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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情故乡情
云阳学校六云阳学校六（（66））班班 包宸瑜包宸瑜

我的故乡在新桥我的故乡在新桥，，它位于江苏省它位于江苏省，，虽不像北京虽不像北京、、
上海那样是大城市上海那样是大城市，，却也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却也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它它
哺育了我哺育了我，，给了我快乐给了我快乐，，同时同时，，它也是我最牵挂的地它也是我最牵挂的地
方方。。

我家后门有一条小路我家后门有一条小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我总喜欢挽着妈妈的手我总喜欢挽着妈妈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在路上走一遍又一遍地在路上走
着着。。

小路大约两米宽小路大约两米宽，，地面铺满了鹅卵石地面铺满了鹅卵石。。旁边是旁边是
一棵棵大柳树一棵棵大柳树，，如将军一般守护着这里如将军一般守护着这里，，让我感到让我感到
安心安心。。小路并不长小路并不长，，走了一会儿走了一会儿，，就走到了尽头就走到了尽头。。
顺着路右拐一直走顺着路右拐一直走，，就能看见一条河就能看见一条河，，河中央有一河中央有一
座桥座桥。。桥很老桥很老，，桥身上的刻画早已模糊不清桥身上的刻画早已模糊不清，，有些有些
地方被青苔覆盖地方被青苔覆盖，，给人一种沧桑感给人一种沧桑感。。过了桥过了桥，，就是就是
个空旷的游乐区个空旷的游乐区，，说是游乐区说是游乐区，，其实只是地面是彩其实只是地面是彩
色的橡胶而已色的橡胶而已。。我喜欢和妈妈我喜欢和妈妈、、朋友们一起在这里朋友们一起在这里
玩耍玩耍，，总是不亦乐乎总是不亦乐乎。。

新桥不仅景美新桥不仅景美，，人也美人也美。。
乡下人比较淳朴乡下人比较淳朴，，大家都其乐融融的大家都其乐融融的。。春天和春天和

秋天秋天，，正是播种和收割的时候正是播种和收割的时候，，各家各户都比较忙各家各户都比较忙，，
但大家总是热心地互相帮忙但大家总是热心地互相帮忙。“。“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大家大家
快乐地笑着快乐地笑着，，叫着叫着，，右手挥着锄头右手挥着锄头，，左手大把大把地左手大把大把地
把种子撒进挖好的小洞里把种子撒进挖好的小洞里。。汗水滴落在土地上汗水滴落在土地上，，换换
来了来年的丰收来了来年的丰收。。

有时有时，，家中做了些什么好吃的菜家中做了些什么好吃的菜，，总要端些给总要端些给
邻居尝尝邻居尝尝。。一家的客几乎就是全村的客一家的客几乎就是全村的客，，东家坐东家坐
坐坐，，西家聊聊西家聊聊，，不到晌午肚子就能吃个饱不到晌午肚子就能吃个饱。。昨天昨天，，我我
刚到老家不久刚到老家不久，，隔壁王奶奶就来了隔壁王奶奶就来了！“！“嘿嘿嘿嘿，，今天煮今天煮
了些羊汤了些羊汤。。大冷天的大冷天的，，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盛点儿大家盛点儿大家
伙尝尝伙尝尝！！哟哟，，小语回来啦小语回来啦，，走走！！跟奶奶吃糕点去跟奶奶吃糕点去！”！”
王奶奶的脸上绽开了一朵老菊花王奶奶的脸上绽开了一朵老菊花，，不由分说地就拉不由分说地就拉
着我走了着我走了。。

听奶奶说听奶奶说，，以前那儿还有一种习俗以前那儿还有一种习俗，，叫叫““赊小赊小
鸡鸡”。”。那时那时，，新桥比较穷新桥比较穷，，挑着担子卖小鸡的商人会挑着担子卖小鸡的商人会
准备一本本子准备一本本子，，记某某赊了几只小鸡记某某赊了几只小鸡。。第二年第二年，，商商
人就会再来人就会再来，，买家就用鸡蛋抵债买家就用鸡蛋抵债，，从不抵赖从不抵赖。。这虽这虽
是奶奶小时候的事是奶奶小时候的事，，却也显示了咱新桥人的淳朴却也显示了咱新桥人的淳朴。。

