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爱上写作（小学版）
2019年6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张吴 组版：赵勤 校对：步剑文 05爱上写作（小学版）

2019年6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张吴 组版：赵勤 校对：步剑文

施先生
实验学校六（6）班 张苏豫

施先生，名华琴，与吾班授课。相其
目光炯炯，却不遮面色疲累之态，观之，慈
善和蔼，可亲之极。

先生授阅读，吾自为能，不期师言之
要点，点之诀窍乎！视班之劣者，却坐之
正，听之专，目不转睛矣！

先生课时，常手舞足蹈，声色并茂，为
余解。细观每生，尔等皆被其生动者形，
绘声者讲，亲之和蔼感耳！

师令服，更与诲人耳。堂中，授予“句
子赏析法”，师欲先考，之与兴硕兄，兴硕
惶恐极，遂汗出而不能言。师见笑曰：“汝
思之，汝作篇当以何为美？以甚为妙乎？”
对曰：“吾作文，当写生动。”师曰：“何以动
人耳？”硕顿大悟，高呼：“知矣！美句当以
比喻，拟人者修辞法先也！”师鼓掌曰：“亦
如？”硕答之不上，支支吾吾，遂默言。众
见皆讽之，师却笑：“只修辞者美句？汝知
句不离段，段不离篇乎？赏句亦需整文
启，天马行空可弗妙乎？”硕又大悟，对曰：

“谢先生，知矣，美句应不离篇段，紧扣中
心，深化主题者，尚句之美也！”言罢，众意
满皆笑。

先生善言。授文本序时，顺、倒、插三
序为使吾辈知其用，故编一鉴倒叙：“一午
夜，风雪交加之树林，阴森可怖，一场凶杀
案正现耳……”说得人人不寒而栗，师借
机曰：“可知倒叙之甚？”众如拨云见日，忙
曰：“知之！乃引人入胜，牵人心弦之法
耳！”师即赞。

诲开题之用时，师为吾懂之，例三点：
“其一，可含文义开，其二可文中物开，其
三可述中心思想，言外之意开。”师恐不
明，亦言：“吾述事汝思言外之意。张大妈
与楼上浇花，淋湿楼下李大妈之被，李遂
言，张大妈真是锦上添花耳——-甚？”“锦
上添花！”师喜对：“何故？”“言外之意者，
张湿李之被耳！”此招与吾师更甚也！

不觉间，铃响课毕。知识亦皆牢为
记，真谓启中思，思中学，学中得！呜呼！
何时再聆施先生教诲！甚盼！

（指导老师：张迎迎）

参观南京博物院
新区实验小学 三（10）班 孙文一

那天，我和爸爸妈妈又去了南京博物
院。这座历史的宝库每一次去，都能带给
我新的体验和知识。

博物院古色古香的建筑大气磅礴，走
进展馆里面更令人目不暇接。瓷器馆里
精美的瓷瓶、瓷碗。大大小小，形态各异，
有的晶莹剔透、有的色彩鲜艳……真想不
到，古代的人们在落后的条件下，是怎样
烧制出如此精美的作品。民俗馆里有各
种传统手工业的木作工具、纺线用的绕线

车、近代的铜龙珠灯……这都是人们劳动
智慧的结晶。

我最喜欢的是民国馆。这里重现的
是民国时南京的场景。古老的街道两旁
是青瓦白墙的仿民国建筑，挂着繁体字招
牌的药店、照相馆、邮局、银行，看起来很
新鲜。我们还去药店买了一盒风油精，里
面的布置和平时去的药店完全不同。走
到仿制的火车站的时候，一列火车吸引了
我的视线，它和我看到过的火车都不同，
从与爸爸的交流中，我知道当时中国很落
后，火车起步晚发展慢，速度也很慢，每小
时大约能行驶60公里左右。新中国成立
以来，火车快速的发展，我们现在已正式
投入使用的复兴号的最高时速已经达到
每小时400公里。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
的发展。我为日新月异、不断发展壮大的
祖国感到自豪。

