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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伙伴
实验小学二（8）班林之昊

一大早，我就被一阵“兹拉兹拉……”的声
音吵醒了，我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我的小乌龟
在用爪子扒桶，估计是它肚子饿了，想叫我起
来给它喂食。

我的小乌龟是我三岁的时候，爸爸从菜市
场买来的，那时候它只有一元硬币那么大，小
得可怜。我把小乌龟放在一个白色的小桶里，
还在桶里放了几块鹅卵石和小半桶水，它每天
悠哉悠哉地在桶里爬来爬去。经过几年的生
长，它现在已经有我的手掌那么大了。它的脑
袋呈锥形，长着尖尖的小鼻子，小小的眼睛旁
边有两道显眼的红色条纹，它的嘴巴又宽又
大，背上还背着一个坚硬的外壳，像它的盔
甲。每次我想近距离观察它时，小乌龟就立刻
把头、四肢和尾巴缩进壳里，仿佛躲进了坚固
的城堡。

前两天，我把一只小龙虾放进了小乌龟的
桶里。小龙虾完全没有注意到危险，还在水里
快乐地游泳，小乌龟慢慢地靠近它，猛地伸长
脖子，想咬住小龙虾，但是小龙虾迅速一闪，小
乌龟一头撞在了桶里的鹅卵石上，扑了个空。
小乌龟趴了下来，静静地等待时机，这才像个
真正的捕食者。小龙虾慢慢地游过来了，小乌
龟马上张开大嘴，一下子咬住小龙虾的颈部，
小龙虾拼命挣扎，小乌龟死死地咬住，它的嘴
真像个大钳子，小龙虾就这样成了它的美食。
一眨眼的功夫，小龙虾就只剩下了残肢断臂。
我的小乌龟也太厉害了吧！

我喜欢我的小乌龟，它有时候慢悠悠的，
像蹒跚散步的老爷爷，有时候又很迅猛，像头
敏捷的猎豹。

(指导老师：张瑞英)

《101个神奇的实验》读后感
丹凤实验小学四（1）班 景照程

我的小脑袋里总是有无数的疑问：为什么
海水那么柔软，货船那么笨重，而水却能载
船？鱼儿是怎样在结冰的水里存活的？香蕉
为什么是弯弯的……我便缠着妈妈询问，可
有时也得不到答案。

耐不住我的“勤学好问”，妈妈便送了我一
套书——《101个神奇的实验》。这套书由《水
的实验》和《植物的实验》两册组成，捧在手上
沉甸甸的。我如获至宝，一拿到手就细细地看
了起来。

在《水的实验》这本书里,我了解了许许多
多关于水的秘密。我还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
呢：在满满的一杯水中连续放入几枚硬币，神
奇的现象出现了，5枚硬币放下去之后，杯子的
水居然还没有溢出来！原来，水表面的水分子
只受到了向下的吸引力，所以就出现了一层

“水皮”，有了张力，水就不会溢出了……
读了《植物的实验》之后，我发现多姿多彩

的植物世界：家里的仙人掌“头”切开后，会在
伤口处长出新的分枝；含羞草，“人如其名”，只
要你轻轻一碰，她就会害羞地藏起来；神秘的
昙花，花开只是短短一瞬间，稍不留意就会错
过……

《101个神奇的实验》这本书带我进入了
奇妙的科学殿堂，解开了我的许多谜团！

（指导老师：范婷炜）

雷 雨
正则小学五（10）班王子冉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天空上白云朵朵，可
是，谁又想到，这天气，说变
就变呢？！