我的故乡是新桥我的故乡是新桥，，它景美它景美，，人美人美，，是一个让我骄是一个让我骄
傲的好地方傲的好地方。。（（指导老师指导老师：：符红芬符红芬））

金钱换不来的亲情金钱换不来的亲情
丹凤实验小学五丹凤实验小学五（（22））班班 马杨马杨焮焮

““啊啊！”！”这杀猪似的声音是从哪来传来的这杀猪似的声音是从哪来传来的？？
哦哦，，原来是弟弟剪纸时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原来是弟弟剪纸时不小心把手划破了。。鲜鲜
红的血直往下流红的血直往下流，，他哭得很伤心他哭得很伤心，，眼泪滴答滴眼泪滴答滴
答地直往下流答地直往下流。。好像时刻都有可能把客厅好像时刻都有可能把客厅““淹淹
没没””了了，，身为姐姐的我却没有为他包扎伤口或身为姐姐的我却没有为他包扎伤口或
是给他安慰是给他安慰，，我不闻不问地一个人进了自己的我不闻不问地一个人进了自己的
书房看书书房看书。。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她高兴地对我们说她高兴地对我们说：“：“孩子孩子
们们！！今天超市大促销今天超市大促销，，我给你们一人买了我给你们一人买了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只听见只听见
弟弟弟弟““哇哇————””一声一声，，妈妈转头一看妈妈转头一看，“，“呀呀！！宝贝宝贝
怎么了怎么了？”？”她又转过头问我她又转过头问我：“：“弟弟怎么了弟弟怎么了？”“？”“他他
……剪纸……自己划破手了…………剪纸……自己划破手了……””我结结巴巴我结结巴巴
地回答地回答。。妈妈一下子就火了妈妈一下子就火了：“：“那你为什么不那你为什么不
帮忙包扎一下帮忙包扎一下？”“？”“我……我……””我说不出一句话我说不出一句话
来来。“。“有你这样的姐姐吗有你这样的姐姐吗？？做姐姐的应该要照做姐姐的应该要照
顾好弟弟顾好弟弟，，而你呢而你呢？？去去，，给我一边罚站给我一边罚站，，想想自想想自
己的问题再过来说给我听己的问题再过来说给我听。”。”

站了一会站了一会，，我走到妈妈面前对她说我走到妈妈面前对她说：“：“妈妈
妈妈，，我错了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姐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姐
姐姐。”。”妈妈语重心长地和我们说妈妈语重心长地和我们说：“：“记住了记住了，，家人家人
之间的亲情是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之间的亲情是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陈春红陈春红））

亲情胜新衣亲情胜新衣
里庄中心小学五里庄中心小学五（（33））班班 刘宁刘宁

星期天星期天，，我和堂姐我和堂姐、、妈妈妈妈、、爸爸一起去服爸爸一起去服
装店装店，，闹得不大开心闹得不大开心。。

那天那天，，妈妈心情好妈妈心情好，，答应给我们每人买一答应给我们每人买一
件新衣服件新衣服。。我和堂姐看中了同款同色同尺码我和堂姐看中了同款同色同尺码
的衣服的衣服，，服务员说只剩下最后一件了服务员说只剩下最后一件了。。就这就这
样样，，我们谁也不让谁我们谁也不让谁，，就吵上了就吵上了，，爸爸爸爸、、妈妈拦妈妈拦
也拦不住也拦不住。。最后叫我们都让步最后叫我们都让步，，给我们买另一给我们买另一
款的款的。。就这样我们闹得不和了就这样我们闹得不和了。。

星期一星期一，，我们各自来到学校我们各自来到学校。。堂姐一天堂姐一天
几乎都没理我几乎都没理我，，早上独自上学早上独自上学；；中午吃饭不理中午吃饭不理
我我，，下午上体育课也虎着个脸下午上体育课也虎着个脸；；放学时放学时，，我也不我也不
理她了理她了，，她也一个人默默回家了她也一个人默默回家了。。

两天后两天后，，我回到家我回到家，，写完作业写完作业，，和妹妹一和妹妹一
起看动画片起看动画片《《熊出没熊出没》，》，我有点认识到了自己的我有点认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和自私错误和自私。。晚上晚上，，我去堂姐家主动向她认了我去堂姐家主动向她认了
错错，，可她仍然不理我可她仍然不理我。。

星期三星期三，，我们上体育课我们上体育课。。在课上在课上，，我们练我们练
习投篮习投篮，，正当我低头捡球的时候正当我低头捡球的时候，，一只球突然一只球突然
向我头上向我头上““飞飞””来来。。原来是我堂姐投的球原来是我堂姐投的球。。她她
跑过来问我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受伤？？很疼吧很疼吧！”！”我问我问：：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当时生你跟我抢当时生你跟我抢
衣服的气衣服的气，，现在不了现在不了。”。”说完她就走了说完她就走了。。