（指导老师：邹兴华）

我家欢乐颂
横塘中心小学三（4）班 眭丽文

擅长厨艺的爸爸一下班，回家“吱嘎”
打开门，就钻进了厨房。“哗哗”“当当”水
龙头和水盆吵起了架，小青菜们一头扎进
了水盆，“哗里哗啦”洗了个舒服澡。煤气
灶“噼里噼里”，火苗“喇喇”地窜了出来。
油“滋滋”地跳着舞，小青菜们又跳进了铁
锅，铁铲“叮叮当当”地翻炒着，像和亲爱
的铁锅兄弟打招呼。放入调料，爸爸“铛
铛”拿出盘子，把小青菜“唰唰”盛了进去，
一盘香喷喷的小青菜就做好了。爸爸把
菜端到了餐桌上，然后又钻进了厨房。水
龙头又唱起了“哗啦啦”的歌，几块大骨头

“扑通”一声跳进了水盆，爸爸戴着手套，
伸进水盆，洗掉骨头上的血渍，“砰砰啪
啪”骨头被剁成了小块。爸爸端了半锅
水，放在煤气灶上，再把骨头放进去，放上
几根葱，一些黄酒，一些盐，一些醋，“咕嘟
咕嘟”烧上半个小时。

“呼呼”香气弥漫，爸爸打开锅盖，拿
出大碗，汤盛进去，端到了餐桌上，两个菜
烧好了，开饭了——“叮当”的碗筷声，“嘻
嘻”的欢笑声，组成了一支家庭欢乐曲。

（指导老师：眭金和）

春雨
正则小学五（6）班 林哲一

春天是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而春雨则
是春姑娘用来滋润大地的乳汁。她不像
夏雨那样猛烈，不像秋雨那样淅沥，更不
像冬雨那样寒冷，她轻轻的、柔柔的、细细
的，就像春姑娘笑出的眼泪一样。

俗话说得好“春雨贵如油”。初春的
柳树上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绿芽，一场春
雨过后，柳树迫不及待地抽出了许多嫩绿
的枝条，一眼望去，满树的绿色，正所谓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春天更是百花争艳的季节。迎春花、

桃花、梨花、杏花、杜鹃花……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竞相开放！白的如雪，粉的如
霞，红的如火，好一派迷人的景象。你瞧，

这几株海棠也毫不逊色，在春雨的滋润
下，花开得更艳了，“海棠不惜胭脂色，独
立蒙蒙细雨中”的诗句赫然出现在我的脑
海中。

春天的田野里也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归林的鸟儿从田野上空飞过，地里的农民
在辛勤地耕地、播种。清明节前后是种瓜
种豆的最好时机，我想这些农民伯伯应该
是想赶紧把种子种下，让它们多喝一些春
雨，取得大丰收吧。

春雨滋润万物，万物生机勃勃，我爱
春天，我更爱这春天的春雨！

（指导老师：柴静梅）

网络变便遍
华南实验学校六（5）班 丁兰馨

“哎呦，不好！家里没米了，明天早饭
没着落了！”

一个雨夜，妈妈突然大呼道，说着就
急匆匆地要冲出去买米。正抱着手机的
爸爸却一脸淡定地笑着说：“别着急，据说
淘宝上有个‘淘鲜达’，可以送货上门，我
来试试。”

“真的吗？”妈妈一脸怀疑。只见爸爸
点开手机，没两分钟，一脸满意地说：“瞧，
买好了，半小时内送达！”果然，不到半小
时，门铃响了，一个外卖小哥提着一大袋
米站在门口，果真是“送货上门”啊！

妈妈提着米，笑眯眯地说“这下再也
不用急着去超市排队了。”我欢呼起来：

“我也不用跟着搬东西咯！”
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网络的发达，

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生活
更便捷了。

记得前年暑假，烈日炎炎，妈妈带着
我打着伞，戴着帽子，穿着防晒衣，奔忙在
被晒得滚烫的马路上，赶着一堂堂“作文”

“英语”“奥数”“钢琴”……每天，我顶着烈
日的暴晒，忍着马路的灼烧，汗使衣服紧
紧贴在身上，让人喘不过气，一个暑假下
来，我简直就成了非洲难民！今年，有了
网络课程，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会晒黑
啦！随时随地，拿出手机，点开网课，我就
能跟着老师一起读，学着老师一起写，还
可以上传录音让老师点评，比起在外面上
课，真是又省时间，又省力气！

以前，奶奶每星期用座机和远在北京
的姑妈打一次电话，可总是说不了两分
钟，就听她拼命催：“电话费贵的，好了，挂
了啊！”现在不同了，她有了智能手机，学
会了视频聊天，每天都和姑妈视频通话，
她们一说就是大半天，再也不用顾虑电话
费的问题了。从家里的装修到每天的伙
食，姑妈家的大小事情，都在奶奶的掌握
之中。

