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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乐悠悠
华南实验学校二（5）班 夏安燃

星期天，我们班同学相约去妃脂香农场
去玩。我坐在爸爸的车上，一路上，透过车
窗，大路两边，一望无边的稻田，像金黄的海
洋，沉甸甸的稻穗在秋风中唱着丰收的赞
歌。

一进农场，第一个活动是喂黄牛、拔萝
卜。大家一窝蜂地涌进大棚，导游姐姐说，每
人限拔十根萝卜。绿油油的叶子，红彤彤的
萝卜，我把萝卜叶子喂给大黄牛吃，它吃得可
欢了，还甩着尾巴好像在感谢我们呢！最有
趣的活动是捞鱼，我们穿上皮裤子，每人拿上
一个渔网，“扑通扑通”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开
始捞了起来，小鱼害怕极了，东躲西藏，我们
睁大眼睛东找西找。钱奕同学眼疾手快，一
下子就捞起了一条大鱼。我总是捞空，心里
真着急。爸爸在岸上鼓励我，教我方法，把网
沉到水下，一看见鱼，就快速提起，我试了几
次，终于捞到了一条鱼，心里特别开心！

最后我们还去套圈，挖红薯，大家玩得不
亦乐乎，返程路上我多么期待下次活动快快
到来，有爸爸妈妈陪伴的日子最幸福！

（指导老师：张红芳）

掌声
横塘中心小学六（1）班 邓美玲

开学已经差不多三个星期了，而在这些
天里，掌声几乎时时都伴随着我们。有的是
因为回答问题的正确率很高，获得了同学们
的认可，而有的则因为做事认真，赢得了别人
的表扬。

每当看到同学们被表扬的表情我才知
道，那一刻的心情会是多么兴奋和喜悦。虽
然这几天我没能拥有过掌声，但是我依然能
感受到那份快乐与骄傲。就比如前几天，同
学们套柿子的时候：女生组文雅的小淑女钱
蓉，套起柿子来真牛哩，一套一个准，尽管树
上的柿子那么调皮也没能逃过她的手掌心。

此时树下掌声四起，哇，这掌声既响亮又持
久。钱蓉甭提有多兴奋了，瞧，她那白皙的脸
上泛起了红晕，一双眼睛笑眯成了一条缝。

在生活中掌声无处不在，只要努力就会
成功，就会获取同学的掌声，获取别人的信
任，因此而感到快乐。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会有属于我的掌声。

（指导老师：眭金和）

美丽的小树林
正则小学三（8）班 赵飞程

我家楼下有一片美丽的小树林，这里花
开四季，绿树成荫，是居民们的“快乐天堂”，
也是我们的“俱乐部”。

小树林的最西边是一片竹林和假山，紧
挨着的是枇杷树和栀子树，春夏季节，野猫与
黄鼠狼经常在这里出没。我们不怕它们，它
们也不怕我们，彼此相安无事。

小树林的中间是大树密集区，有高大挺
拔的广玉兰树，有枝繁叶茂的香樟树，最有趣
的是棕榈树，它看起来像一个摇着蒲扇的“稻
草人”。这些大树枝叶交错，像一把绿色的大
伞为小树林里的亭子撑起了一片绿荫，小区
里的老奶奶们最喜欢聚在这里择菜、聊天、吸
氧。小树林里的“巨人”非雪松莫属，它有七
层楼那么高，向阳的一面枝干更粗壮、叶子更
稠密，那一根根像钢针般扎手的细叶就是人
们所说的“松针”，妈妈说落到地上的松针是
最好的肥料。雪松一年四季精神抖擞、苍翠
挺拔，风霜雪雨其奈何！

小树林的最东边是一棵桂花树和一棵枫
树，芬芳了一季已经凋谢的桂花树眼下正在
静静休养，为下一个花季贮存能量。秋天的

“风流人物”还看枫树，它在秋风里尽情展示
自己的魔法，一夜间红叶染上枝头，带给人们

“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惊喜。
美丽的小树林给我的童年带来无限欢乐

与美好！我爱这片小树林！
（指导老师：杨玉兰）

路的变迁
访仙中心校五（1）班 汪锐

我的家乡是访仙镇红光鸾集翔村，江苏
省文明示范村。每天走在家门口那光滑平整
的水泥路上时，就会想到小时候妈妈牵着我
的手走在那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的情景，总
是感慨万分。