那时那时，，我心里想我心里想：：小时候小时候，，堂姐什么都让堂姐什么都让
着我着我。。真后悔真后悔，，如果当时我不死争的话如果当时我不死争的话，，也不也不
会闹成今天这样不愉快了……最后我想说会闹成今天这样不愉快了……最后我想说：：

““堂姐堂姐，，对不起对不起。。是你让我明白了亲情比什么是你让我明白了亲情比什么
都重要都重要！”！”（（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薛国平薛国平））

最后一块水果最后一块水果
正则小学六正则小学六（（11））班班 张彦铃张彦铃

我有一个可爱的弟弟我有一个可爱的弟弟，，每天放学回家每天放学回家，，他他
都会热情洋溢地来拥抱我都会热情洋溢地来拥抱我，，让我坐在他的椅子让我坐在他的椅子
上上，，或是和我分享他认为好吃的东西或是和我分享他认为好吃的东西。。那感觉那感觉
真的妙不可言真的妙不可言！！

弟弟不怎么喜欢吃饭弟弟不怎么喜欢吃饭，，对水果倒是有不对水果倒是有不
少热情少热情。。我也是如此我也是如此。。这不这不，，今天妈妈将一个今天妈妈将一个
梨切成小块给我们吃梨切成小块给我们吃。。弟弟一边把自己的小弟弟一边把自己的小
嘴塞得鼓鼓囊囊的嘴塞得鼓鼓囊囊的，，还要一边含糊不清地说还要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哼哼！！我才是第一名我才是第一名！”！”我也一边逗他说我也一边逗他说：“：“我才我才
是第一是第一！”！”等吃到还剩最后一块时等吃到还剩最后一块时，，他的嘴巴很他的嘴巴很
快地咀嚼着快地咀嚼着，，用手中的小叉子叉最后一块用手中的小叉子叉最后一块。。我我
以为他是想吃完了嘴里的以为他是想吃完了嘴里的，，赶紧再吃这一块赶紧再吃这一块。。
没想到没想到，，他把抢来的最后一块往我嘴里送他把抢来的最后一块往我嘴里送。。我我
愣住了愣住了，，回过神后回过神后，，高兴之情涌上了我的心头高兴之情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也立马将自己手上还没来得及塞嘴里的送我也立马将自己手上还没来得及塞嘴里的送
到他的嘴里到他的嘴里。。这是多么有爱的一幕啊这是多么有爱的一幕啊！！

你是我的天使你是我的天使，，我爱你我爱你！！我的弟弟我的弟弟！！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周琴芬周琴芬））

一次精彩的春季运动会一次精彩的春季运动会
司徒中心小学五司徒中心小学五（（11））班班 刘欣月刘欣月

一年一度的运动会来了一年一度的运动会来了，，我们非常开心我们非常开心。。
我选了自己的拿手项目我选了自己的拿手项目 6060米跑和垒球米跑和垒球，，心想心想，，
我一定要不负众望我一定要不负众望，，尽力为班级争光尽力为班级争光。。

6060米比赛开始了米比赛开始了！！只听见一声枪声只听见一声枪声，，我如我如
闪电般冲了出去闪电般冲了出去。。同学们大喊着同学们大喊着““五五（（11））班班，，加加
油油！”“！”“刘欣月刘欣月，，加油加油!!””听到同学们的加油声听到同学们的加油声，，我我
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更加热血上涌更加热血上涌，，咬着牙齿咬着牙齿，，
一下子就冲到了终点一下子就冲到了终点，，拿下了这个项目的第一拿下了这个项目的第一
名名。。同学们像潮水一样涌向了我同学们像潮水一样涌向了我，，为我欢呼为我欢呼，，为为
我祝贺我祝贺。。

接着接着，，男子男子 200200米比赛开始了米比赛开始了。。只见我们只见我们
班的运动员吴睿和张瑜琦精神抖擞地上了班的运动员吴睿和张瑜琦精神抖擞地上了““战战
场场”，”，他们俩把眼睛都瞪成了三角形他们俩把眼睛都瞪成了三角形，，仿佛自己仿佛自己
一定能战胜所有对手一定能战胜所有对手。。发令枪一响发令枪一响，，他俩就像他俩就像
离弦的箭离弦的箭，，飞快地跑了出去飞快地跑了出去。。啦啦队的同学们啦啦队的同学们
大喊大喊：“：“吴睿吴睿，，加油加油！！张瑜琦张瑜琦，，加油加油！”！”张瑜琦把拳张瑜琦把拳
头握得紧紧的头握得紧紧的，，拼着性命往前冲拼着性命往前冲，，一下子冲到了一下子冲到了
终点终点，，获得了第一获得了第一。。吴睿也像猛虎一样拿下了吴睿也像猛虎一样拿下了
第二的好成绩第二的好成绩。。

