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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捐我50元
延陵学校六（1）班蒋卓昀

一个星期天，阳光格外好。换上破洞牛
仔裤，我邀朋友在商场疯玩了半天后，大家散
的散走的走，我一人另抄了一条近点儿的路
往回赶。

这条街上人不算多，几个乞丐散在墙
角。有一个拉二胡的老头，很精神，黝黑的皮
肤上嵌着一双发亮的小眼睛，白而略有些干
枯的胡子微微地遮住了嘴，身上穿得较整
齐。过往的人们见他拉得还不错，会停下来
听会儿，随后往他跟前的小罐里投些钱。他
对这些视而不见，还是专心地拉他的二胡，任
自己的心思在冷风中飞舞。我也动了怜悯之
心，摸摸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钱，狠下心掏出二
十元，跑到老人跟前，想放进罐里。在撒下钱
的前一秒，我愣住了：老人的罐子里已经堆满
了大大小小的钱，还有两三张百元大钞……

突然，音乐声停住了。我迷糊地抬起头，
只见老人看了看我的破洞裤，又看了看我，用
极其沙哑的声音道：“姑娘……”

我一惊，扔下钱就跑：“啊，我，我不打搅
您了，现在就走！”

然而没迈出几步，又听见他提高了八度
的声音：“你的50元钱！”

咦？50元钱？我回过头去，果然看见一
张绿花花的钱躺在地上。我的口袋拉链拉得
好好的，怎么会掉钱呢？周围的人都看着我，
闭口不言。我慌慌张张捡起钱，话也不说，掉
头就回家了。

回到家，我打开钱包数了又数，多出50
元。我回想起老人看我掏钱时犹豫的动作、
还有为我“立功”的破洞裤时怜悯的眼神，恍
然大悟了。 （指导老师：贡兴）

可爱的小仓鼠
实验小学二（5）班潘雨馨

一天，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小仓鼠，全身都
是灰色的毛，看上去肉嘟嘟、软绵绵的，非常
可爱，所以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小灰
灰”。希望它像灰太狼的儿子小灰灰那样善
良、可爱、讨人喜欢。可是，养了几天下来，竟
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它不仅调皮，还有点暴
力，甚至还会恶作剧。

它每天在笼子里的跑轮上跑上跑下，玩
得不亦乐乎，一有空就不停咬笼子，还不停吱
吱叫。我和哥哥提醒它不要咬笼子，它竟然
还凶我们，朝我们瞪眼睛，吱吱直叫。我去抓
它的时候，它还想咬我。它哪里是小灰灰
啊？简直就是一只暴力鼠！有一天晚上，小
灰灰还从哥哥床边的小沙发上一跃到哥哥的
床上，撒了一泡尿！气得哥哥每天都嚷嚷着
要捏死它。

小仓鼠，我对你爱恨交加啊！

（指导老师：尹明旨）

成长的烦恼
埤城中心小学六（4）班 赵晨梦缘

有人说：“孩子是最快乐的，他们有一个
美好的童年。”不，不是的，我们总有一些无法
与他人诉说而父母又不理解的烦恼。

我不管在清晨发出多么响亮的读书声，
抑或在夜晚阅读多少博大精深的书，成绩总
是不上升。我想，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烦恼
吧。我请教过同学，他们只是随意地和我开
了个玩笑：“你成绩已经不错了。”我也询问过
父母，他们只是严厉地对我进行批评：“还能
因为什么？只能说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
上！你看你们班班长，三门成绩都比你好，还
比你稳定！再看看你，又有几次达到我们的
要求？”

我决定在网上查找资料。我拿到电脑，
正准备打开百度时，瞧见了电脑桌面上的“哔
哩哔哩”。等我反应过来时，我已经点了进
去。我一眼就瞄到了上面的提示：你追的番
更新了。我有些进退两难：不行不行，不能
看！我还要查东西呢！其……其实看一集也
不碍事吧，也就20来分钟吧，就看一集！此时
此刻，我的脑袋里冒出了两个小人——恶魔
和天使。很快我便被“恶魔”说服了：也对，要
什么紧嘛，反正才20来分钟！

