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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京沪一日还
折柳中心小学五（1）班 高煜宸

小时候，妈妈总是指着圆圆的地球
仪，让我找一只昂首挺胸的“大公
鸡”，她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祖国
——中国。

上了小学，从语文课本上，我对这
只“大公鸡”有了更多的了解：长城、
运河、兵马俑……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
的人间奇迹；人间天堂西湖、台湾的蝴
蝶谷、拉萨的天空……960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处处风景如画。

当我打开《我为祖国点赞》这本
书，“雄鸡”的形象在我心中也愈加丰
满，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从腾
飞的中国大飞机到神舟十一号的成功发
射，从原子弹的研发到中国高铁的全线
覆盖，中国大地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

记得去年寒假，我们一家人去北京
旅游，乘坐的就是便捷舒适的京沪高
铁。早上8:10，白色的“复兴号”列车
准时进站，只见它“流线体”的车身，
轻盈优雅，像极了一颗蓄势待发的子
弹。列车到站时，停靠的位置与站台上
的车厢号分毫不差。不到两分钟，列车
已经载满乘客驶出了站台。列车越来越
快，只一会儿功夫，车厢电子屏上就显
示时速达到了300公里左右。

看着车窗外的树木如风一般“唰
唰”向后飞驰，第一次出远门的外婆惊
呆了，她不时地看看这儿，瞅瞅那儿，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外婆告诉我，她
们小时候无论去哪儿，都得靠自己的双
脚，所以她那时候从没走出过我们的县
城，更别说坐火车出门旅游了。

在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中，下午13:
13，我们顺利抵达了首都北京。走出火
车站，外婆深有感触地说：“不出门不
知道我们祖国的变化这么大！没想到一
千多公里的路程，五个小时就到了，搁
在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

我一脸自豪：“外婆，这叫‘千里
京沪一日还’！快走吧，下面还有很多
惊喜在等着你呢！”

（指导老师：江琴）

我心中的巍巍中华
蒋墅中心小学六（2）班 李锦雯

巍巍中华，幅员辽阔！从粉妆玉砌
的北国风光到花团锦簇的江南水乡，从
黄沙漫天的茫茫戈壁到浩瀚无边的湛蓝
海洋，从日新月异的繁华都市到青山绿
水的美丽乡村……仿佛一幅美不胜收、
无与伦比的画卷，怎能不流连忘返？

巍巍中华，山河壮丽！那一泻千里
的庐山瀑布，令中外游客赞叹不已；那
巍然屹立的泰山，象征着中国人顶天立
地的精神；那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着
坚强不屈的龙的传人；那杭州西湖，无
论是水光潋滟，还是山色空蒙，都别有
一番韵致；那桂林山水，清奇俊秀，令
游人宛如“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
游”……

巍巍中华，物产丰富！西湖龙井茶
的清香，让人沁人心神；贵州茅台酒的
浓香醇美，使人回味无穷；江南丝绸的
光洁绚丽，让人心驰神往；景德镇陶瓷
的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

巍巍中华，美食颇多！南京板鸭的
肥而不腻，北京烤鸭的皮香肉嫩，无锡
水蜜桃的香甜可口，新疆羊肉串的香飘
十里……令许多外国人垂涎欲滴。

巍巍中华，乐器精妙！古筝的情意
悠长，笛子的悠扬婉转，二胡的柔婉连
绵，腰鼓的厚重回响……

巍巍中华，人才辈出！史册上有万
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毛
泽 东 、 周 恩 来 、 杨 利 伟 、 屠 呦 呦
………

巍巍中华，团结互助！五十六个民
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
家。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
下，自立、民主、自强，创造着像港珠
澳大桥那样一项又一项令全世界都为之
惊叹的奇观！

（指导教师：姜玉花）

秋天的枫叶
匡亚明小学六(4)班 周林逸

“沙沙沙”，伴随着动听的声音，

天上下起了一阵“红雨”。哦，原来枫
叶红了，是秋天到了。

枫叶看起来像一只小手，叶面摸上
去有些毛毛的，又感觉是一片掌形的绒
毯。边缘是锯齿形的，看上去十分锐
利。叶脉遍布枫叶全身，而且不断地一
分二、二分四地向边缘延伸过去，像一
条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又像遍布我们人
体的道道血管，十分奇特。