在后面的比赛中在后面的比赛中，，我班的冯寒琪获得女子我班的冯寒琪获得女子
200200米第一名米第一名，，王润欣同学获得实心球比赛第王润欣同学获得实心球比赛第
一名一名。。遗憾的是我的垒球比赛遗憾的是我的垒球比赛，，尽管我努力了尽管我努力了，，
但还是没有得到名次但还是没有得到名次。。

激烈精彩运动会虽然已经过去了激烈精彩运动会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运但是运
动场上那一个个矫健的身姿动场上那一个个矫健的身姿，，一声声高亢的呐一声声高亢的呐
喊喊，，一排排有力的动作一排排有力的动作，，一张张热情的笑脸却永一张张热情的笑脸却永
远留在了我的心中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张文龙张文龙））

那一刻那一刻，，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丹凤实验小学三丹凤实验小学三（（11））班班 丁东丁东

今天今天，，天空虽然下着蒙蒙雨天空虽然下着蒙蒙雨，，可丝毫不影可丝毫不影
响我的心情响我的心情，，因为我们学校要举行因为我们学校要举行““灿然十岁灿然十岁，，
感恩童年感恩童年””的十岁成长仪式的十岁成长仪式。。

最先出场的是舞龙节目最先出场的是舞龙节目，，接着是诗朗诵接着是诗朗诵，，
还有我们一班和四班联排舞蹈……最后的是学还有我们一班和四班联排舞蹈……最后的是学
校民乐队演奏的乐曲校民乐队演奏的乐曲《《丹凤朝阳丹凤朝阳》，》，听说这个节听说这个节
目还拿过大奖的喔目还拿过大奖的喔！！其中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妈最让我感动的是妈
妈和我交换成长礼物的环节妈和我交换成长礼物的环节。。当我把亲手制作当我把亲手制作
的贺卡交到妈妈手中时的贺卡交到妈妈手中时，，妈妈一下子就把我抱妈妈一下子就把我抱
了起来了起来。。妈妈也把她买的礼物递到我的手里妈妈也把她买的礼物递到我的手里。。
我兴奋地拆过来我兴奋地拆过来，，里面装的是一个白色的闹钟里面装的是一个白色的闹钟，，
我感受到了妈妈我感受到了妈妈““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良苦用心的良苦用心
……成长礼结束了……成长礼结束了，，但这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深但这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刻的印象。。那一刻那一刻，，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要感谢父母的我要感谢父母的
养育之恩养育之恩，，感谢老师教给我们知识感谢老师教给我们知识，，感谢同学们感谢同学们
的珍贵友谊的珍贵友谊。。（（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范婷炜范婷炜））

我爱画画我爱画画
界牌中心小学四界牌中心小学四（（22））班班 陈思宇陈思宇

我的爱好有许多我的爱好有许多，，我最爱的是画画我最爱的是画画。。它可它可
以让我尽情发挥想象力以让我尽情发挥想象力，，能够给我带来快乐和幸能够给我带来快乐和幸
福福。。

小时候小时候，，我的姐姐因为上大学很少回家看我的姐姐因为上大学很少回家看
我和爸爸妈妈我和爸爸妈妈，，所以我常用画画来表达对她的思所以我常用画画来表达对她的思
念和爱念和爱。。每次画完画每次画完画，，我总要反复看有没有哪里我总要反复看有没有哪里
不好不好，，还要去找妈妈帮忙还要去找妈妈帮忙：“：“妈妈妈妈，，你能帮我改改你能帮我改改
画吗画吗？”？”

妈妈笑眯眯地说妈妈笑眯眯地说：“：“你的画很好呀你的画很好呀！”！”
““妈妈妈妈，，我说你帮我改改我说你帮我改改！”！”我有点生气地说我有点生气地说。。
妈妈看见我有点生气妈妈看见我有点生气，，便抱了抱我便抱了抱我，，轻轻地轻轻地

说说：“：“你的画你自己改你的画你自己改，，我改的是我的思想我改的是我的思想，，不是不是
你的你的。。这就好像抄答案这就好像抄答案，，别人的答案并不是你别人的答案并不是你
的的，，但是你抄了这答案但是你抄了这答案，，就相当于偷别人的东就相当于偷别人的东
西西。。你的画呢你的画呢，，虽然不完美虽然不完美，，但是里面充满了爱但是里面充满了爱
和希望和希望。”。”