看着奶奶乐呵呵的表情，我又会想起
菜市场门口那些同样乐呵呵的卖菜老人，
现在他们的菜篮子里，都放一个微信支付
的二维码，买菜卖菜都不用带钱了，那叫
一个方便！

这就是网络的——变便遍，我要感谢
网络时代，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
好。

（指导老师：汤国荣）

快乐的足球赛
实验小学二（3）班 盛晓妍

星期五上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我们班要和二（9）班举行一场足球比
赛。

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
了。场上所有的队员围绕着足球，你来我
往，互不相让。不一会儿大家都累得满头
大汗，可是同学们仍然在努力地拼搏着。
上半场结束时场上的比分是0:0。下半场
的比赛更加激烈。就在比赛快要结束的
时候，我们班丁择同学从对手那抢断了足
球，巧妙传给了钱昊泽。钱昊泽晃过了对
方球员，拔脚怒射。足球像个炮弹一样飞
进了二（9）班的球门——1:0，比赛结束了，
我们班取得了胜利！场上的队员和场外
的同学们都欢呼起来。

我希望我们班能够再接再厉，最终能
赢得“校长杯”足球赛的冠军。

（指导老师：张云霞）

坐车记
匡亚明小学六（4）班 蔡睿泽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数不胜数，可
谁又知道，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不是个新手
呢？

我的舅妈和妈妈就是这样两个菜鸟
驾驶员，也就人们常说的“马路杀手”。拿
到驾照后，她俩一直在寻找驾车上路的机
会。这天，舅舅和舅妈来接我和妈妈去串
门。路上，舅妈忽然提议：“让我们来开
吧，这条路上车很少，正好练练技术。”没
等舅舅同意，舅妈已经下车准备和舅舅换
座位了。舅舅无奈，只得坐到副驾驶的座
位上，充当教练。

舅舅开车的时候，车子还好好的。可
舅妈一开，车子就闹起了情绪，一会儿咆
哮，一会儿颤抖，就像一位咳嗽不停的老
爷爷。舅妈倒是满不在乎，继续开车。这
可害苦了我这位乘客，我就像一架天平一
样，一会偏左，一会偏右。正当我难受的
时候，车子一个急刹，我“嘭”的一声撞到
了副驾的椅背上。原来，车前二十多米处
出现了一辆电动车。真是的，还有二十多
米，刹什么车呀？刹车就刹车，干嘛还急
刹？终于，舅妈这位屡屡犯规的驾驶员在
我们的埋怨声中下场了。

该轮到妈妈出场了。妈妈的技术比
舅妈好一点，至少我这架天平恢复了平
衡。很快，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该转弯
了。妈妈没什么经验，唯恐车子转不过
来，便使劲扳方向盘。可怜的汽车在忍气
吞声了一会之后，终于发起了“反攻”：它
在绕了一道完美的弧线之后，奋不顾身地
向一辆面包车扑去。还好，舅舅眼疾手
快，扭转了方向盘，才阻止了一场悲剧的
发生……

每当想起这次坐车的经历，我就心惊
胆战，我再也不上“马路杀手”的车了！

（指导老师：李金洋）

我来到神秘的树洞
荆林黄荻小学六年级 谢东霞

夜深了，宁静的天空漆黑一片，几颗
星星从云缝里挤出来，眨眨眼又躲起来
了。

突然，一阵风把窗户推开了，我看到
一位穿着树叶的女孩缓缓向我走来，之
后，我便觉得眼皮越来越重…… 咦？这
是哪儿？我慢慢睁开了双眼，看到自己正
躺在地上，显然，我是被冻醒的。我摸索
着往前走，不久看到了一个树洞，一个女
孩在旁边站着。女孩做了一个“请”的手
势，说：“欢迎来到魔法王国，我是绿叶守
护者安安。”哇塞！我不会是做梦的吧！