从泥土路到石子路再到现在的水泥路，
可谓是一波三折，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记得我小时候，门口的那条路是泥土路，
晴天尘土飞扬，到了下雨天，就遭殃了，要想
出去玩，非得穿上雨鞋，要是下了大雨就只能
待在家里了，记得有一次下了大雨，我哭着要
到外面去玩，奶奶只好穿雨鞋背着我出去。

到了我上一年级，一天，有个施工单位来
到我们村上开始修路，一开工，整个村子上的
人都跑来凑热闹了，我也一样，挤到前面去
看。对施工队的叔叔问个不停，施工队的叔
叔告诉我们这条路要修成石子路了，是全村
人集资的。我听了以后高兴极了！心想：这
条路马上就能变成石子路了，好棒！原来的
泥土路，要去村上找小伙伴玩都是把那滑板
车拎着走的，累死了。现在，我可以在上面

平整地推着走了。没过几天，这条路
就修好了。我高兴地一直来回地

推着我那滑板车。啊！这一
修，可省了我不少力气

呢！

可到了去年，我们这里实行新农村建设，
环境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村是
丹阳市新农村建设的典型，被列为丹阳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村容村貌得到了根本性
的改变，原来破旧的房屋不见了，脏乱差的环
境变好了，现在走进我们村可谓是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连空气也新鲜了许多。特别是门
口的那条路，有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而且在
路的两边搞了绿化，植树栽花，这样空气也变
新鲜了。走在这条路上顿时感觉心旷神怡！
不久，有许多鸟儿也飞来这里搭窝筑巢，生儿
育女。一阵风吹过，路旁边的小花小草互相
点头，好像在互相打招呼呢。树叶也沙沙地
响，好像在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呀！小鸟也不
示弱，争先恐后地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赛歌
喉。以前的砂子路，车子走过，尘土到处飞
扬，雨天，水花四溅夹着泥土。再看看今天的
水泥路，从我家门前穿过，一直通到丹东路，
成了我们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现在，每当吃过晚饭，我和爸爸、妈妈漫
步在家门口的水泥路上，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呀，这不仅仅是一条水泥路，还是一条幸福
路，更是一条小康路。多亏了党的政策好呀，
这新农村建设，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美
好，这么幸福。 （指导老师：邱锁华）

秋天的校园
华南实验学校三（2）班 邹意珃

秋天像一个调皮的小姑娘，只要她的时
节一到，便拿着画笔在美丽的校园里画来画
去。

你看，她给银杏树涂上了一层金黄金黄
的颜色。金灿灿的银杏叶像一把把小扇子，
秋风的口笛一吹，它们便在美丽的校园里扇
啊扇啊，把夏天的炎热都扇走了。树妈妈只
要一挥手臂，顽皮的银杏叶就像成千上万只
黄蝴蝶，在校园里跳着愉快的舞蹈。

她把火红的颜色给了枫树。一片片鲜红
的枫叶就像小朋友的手掌，凉爽的秋风从它
身边跑过，它便发出一阵阵柔和的声音——

“沙沙，沙沙”，奏着好听的乐曲来欢迎我们。
远远望去，火红的枫叶就像一个个红艳艳的
小巴掌，“噼里啪啦”地拍着手，让我们听了以
后个个都精神十足的，准备好迎接新一天的
校园生活。

走进校园，你会闻到一股清香扑鼻而
来。这清香是谁身上的呢？自然是“桂花树
仙子”啦！她的身上藏着许多宝贝，需要你仔
细地找。如果你找到了，那么一定是在碧绿
的树叶中找到的吧？你一定看见过一颗颗闪
闪发光的“小金豆”了吧？你一定闻到它甜甜
的香味了吧？走近一看，原来黄澄澄的“小金
豆”是一簇簇、一串串金黄金黄的桂花呀！真
是太不可思议了！桂花细细的、黄黄的，在阳
光的照耀下金灿灿的，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
星，漂亮极了！

