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心灵是一座花园袁 那么爱就是滋养花
朵的阳光遥 我们都需要爱遥 爱是一双隐形的翅
膀袁 爱是一座明亮的灯塔遥 爱袁 无处不在浴

五年级时,我入选校足球队袁 要去参加一个
台州市的比赛遥 那时正值期末袁 白天比赛晩上
加量复习才不耽误学习遥 我写完作业还得看书袁
看完书还得背复习资料遥 早上比完赛本来就很
累袁 晚上还得复习袁 用现代话说院 我太难了遥
那次袁 因为太累袁 弄完都快近凌晨了袁 我压根
忘记了明天比赛的球衣袁 沒有及时把医药箱放
到包里就倒头便睡了浴

第二天一起来袁 我在妈妈的河东狮吼声中
起床袁 冲了个澡便出发了袁 连自己的球衣和药
箱拿沒拿也不知道遥 学校也沒去袁 直接让我妈
送我去市体育中心集合遥 等到了袁 张导让我们

检查装备准备起程袁 眼看他们一个个的都好了袁
我却怎么找也找不到自己的装备袁 这时我才知
道我可能沒带袁 那叫一个心急如焚袁 真想以最
快的速度跑回家遥 我非常犹豫袁 妈妈刚刚离开袁
要不要打电话给妈妈钥 但是她昨晚又说袁 她们
公司又新加一条规定袁 凡在上班期间未经同意
离开公司是要从月薪扣钱的遥

万般无奈之下袁 我还是打电话给妈妈遥 妈
妈接了电话就说了院 野我不会帮你了袁 多大了
还这样浴冶 我心灰意冷遥 但是我又仿佛看见她偷
偷地走到停车场袁 打开车门袁 光速开到家中袁
去拿我的球衣浴 一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到了另一
个区袁 我想我妈妈今天是不会来了的袁 我偷偷
躲在窗边失声痛哭袁 被坐在一边的前锋尧 边锋尧
中锋尧 门将看见了袁 我们 5 个人特别好袁 因为

都是主力遥 但凡 5 人中一个人遇事袁 其他 4 个
人都会安慰那一个人浴 每次都是我安慰别人袁
风水轮流转袁 今天轮到他们安慰我了遥 我没有
球衣袁 开始抱怨妈妈了袁 自言自语袁 说着说着
都感觉自己真的是捡来的袁 不是亲生的遥

到了比赛场地袁 别人都去热身去了袁 就我
一个傻傻地坐在地上发呆遥 张导走过来院 野哎袁
昨天谁说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来着钥 今天怎么袁
缺机油了钥 我来给你换浴冶 他把我逗笑了袁 我这
才换上我的训练服和球鞋去热身了遥 就在这时袁
我发现在第二格有一袋东西好似布料袁 我打开
一看袁 不可思议袁 居然是我的球衣和球袜袁 而
且球衣尧 球袜的洞也补好了袁 我的心不禁感到
一阵暖暖的风袁 眼泪也默默流下来袁 流在干燥
的脸上热乎乎的袁 带着复杂的情绪袁 我就上场

了遥 这场比赛不仅赢了袁 而且赢得很特殊袁 因
为我有母爱的力量支持着浴 为什么这么说呢钥
因为所有人的球衣都是昨天穿过没冼的袁 又脏
又臭袁 只有我的袁 又干净又香浴

回到家袁 我看着妈妈仿佛一个女神浴 这时袁
我看到她拿菜的时候手指颤抖了一下遥 我一下
聚焦到她的手指上袁 只见上面还贴着创可贴院
野你的手钥冶 妈妈笑了笑院 野哦袁 刚才切菜的时
候割到的遥冶 但我知道她在撒谎袁 刚才菜明明是
爸爸切的遥 肯定是昨天晚上给我缝球衣尧 球袜
的时候扎到的遥

野谁言寸草心袁 报得三春晖遥冶 你永远不知
道母亲想要什么袁 但母亲的心里早己知道你要
干什么袁 她的爱看不见摸不着袁 但时不时就触
动了你的心弦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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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世界大冒险
□区人民小学 二( 1）班 卢子越

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袁 我在爷爷的卧室里翻箱倒柜袁 寻找爷爷送给我的礼物遥
忽然袁 我在爷爷的床底下找出了一个金灿灿的东西遥 我擦去上面的灰尘袁 盒盖上露
出了一串数字遥 我猜测这是礼物盒袁 于是我胡乱地按了 野一亿年前冶 键袁 突然一个
黑洞出现袁 把我吸了进去遥

过了片刻袁 原本灰蒙蒙的天空顿时煞白袁 天空中传来 野吱呀袁 吱呀冶 的叫声袁
刺耳尖锐袁 令人毛骨悚然遥 我感觉身子不住地抖动袁 地面也摇晃起来袁 远方传来
野嗷嗷冶 的叫声袁 原来是白垩纪袁 我蹭地跳起来遥 野三十六计袁 走为上计冶袁 我撒开
脚丫子狂奔起来遥 跑到远处后袁 回头一看袁 真是不看不知道袁 一看吓一跳袁 一只威
风凌凌的霸王龙站在离我不大远的山岗上袁 一头梁龙移动着巨大的身子袁 窃蛋龙正
鬼鬼祟祟地偷恐龙蛋袁 翼龙以光般的速度在天空中滑翔噎噎我呆愣在原地遥