主意拿定后，我高高兴兴地翘着二郎腿，
手上拿着包薯片，旁边还有一瓶可乐。就这
样，我过起了我的“肥宅”生活。看着看着，我
觉得后面有人在盯着我，慢慢地、艰难地把头
转过去。嗬，这双眼睛！如此凌厉的眼神！
不……不就是我的妈妈嘛！只见妈妈意味深
长地瞅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无声中审视
我的“罪行”。“哈……哈哈，妈妈回来啦！”我
忽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尴尬地笑道。“现在
你知道为什么比不上别人，成绩不好了吧？”
妈妈的眼神愈发严厉，我没有吭声，也没敢吭
声，“你的自觉性太欠缺了！动不动就控制不
了自己！你说你这样怎么提高成绩？”到最
后，我的烦恼果然还是没解决！

（指导老师：荆国琴）

一针一线皆是温暖
华南实验学校六（5）班 谢逸翎

记得那年深秋，天气转凉，我从幼儿园回
来后又哭又闹。你俯下身来关切地询问，我
便告诉你：“今天这么冷，我都快冻死了，别的
孩子都穿上了又保暖又漂亮的毛衣！外婆，
外婆，我也要嘛，呜呜……”你听完后只是一
笑，答应明天早上一定让我也穿上，我含着泪
点了点头。

那是你为我织的第一件毛衣，为了织那
件毛衣，你一夜都没有合眼。我只记得那件
毛衣真的很暖和，很暖和……

此后，每一年，我都能穿上你为我织的毛
衣。毛衣上的花纹简单又漂亮，摸起来是又
软又结实，每一件我都很喜欢。

你织毛衣的样子很好看，一头银丝，从
不凌乱，那一副黑框眼镜，也不知用了多久，
手上的动作是无比的娴熟：戳、绕、挑，三个步
骤快捷、利索，不带一丝多余的动作。两根银
针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常常令我联想到电视
里魔法师的魔棒。两个银针在毛线中游走，
不一会儿便织出了一大块儿布，你还时不时
地微微勾起嘴角，似乎是在为自己的手艺而
骄傲。

你似是看见了我正在偷偷瞄你，你抬起
头，微笑着对我招招手。我来到你跟前，你让
我陪你聊聊天。

我看看你，你又看看我，一种名为亲情的
泪水溢满双眸，你似是被我吓到了，放下手中
的针线，抱着我：“傻孩子，怎么突然就哭了
呀？”

那一刻，我便下定了决心，我要对我的家

人好一些，铭记“百善孝为先”。
我见过春日夏风，秋叶冬雪，也踏遍南水

北上，东麓西岭。可这四季春秋，苍山淡水之
间的亲切之感，都不及你的一件毛衣……一
针一线皆是你——我挚爱的外婆，对我的爱
……

（指导老师：汤国荣）

雨的诉说
正则小学六（3）班 马奕铭

我是一滴雨。我曾经是太平洋里的一朵
小浪花。有一天，我和我无数的兄弟姐妹获
得了太阳的能量，变成了水蒸气，飞上了天，
遇到了冷空气，变成了一个个小冰晶。后来
又变朵云被风儿吹向了大陆，直到有一天，我
们变成了雨滴扑向了大地母亲。

春天，我们从空中淅淅沥沥地洒落，滋润
了大地。于是，小草从泥土里钻出了小脑袋，
桃花绽开了笑脸，蜜蜂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
舞……农民伯伯在田野上播下了希望的种
子。夏天，“轰隆隆……”一声惊雷，我们从天
而降，在地面砸出了一个个铜钱般的水印儿，
在河面上溅起了一朵朵水花，打在玻璃上“啪
啪”作响。我们这场及时雨，打开了人们烦闷
已久的心扉。秋天，空气中酝酿着芳香的气
息，枫叶把深秋的森林妆成了一幅画，我们潇
潇洒洒地落下来，瓜果、庄稼吸足了水分，滋
滋地，它们成熟了，大地一片金黄。农民伯伯
们开始了幸福的收获。冬天，彤云密布，不
久，我们就变成了冰冷的灿烂的雪花，飞舞着
来到了人间。屋顶白了，树梢白了，大地白
了，孩子们从屋里走出来了，打雪仗，堆雪人，
天地间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快的笑声……我是
一滴雨，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拼过，闯过，累
过，但从未害怕过，停留过，后悔过。正因为
有了我们，大地母亲才如此生机勃勃、多姿多
彩。我愿意做这样的一滴雨水，滋润万物，无
私奉献，永远做地球妈妈的好孩子。