上午第三节课，我们在

教室里专心学习。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教室
北面的窗帘被掀得高高的，刹那间，天色昏暗
起来，就像是一下进入了黄昏。同学们急忙去
关窗户，谁知，关完一扇窗户，风儿又迫不及待
地从另一扇窗户里猛冲了进来，窗帘又一次被
风儿吹得鼓鼓的。蔡老师见状，赶忙让同学们
把窗帘收了上去。可是狂风还是不罢休，不停
地向窗户袭来，同学们不由自主地向外张望起
来，只见窗外一片雾蒙蒙，大风在猛烈地刮着，
旁边的几棵粗壮繁茂的大树也被吹得“沙沙”
作响。蔡老师索性停止了讲课，让大家仔细观
察这一场雷阵雨。同学们一股脑儿挤到窗边，
争相观察这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当我一靠进
窗边，雨水就直扑我的脸蛋，那一阵阵狂风呼
啸而来，我不禁打起了寒颤。这时候我听见隐
隐的雷声从乌云中滚了过来，心中不由得暗暗
发紧。突然，天空中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紧
接着传来了一声“地动山摇”般的雷鸣，“轰隆
——”我们的教学楼也猛烈地震动了一下，我
吓得连忙回到了座位，只见我的书在快速地翻
页，都快飞出去了，我的试卷也被大风吹得“漫
天飞舞”，有一位同学还诗兴大发：“忽如一夜
暴风来，千窗万帘都掀开！”

我们又走出教室来到走廊上。只见，豆大
的雨珠从天而降，“哗啦啦”落到了地面上，溅
起了一朵朵白蒙蒙的水花。雨越下越大，天地
间仿佛蒙上了一层珠帘，景物渐渐模糊了起来
……

午饭时间到了，外面的瓢泼大雨居然也慢
慢小了下来，天色也变亮了。雨停了，乌云渐
渐散开了，太阳探出了脑袋，它看着不远处的
七色彩虹，开心地“笑”了。

这次雷雨，真是“惊心动魄”啊！
（指导老师：蔡秀琴）

我实践我成长我快乐
后巷实验小学五（6）班邱涵瑶

欢声笑语中，我们怀着对综合实践活动
的无限期待和憧憬，来到了镇江市未成年人实
践基地。

在开营仪式上，我们认真聆听基地领导和
老师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练习队列，学习军事
化的内务整理，好严格哟！

课程安排得满满的，第一节课我们上的是
风筝制作课，从自己上色美化开始，到把彩带
装好，我们一步步、认真仔细地做，漂亮的风筝
做好了！

我们来到广场放飞风筝，看到手中的风筝
飘飘悠悠地飞上了天，我们的心儿也飞上了
天。

航母课上，所有的零部件都要自己动手，
终于，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航模。看到航
模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我们的希望和想象也
和航模一样飞翔。

才艺表演晚会上，同学们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有祁紫韵的中国舞“伊人”，有杨耀
萌的拉丁舞“恰恰三级”等，真是令人赞不绝口
呀！

快乐而又充实的三天就这样过去了，我实
践，我成长，我快乐！

夜
麦溪中心校五（2）班唐子昱

时间总会过去，太阳也总会下山，而夜也
总会到来。

夜色融融，黝黑的天幕上，只有稀稀落落
的几颗星星，它们调皮地眨着眼睛，偷窥着人
世间的秘密。

乡村的夜景充满
着宁静，朦胧月光下
的小路，没有行人，只
能隐隐约约看见树的
轮廓，远远望去，还可

见几缕微弱的灯光时隐时现，为月夜增添了几
分神秘。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透过洁净的窗，凝望
着那一轮朦胧的月。月光照在床上，使我久久
不能入眠，思绪纷飞……

我在想，夜色如此宁静，哪怕一点点声响
都会破坏这份静谧美好，是不是就像李白的诗
句所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
语，恐惊天上人。”

