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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小灰
里庄中心小学五（3）班 陈珂

我的朋友小灰，是一条可爱的小
狗。它一对小耳朵老是耷拉着，黑珍
珠般的眼睛整天骨碌碌转着，小小的
鼻子上总是湿湿的，还不时露一下锐
利的牙齿，一身短短的棕毛，长长的尾
巴时不时摇摆几下，真是超级可爱。

我 5 岁时就养了它，那时它还是
一条很小的流浪狗，在垃圾场旁边的
一个纸箱子里，我感觉它很可怜，就恳
求妈妈收留了它，把它带回了家。

刚开始它太小了，不能吃骨头之
类的东西，妈妈只好熬了粥汤，叫我用
小汤匙一勺子一勺子喂给它吃。因为
它长了一身灰色的毛，我就给它取名
叫“小灰”。经过全家的悉心照顾，小
灰终于长大了，成为了看家的“小护
卫”……小灰陪伴了我大约5年，2017
年 3 月 29 日，那个勇敢的它，可爱的
它，热情的它，永远离开了我……我爱
你，小灰，你永远是我的朋友。
（指导老师：薛国平）

爱中成长
丹凤实验小学三（4）班 方歆月

今天我要和大家说的是亲情！
不管你把家里弄得多脏多乱，总

有一个人会帮你收拾；总有那么一个
人每天上学之前都会关注天气变化，
及时给你添衣，为你准备降温物品；总
有那么一个人晚上会悄悄地醒来，看
看你有没有又把被子踢到一边，帮你
盖好被子……亲情是这么每时每刻地
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记得在我 8 岁那年的冬天，一天
夜里，我突发高烧，奶奶急得连外套都
没有穿，起来给我找退热的药，贴退热
贴。我嫌水烫不肯喝，奶奶又耐心地
给我吹。喝完药我睡着了，奶奶还用
热毛巾给我擦身子。第二天，奶奶又
早早起床，问我怎么样了，又给我量了
体温，看到温度降下去了，才真正松了
一口气。我看到奶奶的眼睛布满了血
丝，脸色很差，那一晚上，奶奶恐怕因
为担心，都没怎么好好睡觉吧……亲
情，来自于我的家人，来自他们的关心
和爱护。
（指导老师：朱丽俊）

元宵谜语情
云阳学校八（2）班 蒋璘

元宵之夜，我登上阳台，只见天空
中的明月皎洁无暇，如同明亮的烛火
一般洒下光辉，月旁还有群星闪烁，始
终在衬托着月亮的绝美。我欣赏完了
夜景，走回了客厅，此时，爸爸妈妈正
在观看《中国谜语大会》，而我一直喜
爱谜语，便坐下一起观看了。

节目中，选手们精妙绝伦的答题和
专家们言简意赅的点评提示，让我们沉
醉其中，欲罢不能。不知不觉，我们也同
步答题了。有这么一题，“画时圆，写时
方，冬时短，夏时长(打一字)”，我立马想
到了“日”字，“日”画画时是圆的，写成字
时是方形的；在冬天，白昼时间短，而夏
季则与之相反。所以，我的答案脱口而
出。答案也确确实实就是“日”。坐在一
旁的爸爸也称赞道：“真聪明！”

接下来，节目中又出现了一则谜
语，谜面是“三十分钟过济南（打一央
视财经频道节目）”，好在我常常关注
财经频道的节目，所以我略经一番思
索，就有了答案：“三十分钟”就是“半
小时”，“过济南”可以省略为“经济”，
就成了“经济半小时”。没错，这就是
谜底。我随即报出了答案，竟与节目
中的正确答案一模一样。这时，妈妈
也表扬我说：“我儿子真是厉害！”我便
有些洋洋自得了。