（指导老师：徐成方）

一次勇敢的尝试
荆林黄荻小学六年级谢东霞

在别人眼里，我总是一个“乖乖女”，可在
家里我就秒变“女汉子”，虽说天不怕，地不
怕，可唯独就怕一个人走夜路……不过，那一
次我却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星星和月亮
姐姐都吓得躲到了乌云哥哥身后，怎么也不
出来了。我独自一人无精打采地走在乡间
的小路上，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哼！气死
我了，要不是侄子老抓着我不放，非让我跟他
玩，我也不至于到现在啊！”寒风袭来，一股凉
意扩散开来，我不禁打了个喷嚏，把身上的衣
服裹紧了些。“哎哟！我去——”我的脚不知
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差一丁点儿摔跤
了。我捂着那颗受了惊吓的小心脏，悄悄抹
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吓死我了！听说最近
这村上刚有人死去，不行，我得加快脚步！

一路上，我看到了好多树，虽然在白天我
不屑一顾，但在晚上，那些树似乎长满了绿眼
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看……突然，我面前
闪过一个白色的身影，莫非是鬼来找我算账
了？我加快脚步，跟踪了那只“鬼”，没想到在
拐角处我俩非常“有缘”地撞到了一起，我想
也没想张嘴就是：“你神经病啊！走路不长眼
啊，眼长后脑勺去了？”不过，这“鬼”咋有点儿
熟悉呢！我揭开白布，“啊！老爸！”老爸竟然
策划了这招！

我回了家，刚想向老妈“告状”，老妈却像
早已知道了一样，笑着说：“实话对你说吧，这
一切都是我和你老爸精心策划的哦，为的就
是让你变得勇敢一点儿。”哎！算了，看在老
妈的份上……

（指导老师：王国富）

一次难忘的爱心义卖
横塘中心小学六（4）班 眭文学

在这充满眷恋之情的毕业季里，当老师
宣布开展“爱心义卖”的活动时，我们全班都
沸腾了。

“爱心义卖”在5月31日下午。一大早，
我带上水、零花钱和一些义卖玩具出发了。
眭智杰从家里带来了价格标签，可帮了我们
大忙了，还有四位同学大方的从家里带来了
不同颜色的野餐布，非常漂亮。洪睿的精美
折扇深受大家的欢迎，老早就在班上预定
了。陈月根也不赖，不仅货物多，有很多手工
艺品，还把自家种的西瓜也带来了，有两位老
师已经订购了陈月根的两个西瓜了。

在焦急的等待中，爱心义卖终于开始
了。走进足球场中，已经是人山人海。许多
鲜艳的红领巾已经在塑胶跑道上铺满各色各
样的野餐垫，摊上摆满了同学们从家里带来
的商品，小小售货员们都在用尽全力地吆喝
着。我们也把野餐垫一铺，然后再把义卖的
东西一摆，便迅速吆喝起来。你听，“走过路
过，不要错过了，有了这次就没得下次了，过
来瞧一瞧，看一看啊。”还有的说：“十块钱你
买不了吃亏，十块钱你买不了上当，只需十块
钱，你可以买回家。”叫卖声此起彼伏，震耳欲
聋。