“哇！——”无数的萤火虫在空中飞
来飞去，树洞内的景色给人一种恍如隔世
的感觉。我正玩得开心，突然，一道白光
直冲夜空中，仿佛把黑色的布幕戳了个大
洞。一个凶神恶煞的恶女巫气势汹汹地
冲着安安说道：“赶快让你的女王和所有
精灵应战！我要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新
武器——晕晕球哦！哈！哈！”一阵狂笑
后，她掏出了一个圆圆的、缠绕着一层层
线圈的晕晕球。漂亮、迷人的女王赶来
了，精灵们并没有见过这个晕晕球，所以
他们没有防备什么，哇哇地迎了上去。谁
知道晕晕球如此厉害，好几个精灵都被这
个晕晕球弄得睡着了，怎么叫都叫不起
来。还好，我在家里看的《熊出没之探险
日记》中也有晕晕球，只要不盯着这个球
看的话，就不会被催眠。我急忙跑到女王
面前说道：“你好！我知道如何打败那个
恶女巫！”我凑上前，在她耳边小声地说，
她终于露出了笑容。恶女巫见晕晕球没
了用处，一气之下，化作黑烟逃走了。精
灵们欢呼起来，一个个都手舞足蹈，并围
着我跳起了欢快的草裙舞……最后，我笑
醒了。 （指导老师：王国富）

我和书法的三次结缘
后巷实验学校五（6）班 阮万嘉

说起爱好，许多人都会想到钢琴，画
画，下棋等等。今天我想说的就是我与国
粹书法的三次结缘。

第一次，那是前年暑假刚开始的时
候，爸爸带我去报暑假班，正好路过一个
书画院，进去一看，墙上挂满了书法作品，
写得非常漂亮，我看得入了迷。于是爸爸
就问我想不想学，说实话我心里很想学，
但是又怕学不好。爸爸看出了我的担心，
就鼓励我说：“可以先学了试试看。”后来
爸爸就给我报了一个书法班。

第二次，那是四年级刚开学的时候，
我们又重新分了班，迎来了新的班主任徐
老师。没想到徐老师也是一名书法爱好
者。有一次在语文课上，徐老师问：“班里
有谁学过书法？”我把手举得高高的，此时
看到徐老师朝着我会心微笑。

第三次，那是快要到“六一”儿童节的
时候，一天，徐老师让我们大家踊跃报名
参加儿童节的节目汇演，还当场推荐我表
演书法。

儿童节很快就到了，我拿出准备好的
东西，先放好毛毡，铺好
米字格，拿出毛笔和墨
水。一开始我很紧张，

发现自己的手居然
在抖，感觉快要控
制不住熟悉的毛笔
了。此时，亲爱的
徐 老 师 走 到 我 身
旁，在我的肩上轻
轻拍了两下，和蔼

地说：“不要紧张，平时在家里怎么练的，
在学校里也一样。”在得到老师的鼓励后，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手也渐渐地恢复了
平静，写完后徐老师让班长帮我一起托起
作品向同学们展示，听着同学们热烈的掌
声，此刻满满的成就感如泉水般涌向了心
头。

（指导老师：范青云）

有趣的“点穴功”
实验小学二(8)班 林之昊

小朋友们，你们看过电视上的武林高
手使用“点穴功”了吗？无论别人在干什
么，只要用手轻轻一点，对方就像被冻住
了一样，保持原来的姿势，动弹不得，是不
是既神奇又有趣？今天我们就体验了一
把。

下午最后一节课，张老师轻快地走进
教室，脸上还微微带着笑容，我们一看就
知道有好事要发生，果然，张老师说：“今
天我们来玩一个定格游戏吧！”她的话立
刻轰动了全班，我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开
了，张老师说：“你们可以先自由活动，只
要我说‘定！’你们就要保持原来的姿势，
连眼睛都不许眨，就像被点了穴，不然就
出局。”我们信心满满地说：“没问题！”

游戏开始了，教室里立刻沸腾了起
来，同学们都开启了“嗨翻天”模式，宋瑞
拼命地敲打束熠的桌子，束熠赶紧用手抱
住宋瑞的头，想要阻止他；我一边跳一边
摇头晃脑；易航就更疯狂了，他在和陈励
搏斗，只见他蹲下身子，用手抱住陈励的
双腿，就在这时，只听张老师说：“定！”教
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们保持住原来的姿
势，我两腿岔开，微微蹲着，双手举在胸
前，我用余光偷偷扫了一下大家：几个女
生低头弯腰正在商量事情；宋瑞的脑袋还
被束熠抱在怀里；易航半蹲着抱住陈励的
腿，他嘴巴张得老大，一副怒目圆睁的样
子，搞笑极了，我忍不住想笑，这时李富恋
动了一下，马上被淘汰了，我吓得赶紧看
向别处。我的腿有点站不住了，手臂酸
痛，手指有点发麻，我看见石煜洋保持着
看书的姿势，心里好后悔啊，为什么我没
有找到这么舒适的姿势呢？过了大约一
个世纪，张老师终于开口说：“游戏结束！”
我们异口同声地叹了口“唉……”随即，我
们哈哈大笑了起来。（指导老师：张瑞英）

