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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小弟弟真好有个小弟弟真好
蒋墅中心小学四蒋墅中心小学四（（33））班班 张新瑜张新瑜

他才五岁他才五岁，，有时像一个怕羞的有时像一个怕羞的““小姑娘小姑娘”，”，但但
有时他又是我们家的小太阳有时他又是我们家的小太阳，，不断让我感受到他不断让我感受到他
的温暖和阳光的温暖和阳光，，他就是我最喜欢的小弟弟他就是我最喜欢的小弟弟。。

一天一天，，我在学校里和别人吵架了我在学校里和别人吵架了。。气鼓鼓地气鼓鼓地
回到家回到家，，书包刚扔下书包刚扔下，，小弟弟就扑上来抱着我的大小弟弟就扑上来抱着我的大
腿不放腿不放，，还一个劲地说还一个劲地说：“：“姐姐抱抱姐姐抱抱！！姐姐抱抱姐姐抱抱！”！”
听着他亲切的呼唤听着他亲切的呼唤，，看着他可爱的笑脸看着他可爱的笑脸，，我的烦恼我的烦恼
顿时烟消云散了顿时烟消云散了。。我忍不住把他抱起来我忍不住把他抱起来，，亲了又亲了又
亲亲，，然后把他放到沙发上然后把他放到沙发上，，小弟弟就冲着我做鬼小弟弟就冲着我做鬼
脸脸，，哈哈哈哈！！他就像小太阳一样驱散了我心里的阴他就像小太阳一样驱散了我心里的阴
云云，，有个小弟弟真好有个小弟弟真好。。

记得我的生日那天记得我的生日那天，，朋友们都到我家来为我朋友们都到我家来为我
庆祝庆祝，，我只顾和朋友们玩得起劲我只顾和朋友们玩得起劲，，完全忘记了弟弟完全忘记了弟弟
的存在的存在。。等到朋友们都回家了等到朋友们都回家了，，我回客厅休息的我回客厅休息的
时候时候，，发现门是关着的发现门是关着的，，我心想我心想：：这个顽皮鬼这个顽皮鬼，，又想又想
吓我吓我。。没想到当我推开门没想到当我推开门，，看到弟弟吹着小喇叭看到弟弟吹着小喇叭，，
手上拿着一张漂亮的卡片手上拿着一张漂亮的卡片，，对我说对我说：“：“姐姐生日快姐姐生日快
乐乐，，这是我送你的礼物这是我送你的礼物！”！”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拿拿
着他送给我的卡片着他送给我的卡片，，我觉得心里像阳光一样灿烂我觉得心里像阳光一样灿烂，，
有个小弟弟真好有个小弟弟真好。。

最感动我的是那一次最感动我的是那一次。。我下楼去拿饼干吃我下楼去拿饼干吃，，
因为跑得快因为跑得快，，一下子撞到了弟弟一下子撞到了弟弟。。他当时疼得哇他当时疼得哇
哇大哭哇大哭，，妈妈在厨房里大声问妈妈在厨房里大声问：“：“张新瑜张新瑜，，你是不是你是不是
又在欺负弟弟了又在欺负弟弟了？”？”弟弟听到了弟弟听到了，，赶忙忍住哭声赶忙忍住哭声，，对对
妈妈说妈妈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和姐姐闹着玩呢我在和姐姐闹着玩呢。”。”我顿我顿
时愣住了时愣住了，，鼻子酸酸的鼻子酸酸的，，站在那站在那，，一动也不动……一动也不动……
我亲爱的小弟弟我亲爱的小弟弟，，这个小不点儿这个小不点儿，，有你真好有你真好。。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孙建琴孙建琴））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
书书》》改写改写
陵口中心小学五陵口中心小学五（（11））班班 张瑞张瑞

正是江南六月中正是江南六月中，，大诗人苏轼正和几位大诗人苏轼正和几位
江南才子在望湖楼上饮酒斗诗江南才子在望湖楼上饮酒斗诗！！几杯美酒下几杯美酒下
肚肚，，苏轼已有几分醉意苏轼已有几分醉意。。倚窗远眺倚窗远眺，，平静的湖平静的湖
面波光粼粼面波光粼粼，，仿佛有千点万点晶莹闪烁的光仿佛有千点万点晶莹闪烁的光
斑在湖面欢快地跳跃斑在湖面欢快地跳跃。。岸边杨柳轻拂湖面岸边杨柳轻拂湖面，，
泛起一阵涟漪泛起一阵涟漪。。