张老师来了，戴老师也来了，就连校长也
被我们的货物给吸引住了，胡史可的课外书
被钱老师买走了，陈月根的西瓜也被卖光
了。天气十分炎热，我们吃点东西喝点水继
续大声吆喝。周航和陈博是两位保安，他们
巡逻在摊位也帮着招徕顾客。我们不光卖东
西，而且还去其他班级买货物。我买到了我
一直想看的《查理九世》，心里喜滋滋的。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将永
远记得这小学生涯中最后一个特别有意义的
儿童节。 （指导老师：袁振华）

我最崇拜的人
后巷实验学校五（6）班 阮万嘉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崇拜的人，我最
崇拜的人，就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非常聪明。每当我学习中有不
会的难题，他都会帮我一起解决，还经常会出
一些和难题相类似的题目让我巩固一下。有
时，我作业中的一些难题，爸爸也不会，但是
到第二天早上，他就会把题目想出来，并且耐
心地教会我怎么写。

我的爸爸十分幽默。每天吃晚饭的时
候，爸爸总会跟我们讨论一个话题，讨论的时
候常常能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有
一次，爸爸说他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鸟在笼
中，恨关羽不能张飞。”问我们能不能用四大
名著中的人物对出下联？我跟弟弟快想破脑
袋也没想到，后来爸爸说了下联是：“人活世
上，要八戒更要悟空。”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学
到了许多知识。

我的爸爸十分勤劳。每天只要有一点空
余时间，他就会打扫一下卫生。每个星期天，
爸爸都会在家里帮妈妈一起打扫除，还经常
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干，我们还有个响亮的口
号叫“生命在于运动”。

这就是我的爸爸，我真崇拜他。
（指导老师：范青云）

哎呦，吓我一跳！
华南实验学校六（5）班 丁兰馨

那天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妈妈的

办公室。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开着空调，温暖
如春。我放下书包，突然，瞥见雪白的桌面上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根粗线条，浅绿色的，不
对！那线条好像还在动。

那是什么？我定睛一看，哎呦，不看不知
道，一看，把我吓了一大跳！

居然是一条毛毛虫！它好像从天而降，
扭动着肥胖的身子，一曲一弓地往前爬。它
浑身青绿，快速行进，突然调转方向，径直向
我杀了过来！我惊慌失措，天哪！难道它发
现了我内心的恐惧？不可能吧，它只是一只
虫子。它越爬越近了，我看到它身上一圈一
圈的皱纹随着它的爬行涌动着，让我仿佛看
到了巫婆那布满皱纹的可怕的脸。它的身体
两侧各有一排黑点，就像几十只眼睛在瞪着
我，我被吓呆了，只觉得头皮发麻，浑身起了
鸡皮疙瘩，我感到自己快要晕过去了。

“妈妈！”我大声叫道，“快来！”安静的办
公室里回荡着我的尖叫声，妈妈马上跑了过
来，看见了那只又肥又大的毛毛虫，皱了一下
眉头，然后抓了一张硬纸板，铲起了那只毛毛
虫，迅速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里。

危机终于解除了！我深深地吐了一口
气，心想，大冬天的，哪里来的毛毛虫啊？我
心中充满了困惑，不经意间看到妈妈桌上的
那束娇艳的鲜花，我想肯定是因为今天空调
很暖和，毛毛虫以为春天来了，就爬出来散步
啦，可它这散步也太惊悚了吧！

妈妈笑话我，居然被一条毛毛虫给吓着
了，我也觉得自己很可笑。

（指导老师：汤国荣）

我也是矮个子！
——读《蘑菇汤》后感
丹凤实验小学四（4）班 潘欧晨

读完《蘑菇汤》这本书里的第一个故事：
《厕所里面量身高》，我不禁感叹：我也是矮个
子！

故事中的主人公因为个子矮，被人冠以
很多的绰号，诸如“小不点”“小矮人”“小萝卜
头”“武大郎”等，后来更是被同学称为“矮子
病”。我觉得他好可怜，那些嘲笑他的同学有
点过分。我突然觉得我还是幸福的，虽然我
也是矮个子，但除了排队时要在前面，座位也
在前面，偶尔羡慕一下高个子的同学步子大
跑得快，并没有人嘲笑我，我们的同学都很友
爱。