如此深邃的天幕若是人的脸庞，那么月亮
就是眼睛，而星星就是镶嵌着的一颗颗珍珠首
饰吧。

夜，很美，我也成了夜色中一抹宁静的色
彩。

（指导老师：袁炳清）

四季小诗
访仙中心小学六（3）班卢彦阳

春
天空中，
飞着燕子一只，
如一把剪刀，
上面站着春天。

夏
夜晚里，
飘着流萤一只，
如一盏明灯，
里面飞着夏天。

秋
湖波上，
荡着枫叶一片，
如一团火焰，
上面坐着秋天。

冬
森林里，
睡着小熊一只，
如一团绒球，
里面躲着冬天。
（指导老师：孙玮华）

可爱的小五
蒋墅中心小学三（3）班姜铭源

一身棕黄发亮的皮毛，摸上去滑溜溜的。
圆圆的脑袋上长着尖尖的耳朵，只要一有动
静，小耳朵就立刻竖了起来。就是这对“顺风
耳”，无论我在哪叫它都能听得见。乌黑乌黑
的眼睛大晚上就像宝石一样发亮，微微上翘的
小鼻子总是湿漉漉的。它就是我最喜欢的小
狗——小五。

小五是一个标准的吃货，它最喜欢吃香肠
了。每当我举起香肠的时候，它就会激动得跳
起来。趁它不注意我偷偷摸摸地把香肠从它
嘴边夺了过来，假装往后面一扔，它立刻转身
去找，把我逗得哈哈大笑。它还喜欢吃肉，只
要我家烧了肉，它总是第一个跑到桌子旁边等
着。哪天要是没肉吃，它就一直蹲在饭桌旁
叫。唉，养一只小狗，真的不容易呀！

有时我想找它玩，却不知道它躲在哪个角
落，当我扫兴地出门想去找别人玩的时候，它
又突然神出鬼没地跳到我身上，把我吓了一大
跳。放学回家，它总是第一个冲到我面前，先
在我脚边闻一闻，然后两脚并拢往我身上扑，
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

晚上我和妈妈在看电视，我正要换台的时
候，小五用湿漉漉的鼻子碰碰我手里的遥控
器，原来它还不赞同换台呢！

这个有趣的“小家伙”，已经成了我不可分
离的小伙伴。

（指导老师：孙建琴）

惊险云梯
华南实验学校香草文学社六（8）班张悠然

夕阳渐渐西沉，光芒映红了半个天空，也
映红了我们眼前的两辆消防车。

“今天的‘惊险云梯’是我们江苏少年警校
夏令营的第一个项目，每队出一位小学警参
加。”总教官用喇叭大声说道。

“谁敢上云梯？只有一个名额！”我们的教
官大声问道。

“我敢！”我大声说道，生怕名额被抢，“我敢
上去！”我心中其实很没底。

“好，就你去！”教官应答道。
一会儿，教官拿来一件“保险衣”：它的肩

上有两条系带，腿上也有两条系带，胸口和背
上各有一块布，此外，胸口还有一条长扣子。

“天哪，这衣服怎么穿啊？”我惊叹道。
“先把衣服套上去，然后把手臂伸进肩上

的系带内，再把腿从腿上的两条系带穿过去。”
教官在一旁指点着。

我穿上沉重的“保险服”，与一位小妹妹一
起登上了云梯。我细细地观察着云梯：它是有
两根杆子和一个围上铁栏的站台围成的，在第
一根杆子的下面有一个控制台，是用来控制云
梯的。此时我心中越来越害怕，可我又不愿意
放弃，只能暗暗地给自己打气：“我连‘醉山野’
几百米高的玻璃吊桥都走过了，这个算不上什
么。”

我站在云梯的站台上，发现在它的右上方
有一台类似于电脑的东西，上面放着对讲机，
对讲机的右边则是一个喷水系统，是用来灭火
的。

“开始！”伴随着工作人员的指令，云梯发
出“嘟……”的声音，开始升高了！我的心顿时

“砰砰砰”地狂跳起来！“1米，2米，3米……”第
一根杆子越升越高，它如同一棵大树似的，保
持直立，笔直向上，仿佛要直插云霄。不一会
儿，第一根杆子的四个角上的柱状物内的长筒
也开始升高，站台也随之升高。一旁的工作人
员通过对讲机问道：“可以升多高？”“90多米。”
对讲机上传来控制人员的声音。