枫叶看起来如此美丽，这还得归功
于它——那独特而富有个性的颜色。

枫叶火红火红的，一阵风吹来，她
们就会翩翩起舞，先是像一只只漂亮的
红蝴蝶在空中打转，紧接着，再慢慢落
下，给大地爷爷披上秋装。远远望去，
一棵棵枫树犹如一团团烈火，激情地歌
唱着秋天的赞歌；犹如朵朵彩色的云
霞，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和希望；犹如
孩子红扑扑的脸庞，让我们的生活洋溢
着快乐和美好……难怪大诗人杜牧挥毫
写道：“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
月花。”

为什么一到秋天，枫叶红得这样热
烈呢？原来，秋天天气干燥，枫叶里的
水分容易流失，叶绿素含量也逐渐减
少，其他色素的颜色就会在叶面渐渐显
现出来，而贮存在枫叶中的糖分还会分
解转变成花青素，所以枫叶就变得更加
艳红了。原来树叶也有如此多的学问
啊！

枫叶，你是秋天的象征，是秋天美
的使者，我爱你，枫叶！

（指导老师：何雯）

胆小的猫
新桥中心小学三（8）班 吕佳琪

我的家里有一只小猫，它的名字叫
逗逗。它是一只小公猫，它有蓝色的眼
睛，黄色的皮毛。

逗逗有一个奇特的缺点就是怕老
鼠。

那一天，我的爸爸带着我和弟弟，
还有逗逗去江边玩。那边有一块大草
坪，逗逗看见了，立马就向草坪奔
去。

逗逗在草坪中跑来跑去，开心极
了。忽然，它看见了一只老鼠，开始以
为是死老鼠，它就扑了过去，用两只前
爪按着老鼠的肚子。突然老鼠动了，这
下可把逗逗吓坏了，逗逗嗖地一下就爬
上了树，我们看见了都哈哈地大笑起

来。
（指导老师：刘文华）

灰猫霈霈
新区实小五（6）班 许雨晗

霈霈，是一只灰色的小猫。身体长
得肥肥的，脚丫小小的，腿又长又粗，
尾巴很长，像一根黑不溜秋的油辫子。
我每天放学回家它基本都是在眯着眼睛
睡觉，整天就知道呼呼大睡，无论你怎
么摸它，它都一动不动躺着，最多眯着
小眼睛看你一眼继续睡，貌似在告诉
你：我懒得理你，别烦我！

霈霈是我九岁生日时，妈妈送我的
礼物。那天，妈妈给我一个小盒子，她
让我许愿后再打开看看，妈妈刚走，那
盒子就自己在那动来动去，咕咚、咕咚
地翻来翻去。许愿的时候，我心里默默
地想着，我希望有一只可爱的小宠物陪
着我。我小心翼翼，打开一个小缝隙，
我看见一团黑乎乎的小东西，在里面蠕
动着，呀，这是什么呀？我迫不及待地
完全打开盒子，露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
袋和黑灰的一团，“哇！小奶猫——”
我惊喜地叫着。还是妈妈了解我！ 妈
妈说：“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下着
雨，那就叫它霈霈吧。”“哈哈，霈
霈！”

不知不觉，霈霈陪伴我一年了。一
年里，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发生
过很多让我们全家开怀大笑的事情，比
如睡觉四脚朝天，偷偷到马桶里喝水，
在洗脸池里睡觉……

最有趣的还是“扑蛾护主”这事。
那天，它在我怀里睡觉，我和姐姐在看
电视，突然飞来一只大花蛾子。我和姐
姐都很害怕蛾子，惊恐地叫了起来：

“啊！蛾子！”霈霈被我们的叫声惊醒，
蹭地一下跳起来，做起了“英雄猫”开
始追扑那只大蛾子，“喵呜——”它好
像在说：可恶的大蛾子，竟敢来吓我的
主人，看我不逮到你！只见它先是跳上
桌子，借助桌子的高度去扑墙上的蛾
子。蛾子又飞到墙角，它敏捷地跃过去
……就这样来回地追呀追呀，惹得我和
姐姐笑痛了肚子。

功夫不负有心猫，蛾子终于飞向窗
外。“喵呜——”“英雄猫”似乎在邀功
请赏呢，我和姐姐奖励它一碗丰富的晚
餐：营养膏、罐头、羊奶猫布丁、火腿
肠、鸡胸肉……它美滋滋地吃着，时不
时地看我们一下，那模样真有趣！