主人公“我”的待遇改变，是在体育老师
选拔排球队员时。故事中的体育老师真是火
眼金睛呀，“一看你就不够自信！”真想给这位
老师点赞！果然，主人公没有让老师和读者
失望，比赛中，他的表现棒极了，不仅得到了
教练的夸奖，也彻底改变了他在同学中的印
象，让他收获了自信。

我不禁想到了课文《一路花香》中那只有
裂缝的水罐，故事中的“我”和它一样，最终都
看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尺有所短，寸有所
长”，这话一点没错啊。

爸爸告诉我：“浓缩的就是精华！”我相
信，我和这些故事主人公一样，每个明天都是
灿烂的。

（指导老师：朱丽俊）

奶奶的菜园子
华南实验学校二(11)班 曹何晋媛

奶奶住在乡下，她有一个神奇的菜园
子，一年四季都有吃不完的蔬菜。

春天，奶奶种上了一些青菜，绿油油
的青菜像一片绿色的地毯一样，阳光下，
菜叶子散发着亮晶晶的色彩。夏天，丝瓜
架上开满了金黄金黄的丝瓜花，架子上挂
着长长的丝瓜，一阵风吹来，小丝瓜们就
好像在枝头荡秋千！在丝瓜架上还缠绕
着一些扁豆，扁豆花是紫色的，一朵朵紫
色的扁豆花就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上

面结了好多紫色的扁豆，微风吹来，好像
在对我说：“欢迎你！”秋天，大白菜开始卷
起来，一棵棵大白菜就像一朵朵绿色的花
儿，美丽极了！冬天，菠菜翠绿翠绿的，一
棵棵菠菜脚踩着红色高跟鞋，身穿着翠绿
的裙子在翩翩起舞。奶奶还种了几行韭
菜，韭菜细长的叶子就像我们的头发，割
了很快就长出来了，真的很神奇！菜园里
还种了一些萝卜，有白萝卜、红萝卜，还有
胡萝卜，它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钻出地
面，好像在说，快来摘我们啊！假期，我经
常在奶奶的菜园子里玩，在我看来菜园子
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

奶奶就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在她的菜
园子里辛勤地劳动着，给我们全家种出了
吃不完的蔬菜，我想说：“奶奶，谢谢您！
您辛苦了！”

（指导老师 史香兰）

雨中情
行宫中心小学六（1）班马欣怡

“滴答……滴答……”又下雨了，每次下
雨我都会想起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天看似又要下雨。”话音刚落，一场
大雨倾盆而下。这场雨令人猝不及防，大
街上行人纷纷躲进路边的一个小棚子
里。雨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小
棚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人闯进了人们的视
线，那个人皮肤枯黄，身材瘦小，手里还捧
着个破碗，里面有几枚硬币，看样子像一
个乞丐，应该也是来躲雨的。

大家都用嫌弃的目光看着他，没人愿
意给他让位，那个人只好缩在棚子的角落
里。这时又跑来一位中年妇女，边跑边
嚷：“淋死我了，谁能让个位置给我避避
雨？”大家回了句：“就这么大点地方哪里
还有位置？”这妇女听了很不高兴，突然她
把目光落在了那名乞丐身上，从口袋里掏
出两枚硬币丢他碗里说：“你的位置我买
了。”说完就把他挤到了棚子外面，老人一
不小心滑到了，碗里的硬币也撒了一地。
人群中开始有人低声的议论这位中年妇
女，可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可是出了钱
的。”

雨越下越大，老人吃力地爬了起来，
慢慢地捡着地上的硬币。这个时候来了
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边帮老人撑着雨伞，
一边帮老人捡硬币，伞太小了，不一会儿，
小姑娘的衣服就全湿透了，她把伞送给老人
说：“老爷爷，当心被雨淋感冒了。”说完自己
跑向雨棚，也许大家被她的举动感动了吧，纷
纷往旁边移，给她让出了个位置。刚才那位
妇女看到了这一幕，羞涩地低着头躲在雨棚
的角落里。