妈妈的话也一直深深地停留在我的脑海妈妈的话也一直深深地停留在我的脑海
里里。。此后此后，，每次画画每次画画、、改画改画，，我发现我变得越来越我发现我变得越来越
快乐快乐，，变得更加热爱画画了变得更加热爱画画了。。（（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梅娟梅娟））

暖暖的被窝暖暖的被窝
练湖小学四练湖小学四（（66））班班 方凯方凯

每年冬天的晚上每年冬天的晚上，，妈妈都会把我的被窝妈妈都会把我的被窝
捂暖捂暖，，再让我睡进去再让我睡进去，，这样我就不会觉得冷了这样我就不会觉得冷了，，
一整晚都睡得很好一整晚都睡得很好。。

有一次有一次，，妈妈出差了妈妈出差了，，要一两个月才能回要一两个月才能回
来来。。家里只有我和爸爸家里只有我和爸爸。。我的爸爸话很少我的爸爸话很少，，总总
是在弄电脑是在弄电脑，，对我的生活和学习很少关心对我的生活和学习很少关心。。妈妈
妈出差之后妈出差之后，，也没人给我捂被窝了也没人给我捂被窝了，，每天我的每天我的
被窝总是冷冰冰的被窝总是冷冰冰的。。我睡觉都睡不好我睡觉都睡不好，，第二天第二天
上学都没精神上学都没精神，，这让我很难受这让我很难受，，特别想念妈妈特别想念妈妈。。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写完作业我写完作业，，洗漱完洗漱完
上床上床，，一进被窝一进被窝，，咦咦？？今天的被窝怎么一点都今天的被窝怎么一点都
不冷呢不冷呢？？难道妈妈回来了难道妈妈回来了？？想到这想到这，，我立马跳我立马跳
下床下床，，去妈妈房间去妈妈房间，，只有爸爸在书桌前弄电脑只有爸爸在书桌前弄电脑，，
我问爸爸我问爸爸：“：“妈妈回来了吗妈妈回来了吗？”“？”“没有没有。”。”爸爸头也爸爸头也
不抬地说不抬地说。“。“那我的被窝怎么这么暖和呀那我的被窝怎么这么暖和呀？”？”我我
疑惑地问疑惑地问。。爸爸依旧没抬头爸爸依旧没抬头，，说说：“：“我给你铺了我给你铺了
电热毯电热毯。”。”我突然回想起了爸爸早上在柜子里我突然回想起了爸爸早上在柜子里
翻来翻去找东西翻来翻去找东西，，原来爸爸是在找电热毯呀原来爸爸是在找电热毯呀！！

爸爸虽然平时忙着工作爸爸虽然平时忙着工作，，看似对我不太看似对我不太
关心关心，，其实他只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其实他只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关默默关
心我心我，，我想对爸爸说我想对爸爸说：“：“爸爸爸爸，，我爱您我爱您！”！”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李灵玉李灵玉））

豆豆豆豆，，我想你了我想你了
华南实验学校四华南实验学校四((22))班班 杭静颐杭静颐

在我四岁的时候在我四岁的时候，，曾在爷爷家养过一只小白兔曾在爷爷家养过一只小白兔
———豆豆—豆豆。。我是在赶集的时候将它带回家的我是在赶集的时候将它带回家的，，知道知道
我为什么选它吗我为什么选它吗？？因为它长得圆嘟嘟的因为它长得圆嘟嘟的，，一看就叫一看就叫
人喜欢人喜欢。。

豆豆刚到我家时豆豆刚到我家时，，胆子特别小胆子特别小，，就连我给它喂就连我给它喂
生菜生菜，，它都不敢当着我的面吃它都不敢当着我的面吃，，要等我走远要等我走远，，环顾四环顾四
周周，，确定没有危险之后确定没有危险之后，，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转眼间转眼间，，豆豆已经在我家待了两周了豆豆已经在我家待了两周了！！现在的现在的
它它，，不再像当初那样胆小不再像当初那样胆小、、害怕害怕，，能独自在院子里玩能独自在院子里玩
耍了耍了。。只见它趴在小棉球上滚来滚去的只见它趴在小棉球上滚来滚去的，，像一个小像一个小
绒球绒球，，可爱极了可爱极了！！我捡起球向远处扔去我捡起球向远处扔去，，一眨眼的一眨眼的
工夫工夫，，它已经把球推到我脚边了它已经把球推到我脚边了，，仿佛在说仿佛在说：“：“小主小主
人人，，再玩一次吧再玩一次吧！”！”