突然，一则谜语让我措手不及，
“盖章必用之物（打一东南亚国名）”，
我刚从骄傲中脱离出来，又陷入了沉
思，一时却因地理知识不够丰富而未
能想出答案，直到看到“印尼（印度尼
西亚的简称）”才恍然大悟，原来“印
泥”谐音“印尼”，这才成就了这一正
确答案……

那一年元宵夜，若干个妙趣横生、
多姿多彩的谜语让我受益匪浅！

（指导老师：马明芳）

母爱无痕
吕城中心小学六（2）班 袁心怡

从小到大，妈妈常对我说的一句
话就是“不怕”，每当我受挫、难过、失
败时听到这句话，我就好像受到了勇
气的洗礼，重新振作了起来。每一句

“不怕”都有一个爱的故事，就挑一件
说说吧。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从
村子最后面的公公婆婆家回来，路过
一户人家时，一只大黄狗突然朝我狂
叫，在阴森的黑夜里，那如毒蛇般幽绿
的眼睛紧紧盯着我，吓得我腿直发
抖。胆小的我哪敢逗留，迈开大腿，发
了疯似的奔跑起来。很快到家了，我
狠狠扑进妈妈的怀里，哭诉着刚才恐
惧的一幕。妈妈温柔地摸着我的头
说：“好了好了，心心不要怕哦，有妈妈
在呢……”我擦干眼泪，望着妈妈恬静
的笑容，幸福地说：“嗯，有妈妈在，心
心不怕！”记得当时我才六岁，但我永
远也忘不了妈妈满是温柔的眼神，亲
切的声音，笑着说一句“心心不怕”。

那天，我欢喜地放学回家，轻手轻
脚地走上楼梯，想吓妈妈一跳，见房门
没关好，便又想偷偷看看妈妈在干什
么。透过缝隙，见妈妈正皱着眉头，粗
糙布满老茧的手正拿着棉球棒沾着酒
精，涂着脚后跟的血泡。我推开房门，
心疼地说：“妈妈，以后请对自己好点
儿，好吗？这么大了还不让我省心，呜
呜呜……”妈妈“扑哧”笑出了声：“知
道啦知道啦，你都这么说了，我怎么能
不对自己好点呢？心心不怕，妈妈不
累哦！为了你，妈妈啥苦都能吃！”

母爱无痕，却又好像无处不在。
哦！母爱就藏在妈妈那一“言”一“行”
之中，触手可及！
（指导教师：赵志忠）

花坛里
访仙中心小学三（2）班 周孜睿

秋天到了，天高云淡，凉风习习，
校园里的花坛可真热闹呀！

花坛里的桂花树开了，远远望去，
郁郁葱葱的桂花树就像一把绿油油的
大伞。走近看，它的树干笔直笔直的，
椭圆形的树叶边缘上长着一个个小尖
刺，金灿灿的桂花小得就像一颗颗小
米粒。一阵风“呼呼”地吹过来，树上
的桂花落了，就像下了一场桂花雨，留
下了一地的碎金子，真是太美丽了。

花坛里的山茶花也开了。山茶花
形态各异，有的含羞待放，还是小小的
花骨朵儿，就像一个个小汤圆挂在枝
头，摸上去毛茸茸的，很舒服，还痒痒
的呢！有的竞相开放，还有的已经露
出白色的花蕊啦！花蕊的头上带着一
点点黄色，好像一个个爱漂亮的小姑
娘染黄了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打扮得
更加美丽。山茶花的叶子正面是深绿
色，边缘也带有一些锯齿，但摸上去一
点都不疼。

啊！校园的花坛真是美丽极了！
我爱这美丽的花坛！
（指导老师：毛琳萍）

我们的友谊
后巷实验学校六（7）班 刘雨萌

那是个宜人的季节，我家楼下来
了个新的住户——一只大圆球。这只
大圆球是三个月大的比熊犬。

比熊犬全身都是雪白的，脑袋似
圆球。它那隐藏在圆球中的耳朵可灵
敏了，只要主人一叫它，它立刻就像离
弦的箭，飞奔到主人的面前，围着主人
又跳又叫。比熊犬性格活泼开朗，最
大的特点就是爱卖萌。我想和它交朋
友，可它警惕性高，见到我很抵触。于
是我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计划。