不一会儿，长筒已升到了最高，我们已经
比一旁的楼房高了。“咔咔咔”只听第一根长杆
内的齿轮开始转动，随后，第二根长杆开始升
高。“已经升了多高了？”我心中泛起了一阵疑
惑，随后我低头一看，“妈呀！”我大叫一声：地
面上的人如同蚂蚁般大小，广场上停着的汽车
都变成了甲壳虫，远处的风景也尽收眼底。我
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头开始发昏，然后我
又回头看看杆子，才升了一点儿。“还升吗？”我
心惊胆战地问。“有风了，不升了。”听到工作人
员的回答，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回到地面，脚踩大地的感觉真好！看着令
我心惊胆战的云梯，我不禁想起了消防员，他
们在这个90多米高的云梯上灭火，难道不害
怕吗？他们这种不惧困难的精神让我感动
……

夕阳已经西沉，夕阳的余晖映红了半个天
空，也映红了我们的脸……

（指导老师：汤国荣）

我爱你，美丽的风信子
吕城中心校三（3）班赵琳荣

一次我和妈妈上街时，看到一种奇特的
植物，一个红色的小花盆里有一个像圆圆的大
蒜一样的东西，又像发了芽的洋葱，我一下喜
欢上了它，便央求妈妈买下了。我每天放学回
家，总不忘去看看阳台上的风信子。

过了不多久，它长出了几片绿色的叶子。
又过了几天，它的叶子渐渐地展开，露出了几
个粉红色的三角形的小花苞，是那么可爱。我
好不兴奋，连忙给它浇了点水，好让它喝得足
足的。这样又过了几天，小花苞越长越多，所
有花苞都像一颗颗玉米粒附在一根粗粗的杆

子上，真是别致。接下来几天，小花苞渐渐开
了，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我更加喜欢它
了，除了给它浇水，还给它营养，把茶叶水或者
淘米水倒给它，补充维生素。最后，小花苞全
开了，一朵朵粉红色的花儿散发出迷人的芳
香，淡黄色的花蕊点缀着它们，真是美极了！
整个阳台上都飘着花香。

风信子的花很像一朵朵缩小版的百合花，
花瓣尖尖的向外展开，里三层，外三层，层层叠
叠，每朵都是如此。喜欢画画的我还给它画了
一幅“肖像”，挂在房间里。

妈妈说，风信子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
之火，便可同享丰富人生”。看着风信子绽放
出来的美丽，我深深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我
爱你，美丽的风信子！

（指导老师：姜静华）

我爱我的小被子
实验学校四（5）班夏悦嘉

同学们，你们一定都有自己心爱的物品
吧，比如，女生有心爱的娃娃，男生有心爱的玩
具汽车，而我呢，却喜爱一床小被子。

这条被子是红白相间的，外表上有几朵火
红娇艳的玫瑰花，玫瑰花下衬托着翠玉般的绿
叶，白色的线镶嵌在被子边缘，仿佛点缀了几
片雪花。这只是它的外表，最重要的是它能让
我安心入睡。

每当夜晚，我没有了它，就会胡思乱想睡
不着，还会老是做噩梦，睡觉前，我会盖上它，
这样，我不仅睡得很香，还能做一个五彩缤纷
的梦。我的生活几乎离不开它。

在写作业时，我把它盖在腿上，作业不仅
写得快，字也写得好。在吃饭时，我也把它盖
在腿上，被子小天使又赐予我无穷的魔力，让
我吃饱喝足。睡觉时，把它卷成一团，躺在上
面，冰冰凉凉，舒舒服服，就像它在给我按摩，
别提有多舒服了！

我要一直把小被子用到很破很烂为止，不
是烂到缝不起来，修复不好，我是绝对不会扔
掉它的——我爱我的小被子。

（指导老师：唐佳璐）

记忆中的奶奶
界牌中心小学六（3）班秦秋

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外出工作，把我留
在奶奶身边，所以是奶奶把我带大的。

小时候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
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得好伤心。这时候奶
奶总是搂着哄我，还给我讲爷爷的故事。
讲着讲着我便睡着了，在梦里屋顶上有一
片晃动的光影，光影是飘飘的，微风拂过
湖面，湖面荡起了一片涟漪，小鸟也在枝
头欢快地歌唱……