这件事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人
不管贫穷富贵，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必须懂
得怎样尊重别人。

（指导老师：陈雪平）

星空奇遇
实验小学五（3）班 马馨悦

“一、二、三、四、五……两亿、两亿零一
……”小兔豆豆数着天上的星星，突然，她瞪
大了眼睛，炯炯有神的眸子里充满了惊喜，

“怎么可能！天上居然有流星！”
如黑丝绒般的天空上，流星拖着它独有

金色长裙，从天空笔直地走过，只留下一片绚
丽和震撼人心的美。忽然，一颗流星脱离了

队伍向豆豆飞来。“砰！”的一声巨响，地上多
了一个坑，一颗流星在坑里熠熠发光，照亮了
整个夜空。

豆豆小心翼翼地捧起那颗星星，光芒轻
柔地笼罩在豆豆身上，唯美又绚丽。

“我得把它挂回去，不然天空就会少了一
份美！”豆豆下定了决心，星光在它身上格外
闪耀。这时，一只瞎了只眼的狐狸冲了出来，
狂怒地咆哮道：“你那么闪亮，身上一定有不
少宝贝，快交出来！”

“不，不可以！”豆豆胆怯地拒绝了。
“哦？是星星，哈哈，这票赚大了！”狐狸

奸笑地夺走了星星。正当狐狸志得意满之
时，骤然间，星星失去了光彩，明亮的身体渐
渐暗了下去，一下变成了星形的普通石头。

狐狸气急败坏：“哼，不发光的星星有什
么用？扔了吧！算了，还给这个傻丫头吧！”
语音刚落，那颗“石头”星就被狐狸扔进了豆
豆的怀里，那强盗也扬长而去了。

豆豆望着“石头”星，暗自落泪，“对不起，
没能保护好你！”

如水的月光，也悲伤地为豆豆披上了一
层银衣。

忽然，天上沉睡的星星飞向了地面，一颗
一颗紧挨着，搭起了美丽的“星光”梯，美丽而
耀眼的光芒再一次照亮了天空。

豆豆捧着“石头”星缓缓走上梯子，把它
向上一抛，“石头”星稳稳地粘在天空上。豆
豆下了梯子，数以百计的星星飞上了天，环绕
在“石头”星周围，“石头”星再一次被点亮，散
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指导老师：吴建方）

生命的保护伞——安全
访仙中心小学六（3）班 朱佳楠

或许是小学生年龄小、喜欢奔跑的缘故
吧，在小学校园里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
外小事故。

记得上学期的一天上午，几个低年级的
小男孩不听老师的话，在走廊上互相追逐打
闹，突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小男孩在
追另一个小男孩的路途中一不小心撞到了一
个正走路的小女孩。小女孩冷不丁被撞，直
接就脸朝下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立即大
哭了起来。旁边的学生一时都还没有反应过
来，见鲜血从小女孩的嘴里不停地流出来时
才吓得惊叫起来。在一旁值日的老师连忙赶
过来，扶起小女孩，送往医务室，进行伤口处
理。后来，才得知小女孩被撞倒时嘴刚好是
张开的，所以大门牙被撞断了一颗。

只是因为追逐打闹，就让小女孩断了一
颗牙齿，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在报纸上还看到一起更加可怕的踩踏事
件。

一所学校，几个学生中午不睡午觉，偷
偷溜出教室，在操场上对着一块靠墙竖着放
置的厚厚的海绵气垫练腿，气垫由于受力不
匀突然倒下，把他们都压在下面，可是就在
这时，下课铃响了，楼上的学生刚好下楼来，
看到了这一块厚厚的大气垫，就好奇地跑过
去，把大气垫当作了蹦蹦床，在上面欢跳起
来，直到听到喊叫声，才发现垫子下面还有
人……那几个学生已经面色煞白，差点窒息
身亡了。