我来到了楼下去拜访大圆球的主
人——一位英俊潇洒，三十来岁小伙
子。我便开始咨询他：大圆球喜欢什
么零食？喜欢玩什么游戏？什么时间
出来玩？……了解了基础情况后，进
行第二步计划，在它出来玩时给它吃
好吃的。

我来到它的面前，手里拿着食物，
它歪着脑袋盯着我，好像在确定我的
来意。我把手张开，温柔地说：“快吃
吧，可好吃了，圆球宝贝！”它犹豫了好
一会，也许是看出来我想和它交朋友
的真心，也或许禁不住食物的诱惑，开
始慢吞吞试吃，到后来，竟然就狼吞虎
咽了。

哈哈！我们之间的一层纱终于掀
开了。

我抚摸着它的脑袋，这次它没有
再躲避，反而躺下撒欢。我们的友谊
算是正式开始啦！

（指导老师：卢培林）

妈妈的爱
陵口中心小学六（1）班 戎苏蓓

我的妈妈可啰嗦了。“咚咚！咚
咚！”伴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妈妈
的魔音也紧跟着飘进我的耳朵：“蓓，
起床了！”

“知道了！知道了！”我心不甘情
不愿地下了床，快速穿戴洗漱好，准备
吃早饭。妈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蓓
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可不能像我小
时候一样无所谓，不然就要跟妈妈一
样做皮鞋喽……”你看你看，又开始
了。我吃完早饭逃也似的上学去
了。

我的妈妈在学习上对我十分严
格，虽然不打不骂，就像唐僧般在我耳
边碎碎念。可正是这样的碎碎念，我
才能自觉地认真学习，培养出良好的
学习习惯，取得了优异成绩。

我的妈妈是温柔的。记得有一次
我感冒发烧，整个夜晚，我都是昏昏沉
沉、翻来覆去，妈妈更是睡不好，我稍
有动作，她便爬坐起来，不断地为我倒
水、擦身。一整晚，怕是只有天上值班
的月亮才数得清妈妈起身多少次。妈
妈知道我没有什么胃口，便变着花样
给我做吃的，白粥、饺子、春卷、小馄
饨、汤面……一向重视我学习的妈妈
见我背起书包，连忙抢了过去，搂着我
商量：“蓓，要不今天别去了，在家休息
吧？”我怕耽误学习，坚持要去学校，妈
妈只能依了我。放学后，妈妈再带我
去输液打针时，我瞧见妈妈眉头皱成
一团，撇过脸去，不忍心看，我知道这
针，打在我手痛在她心。输液时，怕我
手冷，妈妈一直用她的手捂我的手；怕
我腿冷，脱下外套盖在我身上……

我的妈妈还很大方。暑假里我想
要看书，妈妈二话不说，马上买了七、
八本我喜爱的书。我想要的头饰、娃
娃呀，只要喜欢也都会给我买；我的妈
妈又很抠门。她很少买衣服，有几身
好看点的衣服都是留着出门才穿，平
常在家或工作时，都是穿旧的。

妈妈的爱，也许不惊天动地，也许
不波澜壮阔，但一定暖人肺腑,一定无
微不至！
（指导老师：景丽霞）

伤痕友谊
前艾中心小学六（2）班 祝苗苗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她邀请我去
广场去玩，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骑着自行车飞快来到了广场，当
时是下午三点，广场上空无一人。太阳火
辣辣地烤着大地，周围处处像蒸笼。我左
顾右盼了很久，没有看见她的身影，便找
了一个阴凉地等待着她的到来。

