张张泛
黄的“信纸”，上面记着天使的话：
“天气变凉了，大家要
注意保暖，以免感冒了。”等“雨”停了，金黄的落叶像地
毯一样覆盖着地面，踩上去软绵绵的，舒服极了！我和
小伙伴们不由自主地就跳进了银杏叶中，在里面打滚、
狂欢。
欢声、笑声回荡在小区上空，我爱这美丽的小区，也
爱小区里的每一棵银杏树。
指导老师：李思琪

我的小伙伴
306 班

成正浩

我有一个小伙伴，他既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同学，
我们关系很好。
他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个头不大，长得很瘦，但
力气不小，尤其是跑步的时候，脚下生风，像踩了风火轮
一样。他的眼睛特别明亮，而且，他的眼珠子老是滴溜
溜乱转，
感觉随时都能冒出一个鬼点子。
他总是喜欢和别人与众不同。比如上课时只有他
一直戴着口罩。比如在小区玩耍的时候，别人都能很快
达成一致意见，只有他老是有五花八门的想法。每当这
个时候，他就会耍赖、跺脚、挥舞手臂，简直是“小马乍行
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即便如此，我们相处得还是
很融洽。
他特别爱玩卡牌，他看见别人有好卡的时候，每次
都爱不释手，
恨不得拿钱买下来。他在学校的时候，
总是
爱和我们玩打仗游戏。他是我的得意手下，因为他行动
如飞，动作敏捷，所以一直战功赫赫。不过，我们被打败
时，
只要我一下令逃跑，他逃跑的速度就像兔子一样快。
这就是我的小伙伴，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挺有意思？
指导老师：
李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