转眼间转眼间，，天色暗了下来天色暗了下来，，苏轼透过窗子苏轼透过窗子
望去望去，，只见远处群山上一片黑压压的乌云只见远处群山上一片黑压压的乌云，，就就
像打翻的墨汁一样迅速而至像打翻的墨汁一样迅速而至。。那乌云在天空那乌云在天空
中翻滚着中翻滚着，，起伏着起伏着，，好似一条长龙在黑雾中上好似一条长龙在黑雾中上
下游动下游动，，看来看来，，一场大雨即将来临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紧接着紧接着，，雨珠落在地上雨珠落在地上““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的声的声
音音，，快速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快速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一开始还是一开始还是
一滴一滴地下着一滴一滴地下着，，没过一会儿没过一会儿，，这些雨点仿佛这些雨点仿佛
等不及了等不及了，，它们欢呼着它们欢呼着，，手拉着手手拉着手，，从云朵中从云朵中
一跃而下一跃而下，，耳边顿时一阵耳边顿时一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雨点雨点
如一颗颗跳动的珍珠如一颗颗跳动的珍珠，，打在船舷上打在船舷上，，胡乱地蹦胡乱地蹦
进船舱进船舱；；似一粒粒闪亮的银钻似一粒粒闪亮的银钻，，跳入湖水中跳入湖水中，，
溅起了一朵朵水花溅起了一朵朵水花。。

就在大家高声评论这不期而至的大雨就在大家高声评论这不期而至的大雨
时时，，忽然一阵卷地而来的大风将云和雨都吹忽然一阵卷地而来的大风将云和雨都吹
得无影无踪了得无影无踪了。。慢慢的慢慢的，，雨弱了下来雨弱了下来，，太阳出太阳出
来了来了，，眼前的一汪碧水雨天相接眼前的一汪碧水雨天相接，，远处粉墙黛远处粉墙黛
瓦依稀可见瓦依稀可见，，近处岸边垂柳更加妩媚近处岸边垂柳更加妩媚，，好一番好一番
迷人的江南美景迷人的江南美景！！

苏轼被这瞬息万变的西湖风光陶醉了苏轼被这瞬息万变的西湖风光陶醉了，，
情不自禁地吟道情不自禁地吟道：：

黑云翻墨未遮山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望湖楼下水如天。。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王小东王小东））

暖暖邻里情暖暖邻里情
吕城中心小学六吕城中心小学六（（44））班班 苏妍苏妍

远水不解近渴远水不解近渴，，远亲不如近邻远亲不如近邻。。那一那一
天天，，我放学回到家我放学回到家，，到了家门口到了家门口，，手往口手往口
袋里一摸袋里一摸———空空如也—空空如也！！奇怪奇怪，，我的钥匙我的钥匙
呢呢？？我使劲地掏着口袋我使劲地掏着口袋，，渐渐不安起来渐渐不安起来。。