亲子植树活动
蒋墅中心小学三（3）班 许亦涵

太高兴啦！我竟然被老师选去参加
亲子植树活动啦！

星期四下午，爸爸带着早就准备好的
水桶和铲子，到学校和我汇合。大家带上
工具来到学校安排的植树地点——北教
学楼后面，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
我和爸爸选了一片离水池特别近的草地，
爸爸对我说：“把这棵树苗先放到旁边
去。”只见爸爸两手握紧铲子，右脚踩着铲
子用力地往下挖，不一会儿工夫，爸爸就
满头大汗。坑挖好了，我和爸爸一起抬起
树苗放进坑里，我扶正树苗，爸爸把刚刚
挖出来的土重新铲回坑里。看泥土把树
根都埋住了，爸爸吩咐我把土稍微踩踩
实，接着他一边继续埋土一边让我去拎
水。这时候我看了看四周，大家都在忙碌
着：有的在填土，有的在浇水，还有的还在
挖坑呢！

我打了半桶水回到我们的树苗旁，爸
爸侧过水桶让水慢慢地流到树根周围。
干燥的泥土一下子就湿润了，小树苗仿佛

喝足了水，向我道谢呢！我高高兴兴地去
领了牌子，小心翼翼地系在我和爸爸一起
种下的小树苗上。这回，才算是大功告成
了。看着小树苗上写着“认养人：许亦涵”
几个大字，我感到特别自豪。

（指导老师：孙建琴）

喜 鹊
丹凤实验小学四（2）班 丁勋驰

在我们家乡，喜鹊象征着吉祥，人们
嘴上常说着一句话：“喜鹊叫喳喳，喜事来
到家。”

那天，我正在树荫下乘凉，突然，有两
只喜鹊落到了大树上。这棵树长得非常
高，树叶繁茂，像是一把太阳伞罩着大
地。我仰望着喜鹊们，细心地观察它
们。

这两只喜鹊的羽毛只有黑白两色，
头、颈、背部和尾巴是乌黑的，闪着油亮的
光泽，双肩和腹部的羽毛黑白两色，显得
那么朴素，那么雅致。它们的体态轻盈优
美，尤其是那尾巴，显得更加俊俏。 它们
一会在枝头，一会儿又落在屋顶，那尾巴
总是翘翘的。让人感到它们无比的活泼
可爱，再细听它们的叫声，“嘎—唧唧唧
唧！嘎—唧！嘎—”的声音，韵调虽然简
单，但清脆响亮，且尾巴随之上下翘动，活
泼动人，非常惹人喜爱。

后来，那两只喜鹊成了我家的“常
客”，经常光顾我家门前的大树，因此，我
不止一次地梦想它们给我家带来喜事
…… （指导老师：毛姗姗）

人间美味——牙签肉
访仙中心小学六（3）班 逯野

“逯野，快过来吧，爸爸的牙签肉做好
了，赶紧趁热来吃吧！”厨房里传来爸爸夹
杂着肉香的唤声。

“来了。”我一听就蹦起来窜进厨
房。

牙签肉——是我最喜欢吃的菜之一，
我觉得在这个世上只有爸爸做的牙签肉
最好吃。牙签肉的做法其实有点难，但只
要我想吃了，爸爸就会不怕麻烦地做给我
吃。

瞧，今天是周末，爸爸一大早就起来
了，先把买回的里脊肉洗净，切成一小块
一小块的，加入盐、酱肉、料酒、蚝油、糖、
五香粉、孜然和淀粉，再淋上几滴油，用手
抓拌均匀，腌制一个小时。

肉腌制入味后，把提前洗好的牙签一
根根串上肉块，最后裹上一层淀粉。锅里
倒油，下入串好的肉串，炸至两面金黄，趁
热在表面撒上孜然和五香粉，一盆色香味
俱全的牙签肉就大功告成了。