上大班时，我像个男孩子，总跟班里
的同学打架，总会给奶奶添一堆的麻烦。
放学回家后，我总把书包往地上随便一
扔，也不管在哪，找不找得到，然后就跑到
朋友家里玩，而且饭点到了也不回来。奶
奶总是在外面撕心裂肺地叫我。我呢，磨
磨蹭蹭，觉得蹭个八九十分钟也不急，蹭
到家时，太阳公公都回家了。

吃完饭，我就安分许多了，因为奶奶
总会在晚上给我讲故事。人们常说：“地
上死了一个人，天上就灭了一颗星。”而奶
奶却说：“地上死了一个人，天上便会多一
颗星，为的是给后人照亮前行之路。”奶奶
怕我热，总会用一个大芭蕉扇给我煽风，
凉凉的风，高高的天，闪闪的星，圆圆的月
……印在我的脑海中。

以前奶奶上山干活时，也会把我带着，
她种庄稼，我在旁边玩。记得那一次奶奶上山
干活，叫我去墙根上捡蜗牛，我倒好，干脆靠在
墙根上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黑”醒来时，蜗

牛都跑光了，再看看奶奶，她却拿着篮子已经
捡了许久……过了好一会儿我们回家，在家
门口，鸭子正在水里游泳，我就从奶奶手里一
把抢过蜗牛走到池塘旁边，结果没料到那边有
一块青苔，一不小心我就跌进去了，还好水不
深不然我早就淹死了。而看见这副鬼样子的
我，奶奶早已笑得合不拢嘴。

奶奶已经过世三年了，如今，奶奶经常会
出现在我的梦里。而我也总会想起奶奶的那
句话，每一个活过的人，死后也可以为自己的
后人在遥远的旅途上添上一些光亮，也许是一
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是一支含泪燃
烧的蜡烛……

（指导老师：陆晶华）

我为祖国点赞
新区实小六（4）班 陈子浩

“为祖国点赞，为祖国呐喊，雄狮一舞锣鼓
声喧天。”“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
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这些歌曲唱出
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和热爱祖国的情
怀。

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的40周
年，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我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祖国的孩子而
感到非常骄傲。

首先我为祖国现代化的先进科技点赞。
从2003年10月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乘坐

“神舟”五号登上了太空，实现了中国第一次载
人航天到2017年4月“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成
功发射，我国未来的航天事业有了惊人的发展
速度，在未来电影《流浪地球》中科幻的片段会
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可以乘坐飞
船自由地在太空翱翔；再说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大型客机顺利飞上蓝天，标志着中国成
为世界上少数能自己制造大飞机的国家之一，
促进了航空制造业的发展和壮大；还有中国成
功启动“复兴号，”意味着中国成为全世界高铁
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时速350公
里，从天津火车站到北京南店的单程运行时间
不到25分钟；中国的深海“蛟龙号”由中国自
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下潜深
度达到世界最大7062米，其活动轨迹可覆盖
全球99.8%的海域，更利于我国深海勘探、海
底作业。还有我们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技
术，网络时代来临，在家可以快捷订餐、购物，
便捷的支付方式（支付宝、微信等）和购物软件
（淘宝、美团等），各式各样的视频软件（抖音、
火山小视频），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品质都大
幅度提高。

其次我为奋斗在一线的为我国现代化建
设贡献一份力量的人点赞。他们中有保家卫
国、坚守岗位的人民警察，有兢兢业业、救死扶
伤的白衣天使，有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老师，
有告别至亲、扎根戈壁的援疆干部，有昼伏夜
出、守护万家供水管道的水务检漏工，有默默
无闻、吃苦耐劳的清洁城市美容师（清洁工），
有百折不挠、不断创新的科学家等等，正是有
这样的一群可爱的人为我们祖国默默的付出
着，祖国才能够发展的如此强大，我们新时代
的少年要更加努力加油，与我们热爱的祖国共
同进步，做新时代的接班人。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儿童从小就要立志向、有梦想，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德智体全面发展。”