““我可能放在书包里了吧我可能放在书包里了吧！”！”我一边安慰自我一边安慰自
己一边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抖落出来己一边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抖落出来，，连连
书本里的夹层也不放过书本里的夹层也不放过，，一遍又一遍地翻一遍又一遍地翻
找着找着。。没有没有！！那我怎么回家呢那我怎么回家呢？？妈妈要到妈妈要到
七点钟才下班啊七点钟才下班啊！！我用力推拉着大门我用力推拉着大门，，希希
望今天早上没关好门望今天早上没关好门，，可是大门关得死死可是大门关得死死
的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失望极了我失望极了，，难难
道真的要我在这等到七点钟吗道真的要我在这等到七点钟吗？？正在我独正在我独
自伤心的时候自伤心的时候，，邻居李婆婆轻轻地向我走邻居李婆婆轻轻地向我走
来来，，摸摸我的头摸摸我的头，，和蔼地对我说和蔼地对我说：“：“这大冷这大冷
天的天的，，坐在地上干嘛呀坐在地上干嘛呀！！是不是家里没人是不是家里没人
进不了屋呀进不了屋呀？？来婆婆家里吧来婆婆家里吧，，婆婆给你做婆婆给你做
饼吃饼吃！”！”我抬起头我抬起头，，望着李婆婆那慈祥的脸望着李婆婆那慈祥的脸
庞庞，，硬生生地挤出一个微笑硬生生地挤出一个微笑：“：“嗯嗯，，谢谢婆谢谢婆
婆婆。”“。”“谢什么谢呀谢什么谢呀，，都是邻居都是邻居！”！”没等我从没等我从
地上站起来地上站起来，，李婆婆就一把拉起了我李婆婆就一把拉起了我，，把把
我带到了她自己的家里我带到了她自己的家里。。进了婆婆家进了婆婆家，，我我
就呆呆地站在一旁就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李婆婆又是烧水看着李婆婆又是烧水
又是做饼又是做饼。。不一会儿不一会儿，，李婆婆就端着温水李婆婆就端着温水
和刚出锅的热乎蛋饼走了过来和刚出锅的热乎蛋饼走了过来，，她把水和她把水和
鸡蛋饼端上桌鸡蛋饼端上桌：“：“还站那儿干什么还站那儿干什么？？快过来快过来
吃吧吃吧，，都还热乎着呢都还热乎着呢！”！”我走到桌子旁边坐我走到桌子旁边坐
下下，，正想拿蛋饼吃的时候正想拿蛋饼吃的时候，，婆婆又塞给我婆婆又塞给我
一小袋番茄酱一小袋番茄酱，，对我一笑说对我一笑说：“：“挤点上去会挤点上去会
更好吃的更好吃的。。今天婆婆还没来得及择菜今天婆婆还没来得及择菜，，也也
只能这样吃了只能这样吃了，，希望你不要嫌弃啊希望你不要嫌弃啊！”“！”“怎怎
么会呢么会呢，，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我抓起手我抓起手
中的饼就往嘴里塞中的饼就往嘴里塞。。好吃好吃，，饼好吃极了饼好吃极了，，
当我把盘子里的饼一扫而空的时候当我把盘子里的饼一扫而空的时候，，发现发现
婆婆已经不在桌子旁了婆婆已经不在桌子旁了，，再转头一看再转头一看，，婆婆
婆正蹲在门前的田里择菜呢婆正蹲在门前的田里择菜呢！！我连忙跑上我连忙跑上
前去前去，，弯下腰弯下腰，，对婆婆说对婆婆说：“：“婆婆婆婆，，我帮您我帮您
一起择吧一起择吧！”“！”“好好，，婆婆一会儿做饭给你婆婆一会儿做饭给你
吃吃。”。”……因为有了这份邻里情……因为有了这份邻里情，，我的生活我的生活
才会这么温暖才会这么温暖。。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殷俊殷俊））

真挚的友情真挚的友情
访仙小学四年级访仙小学四年级（（44））班班 刘梓刘梓玥玥

又黑又长的长发又黑又长的长发，，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柳柳
叶似的眉毛又细又长叶似的眉毛又细又长，，樱桃似的小嘴能说会樱桃似的小嘴能说会
道道，，典型的瓜子脸典型的瓜子脸———这就是我的朋友—这就是我的朋友，，陈奥陈奥
微微。。

记得有一次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做一道题目我正在做一道题目，，揉着太揉着太
阳穴算着一共多少件阳穴算着一共多少件，“，“要求一共多少件要求一共多少件，，那很那很
简单简单，，就用就用 9090**66==540540（（件件），），下面的就……下面的就……””这这
时陈奥微走了过来时陈奥微走了过来，，对我说对我说：“：“我不会做这道我不会做这道
题题，，你会吗你会吗？”“？”“我也不会做我也不会做。”。”我和陈奥微再读我和陈奥微再读
一遍题目一遍题目，，读着读着，，读着读着，，我们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们似乎明白了什么。。
陈奥微说陈奥微说：“：“我觉得总少了什么条件我觉得总少了什么条件。”“。”“哦哦，，我我
知道了知道了，，会做了会做了。”。”然后然后，，我仔细一想我仔细一想，，按捺不住按捺不住
内心的喜悦内心的喜悦，，开心叫了起来开心叫了起来：“：“耶耶，，我会做了我会做了！”！”