每到星期天每到星期天，，我就带着豆豆到小区里玩我就带着豆豆到小区里玩。。我坐我坐
在长椅上看书在长椅上看书，，豆豆就在我脚边吃着我给它准备的豆豆就在我脚边吃着我给它准备的
生菜生菜。。阳光洒在它的身上阳光洒在它的身上，，像给它镶上了一层金像给它镶上了一层金
边边。。

一天放学回家一天放学回家，，我拿着生菜想给豆豆喂食我拿着生菜想给豆豆喂食，，可可
我喊破喉咙豆豆都没有出现……豆豆我喊破喉咙豆豆都没有出现……豆豆，，你现在过得你现在过得
还好吗还好吗？？我想你了我想你了！！（（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袁花袁花））

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好闺蜜我的好闺蜜！！
陵口中心小学六陵口中心小学六((11))班班 郦郦湉湉菲菲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有一个好朋友，，小学六年小学六年,,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
三年三年。。这三年这三年,,我们的友情从一株小小嫩芽我们的友情从一株小小嫩芽，，长长
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们一起玩耍我们一起玩耍，，一起一起
背书背书，，一起写作业一起写作业，，分享彼此的秘密……亲密无分享彼此的秘密……亲密无
间间，，形影不离形影不离。。

记得有一次记得有一次，，天气特别冷天气特别冷，，都零下七八度都零下七八度
了了。。早晨是要跑步的早晨是要跑步的，，可我恰巧又没有戴手套可我恰巧又没有戴手套，，
两只手红得像被刷了一层红漆两只手红得像被刷了一层红漆。。束佳缘就在我束佳缘就在我
后面后面，，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就把自己带来的绒就把自己带来的绒
手套脱下来手套脱下来，，关切地说关切地说：“：“呶呶，，戴我的吧戴我的吧！！天气冷天气冷
了了，，别冻了别冻了！”“！”“那你呢那你呢？？给了我给了我，，你可怎么办呀你可怎么办呀？”？”

““嗨嗨，，没事没事！！我今天戴了两副手套的我今天戴了两副手套的。。我还能冻我还能冻
着自己吗着自己吗？？带上吧带上吧！”！”说完就跑开了说完就跑开了。。后来我才后来我才
知道知道，，原来她那天根本就没有两副手套原来她那天根本就没有两副手套。。我的手我的手
倒是暖乎乎的倒是暖乎乎的，，可她呢可她呢，，双手冰凉冰凉的双手冰凉冰凉的，，连抓笔连抓笔
写字都困难写字都困难。。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一直铭记我一直铭记
心上心上。。

可仅仅因为一件小事可仅仅因为一件小事，，我们又几乎要决裂我们又几乎要决裂
了了。。本来我们约定了星期日下午一起玩的本来我们约定了星期日下午一起玩的，，可是可是
她几次都放我她几次都放我““鸽子鸽子”。”。每一次每一次，，我都是安慰自我都是安慰自
己己：：也许她有事来不了也许她有事来不了，，也许她作业还没有完成也许她作业还没有完成，，
也许她的爸爸不许她出来了也许她的爸爸不许她出来了。。可是连续多次这可是连续多次这
样样，，我终于忍不住了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跑去了她家我跑去了她家，，刚到门口刚到门口
就见她跟几个幼儿园的小屁孩玩得兴高采烈就见她跟几个幼儿园的小屁孩玩得兴高采烈，，似似
乎压根就不记得跟我还有个约定乎压根就不记得跟我还有个约定。。我怒不可遏我怒不可遏
地冲上去地冲上去，，朝着她大喊朝着她大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明明跟我明明跟我
约好了约好了，，怎么在这跟这些小孩子玩怎么在这跟这些小孩子玩？？压根就没把压根就没把
我们的约定放在心上我们的约定放在心上！”！”没等她张嘴说话没等她张嘴说话，，我一跺我一跺
脚脚，，转身就跑开了转身就跑开了。。

从那以后从那以后，，我们就形同陌路我们就形同陌路，，时间一长时间一长，，我我
又开始懊悔又开始懊悔：：不就是一次爽约吗不就是一次爽约吗，，又不是什么大又不是什么大
不了的事不了的事，，自己未免太小气了自己未免太小气了，，想想以前她对我想想以前她对我
的温暖的温暖、、关心关心，，我连这点事都不能包容我连这点事都不能包容，，还怎么算还怎么算
得上是好朋友得上是好朋友、、好闺蜜呢好闺蜜呢？？