“有梦想，还有脚踏实地，才能梦想成真。”我们
是祖国的未来，大家应该好好学习，一步一脚
印，用学到的知识来回报我们的祖国母亲，相
信祖国的未来会更加的美好，我们一起来为祖
国加油、点赞吧！

（指导老师：黄正平）

我的爸爸
云阳学校四（1）班 张聿筠

我家有位“大师”，他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他是谁？他是我爸也！

爸爸擅长打篮球，也常常教我打球，他的
技术非常高超，可以轻松来个换身球，当你抢
球时，他将球向后一抛，你就抢了个空，他常常
这样把我弄得头昏眼花。

他打字也非常厉害。他在打一篇长达
700字作文时，只见双手飞快地敲着键盘，五
六分钟功夫就打好了，一分钟达到100多个字
呢！

我老爸还擅长踢足球。有一次，我准备找
同学和我去踢足球，爸爸说：“别去找人了，我
陪你去玩吧。”我半信半疑，将球踢给了爸爸，
让他展示一下球技。只见爸爸从简单的跳踩
球，到高难度的头顶球，球一次也没掉在地上，
他顶了500多下头上也只是出了一点点汗，我
让爸爸停下，他才停下，还笑着说：“生命在运
动呀！”

他虽然是一位警察，可他却十分搞怪，常
常说一些十分搞笑的笑话，还会给我们起外
号，叫妈妈是“母老虎”，叫我是“小龅牙”，叫奶
奶“大蜗牛”，我只好叫他是“搞怪四大天王之
首”。

他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修理大师”呢！
见到家里的东西坏了，二话不说，就从一个工
具箱中拿出各种工具，有锤子、螺丝刀、电线、
电路板，“哗啦啦”一阵响后，那坏了的东西就
被修好了，像新的一样。他不仅帮家里修东
西，而且还到亲戚朋友家帮忙修理，坏了的东
西只要到了他手中，就没有修不好的。

“修理大师”“搞怪之首”“体育健将”“电脑
专家”……爸爸的美称数不胜数，我为有这样
的爸爸感到骄傲！

（指导老师：杨黎俊）

重感情的小狗
里庄中心小学五（3）班 蔡颖佳

去年寒假，我在街角看到一只小狗，浑身
上下脏兮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里不时发
出含糊的声音，蜷缩着小小的身子，一副可怜
相。

我将它带回了家，对喜欢养小狗的奶奶
说：“奶奶，我们可以收留这只可怜的小狗吗？”

“可以啊，只不过你必须让它讲卫生，不随地大
小便，可以做到吗？”“嗯！保证完成任务！”

我在水盆里放了温水，决定给小狗洗个
澡。我抱着小狗坐到太阳底下，一边晒一边仔
细看看小狗：全身的毛色似咖啡，四只爪子又
是黑色的。我摸着小狗，对它说：“你还没有名
字吧！那我就叫你‘咖啡’吧！”“汪！汪！”它似
乎听懂了，朝我叫了两声。等到“咖啡”全身干
了，我就带它去吃饭。

“咖啡，走，咱们吃饭去！”
“咖啡，去，快去把球捡回来！”
渐渐地，我对它产生了感情，它也对我也

产生感情。
一天，我很伤心，因为我家的小狗“小雪”

死了。平时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咖啡”，见我伤
心，便跑过来，舔了舔我的手，“汪汪”地叫了起
来，仿佛在安慰我：“主人，别伤心，我来给你跳
个舞吧！”便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又蹦又跳。
看着它的样子，我笑了，“咖啡”见状，奋力一
跳，跳到了我的身上。虽然我的内心还是有一
点难过，但是被它这么安慰，心里也开朗了许
多。