我俩不仅能一起解决困难我俩不仅能一起解决困难，，还互相帮助还互相帮助。。
有一次有一次，，我和陈奥微一起下楼梯的时候我和陈奥微一起下楼梯的时候，，她突她突
然摔倒了然摔倒了，，我赶快把她扶回教室我赶快把她扶回教室。。还有一次还有一次，，
我去帮老师拿本子我去帮老师拿本子，，结果有一个人跑过来结果有一个人跑过来，，把把
本子撞翻了本子撞翻了，，都是陈奥微帮我把本子捡起来都是陈奥微帮我把本子捡起来
的的。。

友情是一种最纯洁友情是一种最纯洁、、最永恒的情感最永恒的情感，，每个每个
人都要珍惜自己身边的那份友情人都要珍惜自己身边的那份友情！！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丁锁泉丁锁泉））

了不起的外婆了不起的外婆
界牌中心小学五界牌中心小学五（（1010））班班 许可许可

我有一个既慈祥又会教育我的外婆我有一个既慈祥又会教育我的外婆，，她那天她那天
生飘逸的卷发下面生飘逸的卷发下面，，有一张和蔼可亲的脸庞有一张和蔼可亲的脸庞。。我我
的外婆六十多岁了的外婆六十多岁了，，可一点也不老可一点也不老，，像年轻人一样像年轻人一样
充满活力充满活力。。

记得记得，，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夏日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夏日，，我们家一我们家一
起去逛街起去逛街。。走了一会儿走了一会儿，，我汗流浃背我汗流浃背，，头顶冒头顶冒
烟烟，，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热气腾腾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热气腾腾，，真想弄点冷真想弄点冷
饮解解暑饮解解暑。。就在这时就在这时，，外婆不知从哪里买来冰外婆不知从哪里买来冰
棍棍，，高高举着说高高举着说：“：“大家快来吃冰棍吧大家快来吃冰棍吧，，别中暑别中暑
了了。”。”我立刻接过一支打开包装我立刻接过一支打开包装，，快活地啃起快活地啃起
来来。。转眼间转眼间，，只剩下几根冰棍棒了只剩下几根冰棍棒了，，我就把装冰我就把装冰
棍的袋子随手扔到了地上棍的袋子随手扔到了地上，，被外婆发现了被外婆发现了：“：“你你
还是扔到垃圾桶里还是扔到垃圾桶里。。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
我们丹阳怎么创建国家文明城市我们丹阳怎么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外婆外婆，，你也你也
真够与时俱进呀真够与时俱进呀！”！”我准备扔进垃圾桶时我准备扔进垃圾桶时，，又发又发
现有两个不同的垃圾桶现有两个不同的垃圾桶，，一个是可回收一个是可回收，，还有一还有一
个是不可回收个是不可回收，，我挠了挠头不知道扔到哪一个我挠了挠头不知道扔到哪一个。。
这时外婆又似这时外婆又似乎知道我的难处似的出现在我的身乎知道我的难处似的出现在我的身
旁旁：“：“棒子是可回收的棒子是可回收的，，而塑料袋子是不可回收的而塑料袋子是不可回收的。”。”
我大吃一惊我大吃一惊，，连连赞叹连连赞叹：“：“外婆可真厉害呀外婆可真厉害呀！”！”

看看，，这就是我的外婆这就是我的外婆！！（（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张浩然张浩然））

老屋寄情
丹凤实验小学三（4）班 蔡昊成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有着许多的欢乐，
也有着些许的不悦，但我记忆中的那座老屋
却始终令我念念不忘！

虽然我们家老屋的构造和邻居家几乎
一样，但我家老屋周围有着许多邻居家没有
的植物、动物。

还记得门口那一棵很大、很粗壮的枣
树。夏天，我常常在树荫下玩耍，看蚂蚁搬食
物，听知了的欢唱；一过夏天，我便天天盯着
树上的枣子，盼望它们快点长；进入秋天，枣
子成熟了，变白，变红，而我早已口水直流，催
着打枣子，爷爷和爸爸就会找来一根很长很
长的竹竿——打枣，即使砸在头上有点疼，我
仍会不顾奶奶的阻止到树下去捡枣子。