花坛里有正在怒放的菊花。菊花的颜色
可多了，有火红的、有雪白的、有金黄的……
绚丽多彩，美丽极了！这些颜色可都是调皮
的秋姑娘涂上去的哦。还有洁白的百合花，
像一个个纯洁的天使，秋风一吹，它们便在碧
绿的叶丛间，开心地唱着动听的歌曲，跳着欢
快的舞蹈。粉色的牵牛花像一个个小喇叭，

它也告诉大家秋天到了的消息。
调皮的秋姑娘把我们的校园

打扮得真好看啊！
（指导老师：杭志芳）

老猫和矮墙
界牌中心小学六（13）班 董梦冉

入秋了。菜园里，苍翠的蔬菜缀上了水
珠。橙色的太阳挂在天边，摇摇欲坠般，快要
落入地平线。

“嘿，老家伙！你好吗？”
一堵废墙——一堵看不出年纪，青苔斑

斑的老墙睁开了眼。
“谁？谁喊我啊？”
“嘿！看这儿！看这！”
墙眯着浑浊的眼，看向四周，最终在脚旁

看到了只老猫。
这确实是只老猫。它全身是灰色的，尾

巴上湿漉漉的，粘着各种各样的草籽。
墙慢悠悠、慢悠悠地问：“你找我有什么

事啊？”
猫甩了甩尾巴，轻盈地跃上了墙顶：“我

说我想找个说话的伴儿。你会不会介意呢？”
他一本正经的模样，令墙感到有些好笑。

“好啊。”墙立直了身，“你想听我说些什
么？”

猫调皮地眨眨眼说：“就讲讲……你的故
事吧！”

墙清了清嗓子，嘶哑着，讲述起来。
“你看我现在是一堵废墙。但我曾经不

是这样的……”
“停！”猫大喊，“曾经？你到底多大了呢？”
“我多大了啊？10岁？20？……我不知

道，反正有些年代了吧！那时候，我是一堵幼
儿园的墙，一堵幼儿园最矮的墙。即使我身
上有鲜艳的图案，男孩子们也不会爬到我身
上玩。有一天啊，来了个小姑娘，她夸我多高
啊。多高？瞧她说的，当时我就骄傲了！有
人说我高了！哈哈……”

“然后呢？”
墙顿了顿，又说：“有一天啊，幼儿园去郊

游了。小女孩高高兴兴地叫我等她回来，我
等啊等，等啊等，等到了中午，等到了星星出
来，还没等到她。你看，我都老了，她怎么还
没回来呢？”

猫绕了几个圈子，疑惑地问：“对呀，她去
哪了呢？”

“我也不知道啊。”墙答，“那么,你也说说
你的故事吧？”

猫盯着越来越红的夕阳，昂了昂头，说：
“我的故事发生不久，也就在5年前。那时候
我是只小奶猫，刚到我的小主人家。他是一
个小男孩，长得很俊，就是太白了。而且他好
像也不用上学，真奇怪！一天到晚都在家
里！他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他给我好多
好吃的鱼啊肉啊。”猫舔了舔唇，继续说，“后
来有一次他拿小鱼逗我时，被我的牙划了一
道口子，一下子冒出好多血……他的爸爸狠
狠地打了我一顿，我也出了血，但我一点也不
疼！”

墙清楚地看到，猫的眼角冒出了泪花。
“后来……后来啊，我独自离开家。我翻

过垃圾桶，偷过人家的馒头……”猫呜咽着，
趴在墙的身边，闭上了眼。

夕阳越发红艳，渐渐落下了山，只在漆黑
的天空中留下一抹鲜红的光芒。农民们急匆
匆地从菜园中穿过，谁都没注意，蔬菜上的水
珠滴落在泥土里，就好像谁都没注意菜园里
的矮墙和老毛进行了一场谈话……