摆上桌的牙签肉多诱人呀，白白的芝
麻散落其间，香气四溢，肉质鲜嫩，令人垂
涎三尺。

刚出锅的牙签肉最香最有味道啦！
我迫不及待地伸出双手，左右开弓，一手
一串，像吃棒棒糖一样左边舔一下，右边
舔一下，等不热了便把牙签肉横过来，张
开嘴，用牙齿快速剔下肉串，哇，肉串入
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我情不自禁地吟了一首小诗：
小小一根牙签肉，
堪称人间之美味，
金黄出锅香四溢，
一串在口更回味。

（指导老师：孙玮华）

我的蚕宝宝
华南实验学校四（2）班 赵桢宇

大约半个月之前，我的同学给我几十
条蚁蚕，这些蚁蚕又小又黑，我别提多开
心了。每天放学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跑
到蚕的面前给它们桑叶吃。那些蚕昂着
头，好像在说：“小主人，我饿了，我饿了。”
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喂养，蚁蚕已经长到
35毫米左右了，我喜出望外。五一劳动节
我去乡下吃饭，奶奶帮我采了好多桑叶，
我高兴得不得了。晚上挑了一片又大又
嫩的桑叶给它们，看着蚕津津有味地吃
着，我就睡觉去了。第二天，我被妈妈的
叫喊声惊醒：“贝贝，不得了，蚕全中毒
了！”“啊？”我听到妈妈的叫声，赶忙一个
鲤鱼打挺，从床上跳了下来，顾不上穿衣
服，直往蚕那边跑去。我一看，吓了一跳，
只见这些蚕的头肿得大大的，呈现出青
色，有的身体蜷缩在一起，有的四脚朝天
已经不动了，有的口吐白沫，还有的奄奄
一息，剩下最后一口气却还在拼命挣扎
着。我非常着急，拿起手机打给了养蚕高
手——外婆求助。我把事情的经过讲给
她听，并让她赶紧拿点解药来。不一会
儿，外婆来了，她拿出一个黄色的小药片，
磨成粉溶解在水里，然后涂在桑叶上，外
婆说：“这些蚕快要眠了，不好办呀，如果
它们不吃，我也回天无力了。”等外婆走
后，我连忙又给爸爸打电话：“喂，爸爸，你
的桑叶是不是打过药了？蚕全都中毒，死
了。”“昨天吃的是奶奶采的桑叶，你问奶
奶去。”我赶紧打给了奶奶。奶奶说：“哦，
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桑叶在十几天前打过
农药了。”“你可真糊涂呀！”望着那些可怜
的蚕，想起了我照顾它们的点点滴滴，从
那么小养这么大多不容易呀！我眼睛湿
润了，眼泪在里面不停地打转。

事情虽然过去几天了，但一想起我的
蚕宝宝，我的心里依然很难受。

第一次拔牙
云阳学校三（7）班 韦雨萱

人生有很多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游
泳，第一次学画画，第一次走路……让我
记忆最深的就是拔牙。

当我的牙动起来时，我的嘴在说话和
吃东西的时候都很疼，特别是在喝那酸酸
的饮料时，在嘴里，饮料好像已经把我的
牙齿和牙龈连着一层皮了呢！我摸着腮
帮子对妈妈说：“妈妈，我的那颗牙齿怎么
这么疼啊！”妈妈亲切地对我说：“要不，我
让你爸爸带你去医院拔了那颗牙吧！”我
急忙说：“算了，还不如让它自己掉呢！”说
完我就跑到床上，躲在被子里，不敢出
来。过了一会，我想了想，要是拔了，以后
吃东西、说话就不疼了。我自告奋勇地对
妈妈说：“妈妈，我要拔牙。”

来到医院，我又开始害怕了，当轮到
我去拔牙时，我还对医生说：“医生，您能
拔得慢一点吗？”医生亲切地说：“好的，小
朋友。”开始拔牙了，我的心怦怦直跳，身
体直打哆嗦，双腿发软，眼睛紧闭。一转
眼，一阵麻疼，变成了一种酸爽的感觉，医
生让我睁开双目，起来漱一下口——牙拔
完了。

很多时候，许多事情并没有那么可
怕，只要我们勇敢点，就能跨过去。

（指导老师：周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