记得老屋的东北角还有四棵我最爱的
桃树。每当桃子有一点儿红的时候，我就会
迫不及待地摘一个下来尝尝，等到桃子已经
粉红粉红的时候，桃树上的桃子就已经所剩
无几了。

老屋的东墙边还有一棵很招惹蚂蚁的
枇杷树，那是一棵一次可以结出很多又大又
甜又多汁的枇杷的枇杷树，一树的枇杷够我
和小伙伴们解馋好久呢！

枇杷树的旁边还有一口水井，这口井的
井水味道很甘甜，给我们家和邻居家带来了
很大的方便，大家都会用井水来淘米、洗菜、
洗衣服。

老屋的西南边还有三个犬舍呢，分别住
着叫大白的萨摩耶，叫小黑的拉布拉多，叫莫
莫的边境牧羊犬，他们也都是我们家的小成
员，在童年它们给我留下了许多的记忆。

老屋周围还有许多许多的东西，它们都
让我的童年变得更加快乐……老屋，我爱你！

（指导老师：朱丽俊）

好想做个慈善家好想做个慈善家
华南实验学校五华南实验学校五（（88））班班 张意钒张意钒

那件事的发生那件事的发生，，萌生了我想做个慈善家的理萌生了我想做个慈善家的理
想想。。

那年我那年我99岁岁。。一个炎热的暑假一个炎热的暑假，，妈妈带我去妈妈带我去
北京玩北京玩。。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天安门广场，，一个瘦小的身影引起一个瘦小的身影引起
了我的注意了我的注意———在一个灰暗的角落—在一个灰暗的角落，，一个瘦骨伶一个瘦骨伶
仃的残疾小女孩蜷缩在那儿仃的残疾小女孩蜷缩在那儿，，身边放着一个破旧身边放着一个破旧
的小铁碗的小铁碗。。只见她身穿一件破烂无比的灰色布只见她身穿一件破烂无比的灰色布
衣衣，，裸露的肌肤依稀可见被鞭打过的痕迹裸露的肌肤依稀可见被鞭打过的痕迹。。四肢四肢
短缺短缺，，头发乱蓬蓬的头发乱蓬蓬的，，满是灰尘的小脸上有一双满是灰尘的小脸上有一双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一张毫无血色的小嘴巴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一张毫无血色的小嘴巴。。
因为消瘦因为消瘦，，眼窝深深陷了下去眼窝深深陷了下去，，显得格外无力显得格外无力。。
她端着饭碗她端着饭碗，，不停向过往的行人乞求不停向过往的行人乞求，，希望给一希望给一
点施舍点施舍。。可人们行色匆匆可人们行色匆匆，，顾不上瞧她一眼顾不上瞧她一眼。。

一天了一天了，，她的碗里也只有几个硬币她的碗里也只有几个硬币。。女孩痛女孩痛
苦地闭上双眼苦地闭上双眼，，嘴巴不停的颤抖嘴巴不停的颤抖。。可见可见，，她一天她一天
如果只有这么点收入如果只有这么点收入，，回去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回去该受到怎样的惩罚！！
我走过去我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拍了拍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她睁开眼睛，，颤颤巍颤颤巍
巍地说巍地说：“：“姐姐姐姐，，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将一张我将一张1010元的纸币元的纸币
轻轻放入她的铁碗里轻轻放入她的铁碗里，，她激动又吃力地吐出两个她激动又吃力地吐出两个
字字：“：“谢……谢谢……谢！”！”

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拍了拍她干枯的我拍了拍她干枯的
小手小手，，转过身去转过身去，，不忍让她看见我溢满泪水的眼不忍让她看见我溢满泪水的眼
睛睛。。

这个女孩的身影深深印在我的心里这个女孩的身影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我下定我下定
决心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慈善家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慈善家！！我要帮助那我要帮助那
些困难的儿童些困难的儿童，，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们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们！！那位不那位不
知名的小妹妹知名的小妹妹，，你还好吧你还好吧？？希望你早日脱离水深希望你早日脱离水深
火热的生活火热的生活，，同时也要对你说声谢谢同时也要对你说声谢谢！！谢谢你让谢谢你让
我学会了奉献……我学会了奉献……（（指导老师指导老师：：郑海霞郑海霞））