终于终于，，我鼓起勇气我鼓起勇气，，跟她诚恳地道歉跟她诚恳地道歉。。我们我们
俩和好如初俩和好如初，，又一起玩耍又一起玩耍，，一起背书一起背书，，一起写作业一起写作业
……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束佳缘—束佳缘，，是你让我是你让我
感受到了友情的温暖感受到了友情的温暖，，更让我明白了更让我明白了：：友情是只友情是只
有付出关爱有付出关爱，，心怀真诚宽容才能得到的东西心怀真诚宽容才能得到的东西。。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景丽霞景丽霞））

今天我们要去天地石刻园参观今天我们要去天地石刻园参观，，虽然天虽然天
空中还下着绵绵细雨空中还下着绵绵细雨，，可我们仍然心情激动可我们仍然心情激动，，
一路上兴奋不已一路上兴奋不已。。

天地石刻园是亚洲最大的石塑展览馆天地石刻园是亚洲最大的石塑展览馆，，
它坐落在胡桥镇它坐落在胡桥镇。。 一进园门一进园门，，迎面而来的就迎面而来的就
是坐落在两旁的那些石像是坐落在两旁的那些石像，，有石羊有石羊、、石虎石虎、、石狮石狮
……他们神态各异……他们神态各异：：有的昂首挺胸有的昂首挺胸，，有的威风有的威风
凛凛凛凛，，还有的面露慈祥……不知不觉我们就来还有的面露慈祥……不知不觉我们就来
到了一厅七窟的展览石像厅到了一厅七窟的展览石像厅。。我们首先迈进我们首先迈进
的是一个披着金色光芒的石洞窟的是一个披着金色光芒的石洞窟，，四大天王矗四大天王矗
立在洞窟中立在洞窟中，，他们手中拿着武器他们手中拿着武器，，脚下踩踏着脚下踩踏着
一个个妖魔鬼怪一个个妖魔鬼怪，，昂首挺胸昂首挺胸，，别提多威武啦别提多威武啦！！
沿着长廊走向另一个石窟时沿着长廊走向另一个石窟时，，底下的拴马桩引底下的拴马桩引
起了我的注意起了我的注意，，这些拴马桩都是下面一根长长这些拴马桩都是下面一根长长
的方形柱子的方形柱子，，上面顶着一个动物的头部上面顶着一个动物的头部，，密密密密
麻麻地立在草地上麻麻地立在草地上，，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在听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在听
总指挥讲话总指挥讲话。。来到下一个石窟来到下一个石窟，，首先映入我眼首先映入我眼
帘的是一座千佛塔帘的是一座千佛塔，，这座千佛塔有许许多多的这座千佛塔有许许多多的
洞窟洞窟，，每一个洞窟中都有一个小小的佛像每一个洞窟中都有一个小小的佛像，，他他
们的嘴角微微上扬们的嘴角微微上扬，，双眼轻轻闭上双眼轻轻闭上，，一脸安一脸安
详详。。塔顶还有一个宝葫芦塔顶还有一个宝葫芦，，这一定是众佛经过这一定是众佛经过
百年修炼的结果吧百年修炼的结果吧。。

接下来是一个让大家一听名字就闻风丧接下来是一个让大家一听名字就闻风丧
胆的地方胆的地方———石魔惊魂—石魔惊魂。。一进洞一进洞，，导游就跟我导游就跟我
们说们说，，这里分为两个地方这里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胆大者的天一个是胆大者的天
堂堂，，一个是胆小者的地狱一个是胆小者的地狱，，如果你有足够的勇如果你有足够的勇
气气，，就去地狱闯一闯吧就去地狱闯一闯吧！！我们同学都认为自己我们同学都认为自己
很有勇气去地狱很有勇气去地狱，，可出来时却都吓得不轻可出来时却都吓得不轻。。地地
狱中的顶上挂着一个个布满血丝的手狱中的顶上挂着一个个布满血丝的手，，在下面在下面
走过时走过时，，大气不敢出大气不敢出，，生怕会有魔鬼来抓我生怕会有魔鬼来抓我
们们。。我们不由自主地拉起了手往前走我们不由自主地拉起了手往前走，，胆战心胆战心
惊中突然看到一个老爷爷正坐在桌前惊中突然看到一个老爷爷正坐在桌前，，桌上摆桌上摆
着许多人的器官和身体部位着许多人的器官和身体部位，，下面还有一个披下面还有一个披
头散发的女鬼头散发的女鬼，，正从桌子下面爬出来正从桌子下面爬出来，，是什么是什么
让她变成这样让她变成这样？？突然有一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突然有一想法在我的脑海中
闪过闪过，，她会不会就是那些器官的她会不会就是那些器官的““捐赠者捐赠者””呢呢？？
会不会就是没了器官她才变成了这样会不会就是没了器官她才变成了这样？？我不我不
敢再往下想敢再往下想，，连忙冲出了这可怕的连忙冲出了这可怕的““地狱地狱”。”。当当
见到光明的那一刹那见到光明的那一刹那，，我才明白我才明白::只有经过黑只有经过黑
暗与恐惧的考验暗与恐惧的考验，，才会领悟光明的美好才会领悟光明的美好。。