（指导老师：邹红梅）

游花谷奇缘
正则小学六（9）班 邢沐轩

这天，我们一家和几位亲戚临时来
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句容半日游，目的地
是茅山脚下——花谷奇缘。

花谷奇缘，这个名字听起来好浪
漫。一路上，我对它遐想联翩……而当
我一下车，看着让我眼前一亮的美景不
由低呼一声：哇塞！尖顶的欧洲式座座
建筑组成了花谷美食街，街道中心是一
只天蓝色蝴蝶在一只巨大的水晶球上翩
翩欲飞，水晶球四周是喷泉，四溅的水
花居然是从四个仙女雕像的头发里喷
出，大片大片的各种鲜花在凛冽的寒风
中开得那么鲜艳，汇成了五彩的海洋。
郁金香花是主角，有粉色，有鹅黄色，
有红里镶着白边儿的……还有我喜欢的
风信子，洋水仙，加上叫不出名的花儿
们，全都不甘落后，争奇斗艳地在风中
摇曳。

我们和亲戚走着走着就分散了，但
这也不妨碍我们继续闲逛。妈妈喜欢花
草，看见一路的花儿她都不厌其烦地告
诉我名字并让我认识它们，什么报春花
啦，石竹啦 ，非洲菊啦，三角梅啦
……我觉得妈妈简直是一本行走的花卉
字典。爸爸主要是帮我们拍照，也是我
的取款机，看到好吃的肉夹馍，来一
个；好喝的现榨果汁，来一杯……哈
哈。我们沿着街道一一玩过去，温室里
买花的顾客进进出出，抓娃娃机前围满
了尖叫的年轻人，卖糖葫芦的摊子前挤
了十几个叽叽喳喳的小孩子……我们走
走停停，在花谷奇缘的正大门，碰到了
一起来的亲戚，他们说时间不早了，那
么就再见了，花谷奇缘，三月份，我还
要再来观赏美丽的你！

（指导老师：欧阳文青）

难忘的普吉岛之旅
丹凤实验小学三（1）班 田依米

今年暑假我去了泰国的普吉岛，早
就听爸爸说，美丽的普吉岛有沙滩、海
水、贝壳、椰子树。

普吉岛碧蓝的大海非常干净又漂
亮，像一块巨大的宝石在太阳的照射下
闪闪发光。在爸爸的保护下我还玩了潜
水，哇！水下美极了，我看见了珊瑚和
成群结队、五颜六色的小鱼儿。那珊瑚
像绽开的花朵，像分枝的鹿角，小鱼儿
快乐地游来游去、嬉戏着。来到沙滩，
有人在玩沙滩排球，有人在堆沙堡，踩
在细细软软的沙子上，我感到无比兴
奋。

我们还吃着这里最有名的水果，水
果之王——榴莲，水果之后——山竹，
还有小菠萝，口口香甜，令人回味。

第六天结束了旅行，我们恋恋不
舍地坐上了回家的飞机，这一次没有了
来时的恐惧，心情也放松了很多。

（指导老师：毛姗姗）

调皮的“巧克力”
云阳学校六（6）班 陈卓

看到题目上的“巧克力”，想必大
家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吃的巧克力怎么
会调皮呢，莫不是成精了？哦，原来
——

早在几年前，我就想养一只可爱的
小狗，希望在它的陪伴下，我们一起愉
快地长大。

今年暑假刚开始，我就听到一个令
人兴奋的消息：有一家人正在为5只2
个月的泰迪狗宝宝，寻找有爱心、有责
任心的新主人来照顾它们。太好了，真
是天助我也！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央求
爸爸妈妈带我来到狗主人家，看到了5
只憨态可掬、活蹦乱跳的小泰迪，真想
把它们一起抱回家呀。我怀着激动的心
情精挑细选，最后选中了一只在我看来
最有活力的小狗，觉得我和它很有缘
分，它也在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像在
问：“小主人，我以后就要和你生活在
一起了吗？”此时我无比激动，仿佛自
己有了一个小宝宝一样，肩负着许多重
任。

小狗是巧克力色的，于是，我给它
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巧克力。随
着它慢慢长大，身强力壮，活力四射，
它已经可以“做”许多调皮的事情
了。