突然袁 山岗上的霸王龙转过身子袁 虎视眈眈地望着已经呆若木鸡的我遥 此情此
景袁 我只有撒腿就跑袁 霸王龙跑下山坡一跃而起袁 顿时四面八方飞沙走石袁 霸王龙
落地后袁 张开了血盆大口遥 我尖叫了一声袁 逃之夭夭遥

跑着跑着袁 我看见了一个长着尖刺的 野石头冶袁 我疑惑地爬上了 野石头冶袁 野石
头冶 晃动起来袁 野哇浴 原来是剑龙冶袁 我驾驰着剑龙往对面的草丛中走去遥 沙沙袁 一
只窃蛋龙蹿了出来袁 手中抱着一个龙蛋袁 身后传来慈母龙的哀嚎声遥 来不及多想袁
我就跨上滑板车拿着网兜迎头赶上袁 窃蛋龙见事不妙扔下蛋袁 逃得无影无踪遥 我急
忙把网往前面一伸接住了蛋袁 正好慈母龙出现袁 她看到这一幕袁 感动得泪流满
面袁 滚着蛋走了遥 忽然一只翼龙俯冲而下袁 抓住我的衣领飞向天空袁 飞到最顶
端时袁 把我放开了遥 我坠落下去袁 就在千钧一发之时袁 我慌张地按了一下
野一亿年后冶 键袁 黑洞把我稳稳地接住遥

片刻之后袁 我发现自己正身处爷爷的小屋中遥 她陶醉了
□区人民小学 五（5）班 金浩宇

我的姐姐是一个书呆子袁 她十分喜爱看书袁 她对任何书都没有抵抗力遥
周末的晚上袁 爸爸急匆匆地进了家门袁 他神秘地将双手放在背后袁 对我们说院 野你们猜猜浴 我身后拿

的是什么钥冶 姐姐不假思索地说院 野是书浴冶 爸爸连忙说院 野对对对袁 就是书袁 那你们猜猜这是一本什
么书钥 提醒一下袁 这是一本幻想小说袁 是描写海底探险趣事的书哦浴冶 野叶海底两万里曳遥冶 姐姐脱口

而出袁 虽然我有点不服输袁 但心里却很佩服姐姐遥
爸爸刚将书递给我时袁 姐姐一个健步从爸爸手中将书抢了过去袁 眼中闪着喜悦的目光袁

我只好把这本书让给了姐姐袁 谁叫她那么 野强势冶 呢浴 我无可奈何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袁
拿了一本已经被我翻破了的 叶历史漫画曳袁 我无聊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袁 翻着翻着就想睡

觉遥
此时袁 从隔壁姐姐房间里传来的时而欢笑声以及时而哀叹的声音袁 还伴有啧

啧声袁 把我给惊醒了遥 听着听着袁 我感到有一条虫子在我心里爬来爬去袁 又感
到似乎有一只猫用爪子在我心里挠来挠去袁 我实在忍不住了袁 于是蹑手蹑脚

地推开姐姐的房门袁 姐姐没有注意到我袁 坐在书桌旁像一个雕像一样一
动不动袁 眼睛好像被书本中什么东西吸引住似的袁 看得非常入迷袁 真

是如痴如醉浴 于是袁 我试探一下袁 看看她到底是不是装的袁 我故意
东看看西看看袁 她仍旧不为所动遥 姐姐的表情袁 时而紧皱眉头

在想什么袁 时而甩甩垂到额前的刘海袁 时而扶扶滑落到鼻梁
上的眼镜袁 看那神情一定是被有趣的情节吸引了遥

我悄悄走近袁 把头靠过去袁 沉浸在书中的姐姐像
走火入魔一样袁 愣是没看到我遥 她一边看书一边在

本子上记笔记袁 我将脖子伸得长长的袁 将看到的
文字念了出来袁 并忍不住模仿书中的人说院

野它身长多少遥冶 野六米长遥冶 我又念院 野它
头上不是长了八个腕足袁 动起来像蛇一

样吗钥冶 野正是遥冶 姐姐脱口而出袁
看来姐姐完全融入到书中的人物

了呀浴 我 野扑哧冶 一笑遥 姐姐
一声尖叫袁 才反应过来袁

大笑了起来遥
我有一个 野小书

虫冶 姐姐袁 你喜欢
吗钥

指导老
师：张丽

芳

我学会骑自行车啦！
□ 张京洋

放学路上袁 我看见一位哥哥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飞驰
而过遥 回到家袁 我信誓旦旦地对爸爸说院 野我要学会

骑自行车浴冶
于是袁 爸爸拿出自行车袁 和我来到门外袁

教我骑自行车遥 学了好一会儿袁 我不仅没学
会袁 反而摔得四脚朝天袁 我气急败坏地

说院 野我不学了浴冶 爸爸好像看穿了我
的心思袁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院 野做

事情不能半途而废遥冶
听了爸爸的话袁 我面红

耳赤地低下了头遥 于是袁
我勤学苦练袁 最终学

会了骑自行车袁 我
高兴地一蹦三

尺高遥

□区第二实验小学 六（6）班 曹皓博

藏在球衣里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