天地石刻园天地石刻园，，一个神奇的地方一个神奇的地方。。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王玉芳王玉芳））

天地石刻园参观记天地石刻园参观记
云阳学校五云阳学校五（（33））班班 薛宇昕薛宇昕

西湖离别情西湖离别情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改写改写
陵口中心小学五陵口中心小学五（（11））班班 张佳乐张佳乐

在六月的一个清晨在六月的一个清晨，，西湖边西湖边，，万籁俱寂万籁俱寂，，偶偶
尔从远处传来几声鸡啼尔从远处传来几声鸡啼。。一会儿一会儿，，东方天际浮东方天际浮
起一片鱼肚白起一片鱼肚白。。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四周的四周的
山峦山峦、、低垂的杨柳低垂的杨柳，，都仿佛沐浴在一片金黄之都仿佛沐浴在一片金黄之
中中。。

杨万里和林子方杨万里和林子方，，这对友人走在净慈寺外这对友人走在净慈寺外
一条幽静的小路上一条幽静的小路上。。一路上一路上，，他们聊诗词他们聊诗词，，聊聊
书画书画，，聊国事聊国事，，聊天下事聊天下事，，谁都不愿去提及离别谁都不愿去提及离别
之事之事。。不知不觉来到了西子湖畔不知不觉来到了西子湖畔，，两人都停下两人都停下
了脚步了脚步，，欣赏那美丽的西湖欣赏那美丽的西湖。。西湖多像一位亭西湖多像一位亭
亭玉立的少女亭玉立的少女，，碧绿的荷叶无边无际碧绿的荷叶无边无际，，一直连一直连
到水天相接的地方到水天相接的地方，，这是少女身披的丝裙这是少女身披的丝裙。。荷荷
花从莲叶缝中探出花从莲叶缝中探出，，有的还是花骨朵儿有的还是花骨朵儿，，饱胀饱胀
得要裂开似的得要裂开似的；；有的已完全绽放有的已完全绽放，，露出黄色的露出黄色的
花蕊花蕊；；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犹如少女娇羞犹如少女娇羞
的脸庞的脸庞。。在朝阳的映照下在朝阳的映照下，，荷花更加美丽动荷花更加美丽动
人人，，一阵微风拂过一阵微风拂过，，荷叶随风摇曳荷叶随风摇曳，，犹如绿色的犹如绿色的
海洋海洋，，一阵清香随风而至一阵清香随风而至，，使人感到无比惬意使人感到无比惬意。。

送行千里送行千里，，终有一别终有一别，，杨万里率先说道杨万里率先说道：：
““林兄林兄，，今日一别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面不知何时再见面？”？”林子方连林子方连
忙安慰道忙安慰道：“：“多情自古伤离别多情自古伤离别，，我们还是再来欣我们还是再来欣
赏一下西湖的美景吧赏一下西湖的美景吧！！明年荷花绽放的日子明年荷花绽放的日子，，
我们再一起来赏花我们再一起来赏花。”。”杨万里再也忍不住了杨万里再也忍不住了：：

““是啊是啊，，小弟赋诗一首小弟赋诗一首，，为林兄送行为林兄送行：：毕竟西湖毕竟西湖
六月中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映日荷花别样红。”。”

““妙哉妙哉！！妙哉妙哉！！莲叶与碧天相接莲叶与碧天相接，，荷花与荷花与
红日相映红日相映，，西湖美景西湖美景，，让人不舍让人不舍！”！”林子方连连林子方连连
称赞叫好称赞叫好。。

““林兄林兄，，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明年夏天我一起赏花明年夏天我一起赏花！”！”
““好好！！杨兄杨兄，，就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珍重珍重！”！”林子方跨林子方跨

上马背上马背，，渐渐远去渐渐远去。。杨万里伫立在湖边杨万里伫立在湖边，，一直一直
到林子方的身影消失在蓝天的尽头到林子方的身影消失在蓝天的尽头。。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王小东王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