大概过了20分钟，远处的马路上出
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那个黑身影一边跑
一边喊：“祝苗苗！”是尚文研,我兴奋地立
即跳上自行车,向她骑去。在我们相距十
米左右时,我车链子突然掉了下来,惯性使
我撞向了花坛那凹凸不平的边缘,顿时鲜
血涌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傲”了一声,,锥
心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倒吸冷气。尚文研
看到这一幕,立刻跑过来,蹲在我身旁,关
切地问：“你没事吧,我扶你！”她将我扶起
时,鲜血又涌出了些。

树荫下,她紧张地问我：“你还好吗,怎
么样,要给你叫人帮忙吗？你要喝水吗？
你要吃面包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
婆妈妈的了。”我倔强地回答着。她不好
意思地挠着头说：“先回我家,再给你妈打
电话吧！”我有气无力地说：“好。”

过马路的时候,她像一个拐杖似的支
撑着我,另外一只手扶住自行车，一步一
步向前移动着。太阳火辣辣地在她和我
的头顶上烤着,不一会她的额头上和手上
全是密密的汗水，满脸通红。明晃晃的大
路上，没有人，只有我们在街上艰难地移
动着。我们俩缓慢地走到了她家楼下。
她扶我坐好,我俩早已大汗淋漓，衣服湿
透。之后,她拿出纱布把我的腿包扎了起
来,不一会我的腿就成了“木乃伊”。“今天
真是谢谢你了！”“谁让我们是永不分离的
姐妹呢！”看着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顿
时我热泪盈眶……见证我与尚文研之间
友情的东西，就是那道伤痕。

（指导教师：束建伟）

水上漂流
实验小学六年级张孙萌

那年夏天，我去了每个孩子都梦寐
以求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在那里，我觉得
最好玩的就是“水上漂流”了!

我冒着火热的太阳，在项目前排起
了队。终于，轮到我们了，爸爸拿出30元
钱买了三件塑料雨衣，登上了船。我的心
怦怦直跳，心想：会不会很可怕？开始了，
船随着水流飘啊飘，脱离了轨道，那船左
一下，右一下，我的心也如同一只小兔子
一样，怦怦直跳。到了第一个关卡后，我
听到前面的船伴着尖叫冲了下去。轮到
我们了，我不由得闭紧眼睛，抓紧扶手，突
然，耳边传来“咔嚓”一下，船冲下去了，我
大声尖叫，水不时涌进船内，加油啊！我
的勇气窜了上来，慢慢感觉没那么可怕
了。来到了一个山洞，里面一片漆黑，我
都看不到坐在旁边的爸爸妈妈了，我的心
忐忑不安，“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们
呢？”突然，一只怪物从墙上冒了出来，我
吓了一跳，双手紧握了扶手。来到了最后
一个关卡，是要从山上冲下去，这时我的
心又紧张了起来。只听见耳边传来“咔
嚓”一声，“要下去了！”我大声尖叫着，耳
边的风“呼呼”地吹着，虽然太阳正烈日当
空，但我觉得很冷，手冷冰冰的，心不时地
跳，又累又紧张又害怕，“啊，终于到山下
了。”我这才长叹了一口气。

啊，水上漂流，下次我还要来玩！

班主任朱老师
后巷实验学校四（9）班 袁洪仙

我的班主任朱老师，她中等个子
很苗条，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留着
时尚的波波，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
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紫色的眼镜，
显得很时髦，樱桃小嘴能说会道，每天
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很合体也很大方，
手上还戴着翡翠，显得格外优雅。

朱老师喜欢运动。每天晚上我都
看到她去广场跳舞，舞姿也很优雅。
早上也喜欢去广场跑步，跑得满头大
汗。

朱老师很关心我们每个人。有一
次，我生病了，朱老师就给我妈妈打电
话，妈妈还没有来，她先给我倒了一杯
水，摸摸我的头，关切地问：“难受吗？”
在医院输液时，朱老师还打来电话问
我好点没有呢。