上面两次校园事件都是因为不注意安全
而导致的，可见安全是多么重要。

（指导老师：孙玮华）

“几元钱”
司徒中心小学三（3）班 庞奥影

今天外面阳光明媚，我们在教室里上作
文课。

“同学们，”陈老师笑眯眯地说，“今天这
节作文课呀，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几元钱’。”陈老师
讲起了游戏规则，原来是每个人代

表5角钱，老师说几元钱就需要大家抱在一起
凑成几元钱，落单的就被淘汰。然后，开始选
人了，“庞奥影、张语萱、朱张蓉……”我听到
了我的名字，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游戏开始，这次是2块钱。”陈老师一声
令下，我们十个人开始围成一个圈在走。大
家心里都十分紧张。“抱！”陈老师突然喊道。
我迅速和张语萱、王宇瀚、朱张蓉抱在一块
儿，而那边卢娅和李瑾瑜却落单了，只能淘汰
了，真可惜啊！接下来，陈老师又说：“1元5
角，准备！开始！”我们听着节拍开始围着转
圈圈。“抱！”我顺利地和别人抱在了一起，咦？
我这边怎么才两个人呀？呀！那边朱张蓉和
李瑞瑞、王宇瀚还在拼命挤进那个“团子”里，
我立刻把王宇瀚拉到我这边，我这个“团子”
现在人数刚刚好。“好，这轮淘汰朱张蓉和李
瑞瑞。”就这样人，同学们一个、两个地都被淘
汰了。最后，就剩下我、王宇瀚和张语萱了。

“决胜之战现在开始，1块！”我心里十分紧张。
“抱！”我立马和王宇瀚抱在了一起，最后我们
俩赢了！

“叮铃铃……”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呀！
我真想再玩一局呀！

（指导老师：陈琳）

拔牙记
实验学校三（6）班刘芳彤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觉自己的一颗牙
快要掉了。爸爸知道后，便对我说：“我明天
陪你到牙科医生那儿去拔牙。”我想：拔牙一
定会非常疼，怎么办呢？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觉。

第二天一早，到了牙科门诊，一进门我就
闻到了一股血腥的气味，还看到了许多已经
拔下来的牙齿和带血的酒精棉。我开始喃喃
自语：“哇，这是用来拔牙的工具吧！好恐怖
呀……”

医生让我坐在手术椅上，给我的牙床注
入麻药，然后让我坐在一旁等待。我感觉自
己虽然身体还在牙科室里，但是小心脏早已
逃了出去。好害怕呀，我的眼泪“啪嗒、啪嗒”
地直往下掉。我在心里拼命地喊：“救命哪，
爸爸，求求您，带我回家吧，别给我拔牙了，我
会痛死的！”就在这时，我迷迷糊糊地听到爸
爸的声音：“你妹妹拔牙都没哭，难道你连她
都不如？”我不由自主地停止了抽泣，心里想：

“我怎么可以输给妹妹？我一定要比她还要
勇敢！”于是，我含着眼泪让医生赶快给我拔
牙。看着我那胆怯而又故作坚强的模样，爸
爸和医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等到我的牙齿没有了知觉，医生让我仰
面躺在手术椅上，打开了罩在我头顶上方的
一盏灯，拿起拔牙器具向我“逼近”。我紧张
得拽住爸爸的手臂，紧紧地闭住眼睛。只听
见“咔咔”的声音，却感觉不到嘴里有一丝异
常。不一会儿，医生就说：“好了，牙拔下来
了！”我兴奋地睁开眼睛，看到医生手里的
拔牙钳上正夹着一颗小小的牙齿，上面还
有一些血丝呢。啊，这是从我嘴里拔下的
牙齿？我怎么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呢，太
神奇了！哦，原来拔牙并没有我想象中那
么可怕！

我突然想起自己正在读的《鲁宾逊漂
流记》这本书，书的作者笛福先生曾说：

“害怕危险的心理比危险本身还要可怕一
万倍。”是啊，只要我们勇敢地去面对，很
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指导老师：王红霞）

《螳螂和瓢虫》
幼儿姓名：朱心妍 年龄：7岁

（指导老师：汪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