（指导老师：瞿静）

我爱秋天
丹凤实验小学三（1）班 陈倩

秋天已经来到了，傍晚没有夏天那么炎
热，没有了蝉的鸣叫，早晨有点凉丝丝的。有
时候中午有点热，可是也没有夏天那么热。

秋天就像位魔术师一样，她可以把红红
的枫叶变得美丽如朝霞，还把银杏树变成了
黄色，银杏树像一把把小扇子，很漂亮，叶子
就像蝴蝶一样随风摆动着，绚丽又惹人喜

爱。
果园里果树已经长出了诱人的果实，梨

子“哈哈”的笑着，像一个个金色的小葫芦，葡
萄园里的葡萄绿得像紫水晶，紫得像宝石一
样晶莹剔透，苹果脱去绿衣裳，穿上了红棉
袄，挂在枝头，就像一个个红灯笼。

秋天是收获的好时节，金黄的季节，同春
一样可爱，同夏一样热情，同冬一样迷人，让
我们一同去感受秋的美吧！

（指导老师：朱丽俊）

神笔马良教育了我
实验小学四（7）班 陶祉璇

清晨，一缕阳光洒进书房，我手捧着《神
笔马良》看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忽然一位
穿着土褐色长衫，头上扎着蓝色方巾，身材极
其消瘦的小孩，从书中走了出来……

他是……神笔马良？我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半晌，我揉了揉眼睛，走上前激
动地问：“你难道是神笔马良吗？”

“没错，我就是神笔马良。”马良点了点
头。

“那你的神笔能借我一下吗？”我怀着忐
忑的心情问。

“当然可以！”马良爽快地答应了，并从布
包里掏出神笔递给了我。

“哇，太棒了，有了这支神笔，作业何愁之
有？”我简直是心花怒放！我不假思索挥动起
神笔，英语、数学、语文作业一挥而就。

“何不把美术作业也顺便完成一下？”我
又暗自窃喜。瞬间，白云悠悠，山峦叠嶂，碧
绿的草地上开满了绚丽的小花朵，牛羊在草
地上悠闲地溜达，小鱼在清凌凌的溪水中欢
快嬉戏……美丽的画面栩栩如生。哇，真是
神来之笔啊！

正当我喜不自胜时，马良冷不丁走过来
一把夺过神笔，一双闪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
我：

“神笔是用来做有意义的事情，不是用来
投机取巧的！”

他的话宛如一声惊雷一下子在耳边炸
响，我立即清醒过来。是啊，我怎么能做这种
事情呢？这不是对神笔的侮辱吗？我一下涨
红了脸，惭愧地低下了头。

“你怎么看着书睡着了呢？”妈妈的一声
呼唤惊醒了我。哦，我的天，原来这是一场梦
呀！不过这场梦还真教育了我，让我受益匪
浅！ （指导老师：吴建方）

读《绿野仙踪》有感
实验小学三（8）班 林之昊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绿野仙踪》，一
个名叫多萝茜的小女孩被龙卷风卷到了芒奇
金国，为了重返家乡，她历经了一路坎坷，结
识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他们克服
了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各自的愿望。当困
难来临时，他们没有退缩，而是想尽办法勇往
直前，最终到达了成功的彼岸。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刚开始学
葫芦丝的时候，老师说我节奏不稳，无论
我练习多少次，吹出来的曲子总是跟老师
的不一样，忽快忽慢，我心情很沮丧，甚至
有一点灰心，但是我没有放弃，我不停地
对自己说：我如果现在放弃了，之前花的
时间全部都白费了，这一点困难算什么，
我一定能想到办法解决。于是，我先跟着
网上的伴奏唱谱子，唱熟了之后再开始
吹，边吹边在心里默默地打拍子，为了吹
得更好，我还经常反复跟伴奏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努
力，我终于成为了这一期葫芦丝学员中吹
奏得最好的一个，老师也惊讶于我的进
步。这还多亏了《绿野仙踪》呢，多萝茜的
经历告诉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不
懈，遇到困难不轻言放弃，不经历风雨，怎

么能看见彩虹呢？ (指导老师：钱煜华)

可爱的任老师
华南实验学校三（1）班 孙欣悦

7月1日我在三中上小作文班的时候，认
识了任金辉老师。

任老师是胖乎乎的，脸像一个大盘子又
大又圆，肉嘟嘟的！乌黑的头发，剪着一个小
平头，短短的头发像一根根小草。浓黑的眉
毛下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
上戴着一副蓝色的近视眼镜。任老师的脖子
又粗又短，他的肚子又大又圆，像一个大大的
仓库能装下所有的东西。任老师的腰又大又
宽，和身体比就是一条直线，腿是又粗又壮，
像两根粗壮的柱子，支撑着上身看起来可辛
苦了。