记得还有一次，胆小的我被一只气势汹汹
的大狗吓到了。“咖啡”挺身而出，朝着在狗汪
汪大叫，仿佛在说：“你这只可恶的大狗，快走
开，不允许欺负我们的主人！”我多了“帮手”，
胆子也大起来了，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头，朝
大狗扔去，大狗吓跑了，我带着“咖啡”回家

了。
世界上不只人类有感情，动物也有，我家

的“咖啡”就是一只重感情的狗！
（指导老师：薛国平）

外婆家的母鸡
练湖中心小学五（2）班步晓菲

外婆家养了一只母鸡，它可爱极了！
它的头部两侧长着黑宝石似的小眼睛，还

有一个尖尖的小嘴巴，它身穿一件褐黄相间的
衣裳，两只爪子淡黄淡黄的，就好像一片染黄
的枫叶，它的尾巴总是向上翘着，走起路来一
摆一摆，惹人喜爱。

每次去外婆家玩时，外婆一叫我吃饭，母
鸡听见了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到了餐桌
底下，吃我们掉在地下的米饭。

有一次，我给母鸡喂食的时候，没等我放
下食物，它就迫不及待地上来争抢，母鸡啄了
我的手一下，“哎呀，好疼。”我放下食物，立刻
把它拿起来，母鸡吓得发抖，还不停地叫着，好
像在说：“对不起，小主人。”

“快下蛋了！快下蛋了！”母鸡坐在窝里一
动不动，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有时还会发出
细微的声音。下完蛋了，母鸡骄傲地走出窝，
抬起头，伸长脖子，朝天空“咯、咯、咯……”地
叫了起来，好像在说：“我下蛋了，我下蛋了。”

有一次，外婆去鸡窝取蛋，由于手滑不下
心“啪”的一声，鸡蛋被打碎了。母鸡见状，气
冲冲地向外婆的腿啄去，我一见，马上找了另
一只鸡蛋去安抚母鸡。这时，母鸡才不生
气。

我非常喜欢这只母鸡，希望它多下蛋，让
我吃了蛋长得高高的、胖胖的。

（指导老师：步玉婷）

朋友情
陵口中心小学五（3）班郦慧宇

我有一个好朋友——郦暖，我们俩无话
不谈，整天形影不离，连上厕所也要结伴而
行。

郦媛有一头乌黑的短发，一双水灵的大眼
睛，一个小巧的嘴巴，雪白雪白的皮肤，我最喜
欢就是她那由内而外的气质。

郦媛是我的“振作剂”，每当我难过时，她
都会安慰我，鼓励我。一次数学测试后，老师
开始报分数了，我预感不是太好，因此紧张得
很，手心里的汗都冒出来了。“郦慧宇，88。”我
心头一震，预感不幸被验证了，心想：唉，完蛋
了。下课后，我愁眉苦脸地趴在桌上。郦媛看
见了，关心地问道：“怎么了？哦，我知道了，是
因为考试的事情吧，我也没考好呀。我们吸取
这次的教训，等到下一次考试我们再一起加
油，努力，好吗？”“嗯，一起努力。”我被郦媛这
么一说，又重拾了信心。我和郦媛通过努力，
在下一次考试中，我俩都取得了理想的成
绩。

郦媛不仅是我的“振作剂”，还是我的“热
水袋”。记得那天，天气预报上说有中雨，但早
上我走得匆忙，忘记带雨伞了。到了教室，看
到大部分同学都没带伞，我也就觉得没什么大
不了的。中午，雨越下越大。“幸好我带雨伞
了。”一个同学自言自语道。另一个同学说：

“你借我一起撑撑呗。”“好啊。”有伞的幸灾乐
祸，没伞的到处乱借，带雨伞的本来就少，被这
么一借，哪还有我的份。在去食堂的路上，我
被淋成了个“落汤鸡”。走到一半时，雨好像停
了，我抬头一看，一把雨伞罩住了我，一看，原
来是郦媛！“你没带伞，怎么不早说，我跟你合
一把伞。”我心里却感到了无比地温暖。

郦媛，我会珍惜和你度过的每一分每一
秒，你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指导老师：戎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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