这天，我们带巧克力去表哥家玩，
他家有一只小猫，非常机灵，猫狗见
面，不知道在家里神通广大的巧克力，
会和小猫怎么相处呢？

一到表哥家，巧克力便兴冲冲地飞
奔了进去。巧克力发现了那只猫，猫也
看到了这个“不速之客”。狗和猫都按
兵不动，互相对视，想探清对方的虚
实。调皮的巧克力哪能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呢！它先是虚晃一招，采用迂回战
术，在小猫身边飞快地跑来跑去，假装
自己只是一个过路“狗”，自娱自乐。
小猫被搞得晕头转向，只好跳到一处巧
克力够不着的高地，静观其变，准备伺
机而动。巧克力跑累了，趴在地上大口
喘气，但那两颗黑葡萄一样的小眼睛，
还在窥探着小猫的一举一动。

终于，好奇害死猫，小猫还是忍不
住从椅子上跳了下来，虎视眈眈地看着
小狗。巧克力见猫放弃了，便义无反顾
地向小猫冲去，小猫却将身一闪，巧克
力没刹住车，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猫仿
佛哈哈大笑：“看你还逞威风！”而巧克
力毫不气馁，又重整旗鼓，准备发动第
二波攻势。这次，小狗学聪明了，不再
是像刚才那样横冲直撞，而是非常谨
慎，开始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在接近
小猫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小
猫扑去。这回可让巧克力得逞了，猫被
撞了个“猫啃泥”，落荒而逃，巧克力

则又蹦又跳地
欢呼胜利。

我 家 的
巧克力真调皮
呀，但是我就是喜欢它
的调皮，它的调皮给我
带来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指导老师：符红芬）

这就是我
华南实验学校三（1）班 樊成睿

我叫樊成睿，今年9岁，是一名三
年级小学生。

我长得娇小玲珑，留着一头长长的
黑发，经常扎着一个马尾辫。我有着一
张瓜子脸，浓黑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炯炯
有神的眼睛，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就变成
了一条细细的缝，是不是很可爱？虽然
说我现在的鼻子有点塌，但是妈妈说长
大了就挺了。而我的嘴唇有一点厚，皮
肤白白嫩嫩。总而言之，我是一个清秀
的小女生。

我爱漂亮，喜欢穿彩色的裙子。特
别在夏天的时候，我的裙子都是绚丽多
彩的，有红色，有黄色，有蓝色……各
种各样，美丽极了。

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有一次，
有一只流浪猫跑到我家院子里。于是，
我拿了一点面包、牛奶喂它，它就不肯
走了，后来我就把它养了起来，让它住
在家门口院子里的竹林中。我每天喂
它，过了几天，我惊喜地发现它还是一
个猫妈妈呢！之后，我把它的五只宝宝
都养在院子里的竹林中，并与它们成为
了好朋友。

我喜欢画画和魔方，从幼儿园中班
我就开始学画画，开始是儿童画，现在
已经学起了卡通漫画。最近因为临近中
秋，所以我画了一个坐在月亮上的小女
孩，有时间带给大家看一看哦！嘿嘿，
三阶六面魔方我能40秒还原，是不是
很厉害？欢迎大家来找我比赛哦！

这就是我，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希
望和你交朋友哦！

（指导老师：袁文娟）

魔 方
实验小学三（3）班 赵涵

爸爸给我买了一个魔方，我高兴地
打开包装盒一看，只见魔方有六个面，
每个面有 9 个小正方形，每个面分别
是：白、黄、绿、蓝……爸爸把魔方打
乱，每个面都是杂乱的颜色，我左扭
扭，右扭扭，扭来扭去，扭了好一会也
没有办法还原成原来的样子。

原来以为还原魔方是小菜一碟，没
想到这么困难。我想放弃了，这时候爸
爸对我说：“学东西要慢慢来，认真思
考，开动脑筋，不要遇到困难就想着放
弃。我也不会还原魔方，我们一起来学
习。”我和爸爸一起看视频，一起摸
索。魔方还原是有方法的，先一面一
层，再一面两层……打好每一层的基
础，再一层一层向上变化。

魔方终于被我征服了，班上很多同
学都羡慕我能六面还原。小朋友，你也
来试试吧！（指导老师：肖志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