第二天任老师给我们表演了“一指神
功”，只见他先半蹲，再握拳，接着再出拳。任
老师把全部的力气集中在食指上，而且指头
还在抖动，红红的脸蛋像个大红苹果，头顶上
已经满头大汗了。

帅气的荆科苏上场了，他用一秒钟的时
间轻松地把左脚抬起，但是当他靠在墙上时，
任老师用手指轻轻地一点，他的腿就抬不起
来了，只好乖乖投降，变成了“瘸子”。我们不
禁哈哈大笑起来。

任老师又幽默又可爱，你觉得呢？
（指导老师：袁文娟）

我的一家人
延陵学校五（2）班 冯卉子

俗话说“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也不
例外。我家有勤劳的妈妈、“懒惰”的爸爸以
及调皮的弟弟和勤奋的我几个家人。

在一家人中，妈妈每天都笑眯眯的，性格
很温和。弟弟胖胖的，调皮又捣蛋。爸爸
呢？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大大的嘴巴，鼻
子也很挺拔。爸爸的头上已有几根白发了，
那是因为他常年在外工作累的。

中秋节有三天假期，爸爸专门请假回来
陪我们过中秋节。假期第一天清晨，一大早
妈妈就高兴地叫我和弟弟起床吃饭。弟弟看
了四周问：“爸爸呢？”“肯定还在睡大觉，我去
叫他起床。”我指着爸爸妈妈的卧室说。

我悄悄地来到爸爸妈妈的卧室，果然看
见爸爸还在呼呼大睡，于是我大喊：“爸爸！
吃饭了，快起床！”爸爸被惊醒了，他看见床头
的我说：“你已经三年级了，要懂礼貌，知道了
吗？”“爸爸，我已经五年级了。”我十分无奈。

“是吗？今天天气真好。”爸爸马上扯开话
题。“算了，你快起床吃饭吧！”我摇摇头。爸
爸就是这样，不知道我的生日，不知道我的年
龄，也不知道我与弟弟相差几岁。

假期第三天的清晨，爸爸就回单位工作
了。爸爸妈妈为了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
天都起早贪黑地工作。

（指导老师：贡成锁）

记一次爬山
运河中心小学二（1）班 施唐忆

星期六天气晴朗，同学们在爸爸妈妈的
带领下一起去爬山。

我们坐上了旅游大巴车，大家在车上背
古诗、背课文、背《三字经》、唱儿歌……大家
说说笑笑很开心，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目的地
——圌山。

圌山可真高啊！从山脚下望去像一个巨
人，同学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一样冲向山
去。我和爸爸妈妈沿着石头小路往山上爬。
路边有许多小摊位，都是卖各种各样玩具和
首饰的。我选了一个鲜花编成的皇冠，赶紧
戴在头上，可真漂亮啊！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平台上，我

向后望去，
只见山上
到处都是
又高又绿的
大树，像是给大
山穿上了一件绿盔
甲，远处的房子和汽车看
上去都很小很小，公路就像
一条长长的小蛇。我抬头往上
看，只见山顶有一座尖尖的宝塔
和亭子，有的同学已经爬到山顶了。
我觉得太累了，加上风太大了就没有继
续往上爬，于是我们就沿着木头小路下了
山。

虽然我没有爬到山顶，可是能和小朋友
们在一起玩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指导老师：施华平）

我爱小兔子
新桥中心小学四（6）班 李月

暑假的时候，我买了一只小兔子，它有长
长的耳朵，有时一摇一晃的，全身都是雪白
的，像个白绒球，眼睛是红色的，像两颗红宝
石，很漂亮！

我每天都会把它放出来玩一小时，然后
再放回笼子里。每次放出来的时候，我会抱
着它，把它放在腿上。可是它每次都不安稳，
一直动来动去的，像是要迫不及待地挣脱我
的束缚似的，我只好把它放下去了，可是它一
下子就钻到了沙发底下去了，我怎么也找不
到它。于是，我跑去找爸爸帮忙，爸爸把沙发
搬开来，我赶紧把小兔子抓住，放进了笼子
里，帮它拿了一些青菜压压惊。