朱老师有时也很凶。如果哪个同
学不写作业还不诚实，撒谎了说丢家
中了，朱老师一定会打个电话让家长
送来。当谎言被戳穿时，她就成了“母
老虎”，眼睛狠狠瞪着你，让你都不敢
看她的眼睛。她会说，不写作业只是
有点懒，但撒谎是品质问题，不能一错
再错。

这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朱红梅
老师。
（指导老师：朱红梅）

蜗牛观察日记
界牌中心校四（11）班 何元淞

科学课上，老师要我们观察蜗牛。于
是，我回家后就蹦蹦跳跳地到花园里去寻找
它们的身影，最后在爸爸的帮助下，我在一
个潮湿的墙角找到了一只又胖又可爱的小
蜗牛。

蜗牛背着一个漂亮精致的“小房子”，轻
乎乎的身子就藏在这个“小房子”里面。蜗
牛好像没有骨头，身子软乎乎的、滑腻腻的、
湿漉漉的。蜗牛还有一对螺旋形的触角，用
手轻轻地摸一下，这对触角立刻就收了回
去。要在旁边等一会，触角才会再伸出来。

蜗牛爬行时流下来的原液可以抗衰老，
于是我把原液抹在了妈妈的脸上，十分钟后
妈妈的皮肤又白又嫩，我开心极了。

蜗牛的嘴在哪里呢？我急急忙忙地找
来一个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它的头上有一
个很小的圆点儿，可能就是它的嘴巴。我想
蜗牛吃东西一定很慢，于是我做了一个小实
验，我先把一片菜叶放在地上再把蜗牛放在
菜叶上面，可过了好长时间它都没吃。然后
我把它和菜叶一起放进盒子里，自己睡觉去
了。

我醒来后，打开盒子，吃惊地发现蜗牛
竟然把菜叶吃掉了一大半！我再仔细观察，
发现盒子里有许多小颗粒，我放菜叶的时候
并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些小颗粒一定是蜗
牛的排泄物了。

蜗牛真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
啊！特别是它背上的“小房子”

看上去又可爱又温馨。
（指导老师：尹娇）

无法理解的爱
练湖中心小学六（3）班戴璐彤

一双深邃黝黑的眼睛，一张能说会道的
嘴，一对已经饱经风霜的耳朵，一头乌黑的
头发，这，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对我非常严
厉，只要我犯了错，他便会批评我，甚至让我
写检讨。

都说天下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可为何我
总是理解不了父亲对我的爱呢？

记得上三年级，有一次，因为早上出门
走得急，语文书竟然忘在家了，这让后知后
觉的我十分崩溃。我奔到办公室拨通了父
亲的电话。“喂，爸爸，在我的书桌上，你
……”“让你每天晚上整理好书包，这下好
了，忘带东西了吧，自己解决，这事怨不得别
人！”“嘟——”接着是一阵挂断声。我呆滞
地看着电话，仿佛世界都静止了。后来父亲
真的没有来，害我被老师整整骂了一天。放
学回到家后，父亲怒气冲冲地对我说：“给我
去写500字检讨，写你为什么会把书忘在家
里！”我刚想反驳，他又劈头盖脸，“如果你不
好好改掉这个坏习惯，等到长大了，有你后
悔的！”

虽然我知道父亲这样做是对我好，可不
知怎的，我渐渐不理解这种爱，开始责怪他，
疏远他。

每次考试不理想时，我总喜欢和母亲待
在一起，她会鼓励，会安慰我。父亲却不一
样，他只会更加严厉地批评我，甚至会把我
的试卷揉团扔掉，让我面壁思过。每到这
时，委屈的泪水总是止不住，心中埋怨更深
了……可当我哭完后，他又会拿起试卷，一
道题一道题地给我讲解。以后每次考试，想
起那情景，我总会勉励自己一定要细心。打
那以后，我的成绩也稳中上升，保持在班级
前列。

现在，我又有何理由说自己不理解父亲
的爱呢？这最无私的爱。

（指导老师：尤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