桂花桂花
里庄中心小学里庄中心小学 马事成马事成

在我的家乡在我的家乡，，到处可以见到桂花树到处可以见到桂花树。。桂花树桂花树
的枝干直直的的枝干直直的，，硬硬的硬硬的，，不像柳树那样柔韧不像柳树那样柔韧，，颜色颜色
是棕灰色的是棕灰色的。。桂花树的叶子也与其他树的叶子桂花树的叶子也与其他树的叶子
不同不同，，许多树的叶子秋天都会枯黄凋零许多树的叶子秋天都会枯黄凋零，，冬天就冬天就
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而桂花树叶就不一样而桂花树叶就不一样
了了，，无论是秋天还是冬天无论是秋天还是冬天，，它还是像春天夏天那它还是像春天夏天那
样样，，长得郁郁葱葱的长得郁郁葱葱的。。

桂花的样子更为独特桂花的样子更为独特。。许多花是由一些肥许多花是由一些肥
大的花瓣组成的大的花瓣组成的，，而桂花是由四瓣米粒般大小的而桂花是由四瓣米粒般大小的
花瓣组成的花瓣组成的，，看起来像一个极小极小的酒杯看起来像一个极小极小的酒杯，，非非
常精致常精致。。桂花一般有两种颜色桂花一般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的一种是金色的，，
叫做金桂叫做金桂；；一种是银色的一种是银色的，，叫做银桂叫做银桂。。在绿叶丛在绿叶丛
中中，，偶尔一看偶尔一看，，几乎是看不见桂花的几乎是看不见桂花的，，只有细细地只有细细地
看看，，才能看到才能看到。。但是但是，，你并不要看到桂花你并不要看到桂花，，才可以才可以
知道桂花开了知道桂花开了。。当秋风把缕缕独特醉人的清香当秋风把缕缕独特醉人的清香
送到你的鼻子里时送到你的鼻子里时，，你一定会突然想到你一定会突然想到，，啊啊，，一定一定
是桂花开了是桂花开了！！桂花的花香是独一无二的桂花的花香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你即使你
站在离桂花有十里之外的距离站在离桂花有十里之外的距离，，也能清清楚楚地也能清清楚楚地
闻到桂花香闻到桂花香，，所以人称所以人称““桂子花开桂子花开，，十里香飘十里香飘”。”。

桂花不仅美桂花不仅美、、香香，，它还有许多你想不到的作它还有许多你想不到的作
用用。。从桂花树摘下来的桂花可以做成桂花茶从桂花树摘下来的桂花可以做成桂花茶，，还还
可以做成桂花糕可以做成桂花糕、、桂花酒桂花酒、、桂花香料等其他食品桂花香料等其他食品
……桂花不仅可以观赏……桂花不仅可以观赏，，还有这么多的作用还有这么多的作用，，可可
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花呀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花呀！！我爱家乡的桂花我爱家乡的桂花！！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刘小丹刘小丹))

变成小蚂蚁变成小蚂蚁，，也要在一起也要在一起
后巷实验学校四(1)班 刘雨欣

垂耳兔和长耳兔闹翻了，可是没过多久，
她们就憋得难受了。垂耳兔做了一个好吃的
点心，她太想让长耳兔尝尝了；长耳兔呢，她
刚看到一个字谜，正想让垂耳兔猜呢。糟糕
的是，她们吵架时说过，谁再上对方的家，谁
就是地上的小蚂蚁。

最后，还是垂耳兔憋不住了。她给长耳
兔发了条短信，上面写着：长耳兔，我们和好
吧，我们可以谈判。长耳兔看到后，也给垂耳
兔回了条短信：和好？可以啊，你来我家谈判
吧。这时，垂耳兔想起了她们吵架时说的话，
就回了条短信：还是你上我家谈判吧！她们
俩谁也不肯让步，最后还是垂耳兔聪明，她打
电话给长耳兔说：“咱们选一个离两家一样远
的地方，好吗？”长耳兔说：“行，让我算算选什
么地方好。”