过了几天，我想起来没有喂兔子，就拿着
青菜过去了，小兔子竟然躺在笼子里，它被饿
死了，我伤心地哭喊起来：“小兔子，你为什么
要死掉啊？”

妈妈听见了，就问我：“怎么啦？小兔子
怎么啦？”

我边哭边说：“我的小兔子死掉了。”
妈妈安慰我：“不要哭了，我们再去买一

只，好不好？”
我说：“不要，不要，我就要这一只。”
妈妈让我把小兔埋掉，我又难过地哭了

起来，说：“妈妈再帮我买一只兔子吧！”
妈妈说：“好的，但是你可不要再忘记喂

食哦。”
于是，我们去宠物店又买了一只小白兔，

这只小白兔到现在一直好好的，还大了好多
呢。 （指导老师：刘文华)

魅力“串串烧”
新区实小五（11）班 蒋帆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丹阳经济开发
区吾悦广场步行街，前来“牧羊小白”品尝“串
串烧”的食客就络绎不绝。店内香气阵阵扑
鼻，十几张桌子座无虚席，让逛街过往的顾客
垂涎欲滴。

要吃上“牧羊小白”的“串串烧”还真有点
不容易。急性子的顾客两眼向四周急速扫
描，瞅到哪一桌上有空位，便见缝插针，成为
食客们的“接班人”。迟来的食客急着找座
位，哪还有空位子啊，他们只得耐着心子在慢
慢等待。足以见得“串串烧”独特的
魅力！

“服务员，快上菜啊，我们都等
不及啦！”几位顾客在大声喊叫
道。“来了来了！”服务员们忙得不
可开交，他们甚至在抱怨生意怎么会这
么好。虽然忙得热火朝天，但脸上无不挂着
甜甜的笑容，在热情地招揽着顾客。

我纳闷了，怎么会有这么多食客恋上这
小小的“串串烧”呢？不知不觉地，我凑近加

工坊瞧了瞧，只见那黄黄
的豆皮，绿绿的青菜，红红的胡萝
卜，嫩嫩的羊肉在翻腾不息的油锅
里跳跃着、涌动着。暗绿色的海白
菜在“江面”上颠簸着，孤零零地像一
叶小舟，转瞬间就成了“泰坦尼克号”
沉入江底而“英勇献身”，它们在油里走
了一趟后再窜到竹签上，便成为人们餐
桌上的美食。原先硬邦邦的豆皮眨眼间变得
软软的、脆脆的、酥酥的，令人胃口大开。我
咬了一口“串串烧”：“真好吃！”我越吃越带劲，
我一口气吃完之后，嘴上还都沾满了油。这
真是应了那句话：“不尝不知道，一尝忘不
了。”

(指导老师：郭华平）

请为她竖起大拇指
云阳学校七彩文学社 汪已琛

咦，是谁在教室里专心致志地画画呀？
原来是我们班的“小画家”——董景洁。

董景洁长着一对又大又水灵的眼睛、一
张樱桃小嘴，笑起来可爱极了。她的一双手
既灵巧又修长，画出来的画栩栩如生，活灵活
现，非常好看。

她从5岁就开始学画画，她像一匹不知
疲倦的野马，日夜奔驰，勇往直前。有一次，
她的功课全做完了，她拿出一张纸趴在桌上
专心地画了起来。正好，我收语文作业到她
那，我一连叫了她五遍“收习字册了”，才把她
从画的海洋里拉出来。她把作业交给我后，
又钻进画海里去了。瞧，画上有一只小花仙
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月亮上摘星星，弯弯
的月亮尖上挂着一个五角星形状的小篮子，
里面装着许多金色的小星星，多么有趣呀！
她画的画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以每次参加
绘画比赛总能拿个大奖回家。不管是学校里
组织的，还是现场作画等比赛，她都是一丝不
苟地先打草稿，然后勾线，最后涂色……她说
她的梦想是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在美术学院
里教书，教更多的人学画画。

俗话说“知识改变命运，梦想创造未来”，
每当看到她一幅幅漂亮的画，我就情不自禁
地为她竖起大拇指：“你
真棒，你是我们班的骄
傲！”
（指导老师：杨黎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