她们放下手机，就开始算了起来。两家
距离 20米，长耳兔算了三遍，也没有算出 20
米的一半是多少。她只好给垂耳兔打电话：

“请问你家有计算器吗？我遇到了点儿难
题。”垂耳兔说：“有啊，我可以借你。”长耳兔
赶快挂了电话，跑到垂耳兔家里，向她借来了
计算器。她回家，一按按钮就算出来了，她们
两家的中间是在 10米远的地方。长耳兔马
上打电话告诉垂耳兔，在离她家10米远的地
方谈判。

但是 10米远的地方在哪里呢？垂耳兔
想，应该用尺量一量。可是，家里没有卷尺
啊。她立刻打电话给长耳兔：“喂，你家有卷
尺吗？”“有啊，你来拿吧。”长耳兔说。垂耳兔
飞快地跑到长耳兔家，拿来了卷尺。她从门
前量起，10米，正巧是一座小桥。

就在垂耳兔转身回家时，一只鞋掉进了
河里，被河水冲走了。她赶紧打电话给长耳
兔：“你能借我双鞋吗？我的鞋掉河里了。”

“你等着啊，我就来。”长耳兔放下手机，选了
双新鞋，飞奔到小桥。垂耳兔接过鞋说：“谢
谢你！”长耳兔摆摆手：“不用谢！”她俩忽然笑
了起来：“还谈什么判啊？我们不都串过门了
吗？”

长耳兔和垂耳兔拥抱在一起，唱起歌
来：两个好朋友啊/难分又难离/就是变成小
蚂蚁/也要在一起……

（指导老师：江燕敏）

马玉仙，云阳学校
教务处副主任，多次被
评为丹阳市师德标兵和
基础教育先进个人。
2008年度丹阳市十佳
教师， 2010年度市政
府记三等功，两次获丹
阳 市 五 星 级 党 员 ，
2017年度镇江市优秀
辅导员。执教市级以上
公开课20余节，参加
中央教科所举办的作文
教学大赛获二等奖。

那段尘封在古诗里的友情
云阳学校六（3）班 王腾跃

完成了今日的功课，照例翻开《唐诗三
百首》，目光无意间停留在了“送元二使安
西”这首诗上。虽然以前早就学过，也倒背
如流，但今日细细品来，却被其中那份意味
深长的情谊所打动了……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当年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晚年之
作，创作在大约安史之乱过后，恰逢国内时
局动荡不安。王维也因当年被迫投降叛军
而被贬官在家，郁郁而不得志。对于诗中那
位挚友，我也是非常好奇，但翻遍我所能及
的资料，都查不到关于元二的任何生平考
证，只知道本名元常。但光凭诗人对其的情
谊，我便可断定此二人必是志同道合、意气
相投。所以王维对老友此番去守卫边疆，那
份依依不舍、担心忧虑之情便饱含于诗词之
中了。

沉思中，当年那一幕仿佛浮现在了我的
脑海之中了……

忆当年，细雨轻扣酒馆之门，“嗒嗒”作
响。雨似将柳浴之，尘皆无。和风过，柳便
随风摆，若欲将送元常使安西。

馆内，王维与元常虽已饮一夜，却仍不
休。见王维饮尽一杯酒，道：“元兄，忆往昔，
吾与尔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
山岭之上，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甚快活。
只惜今日汝功名已成，欲使安西。望君多
慎，防胡骑，还愿君能使安西成功，来日以富
贵相见。”元常曰：“右丞，汝勿恐，归来之日
吾必先访君之府，再同君一醉方休。”维再斟
酒于常，曰：“望饮尽此杯，西出阳关，再无故
人兮！”常饮之，凝噎而不语。后作揖，再三
道珍重，跨马洒泪而行。维望其影，久不愿
离去。却不料六载后维逝，此别竟成了二人
的生死离别。

此时我真如游离在梦境中一般，想二人
之情，可谓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

叹这段尘封在古诗中的千古友情！

马玉仙点评：千古友情，荡气回肠。小
作者通过诗意的文笔来传情达意，这在同龄
学生中绝不多见。诗意烘托，造境传情，以
情动人。本文语言是文章的一大亮点，长短
句交错使用，词句精炼，又运用了比喻、对偶
等修辞手法，使得语言绵长悠远，古典气息
浓郁，书香味十足，文学底蕴丰厚。

名师谈谈谈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