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阳光一起看他们笑和阳光一起看他们笑

实验小学四（4）班 胡苏扬

“哈哈，我又捉了一条鱼！”一
个贵州小朋友骄傲地说。他像打
鸣的小公鸡一样高高地昂起头，
双手抱着一条比他的头还大的稻
田鱼。阳光把鱼鳞片照得金光闪
闪，让人不禁联想到诱人的红烧
稻田鱼！

我看看自己的双手，空荡荡
的，连稻田鱼的影子都捕捉不到，

再看看贵州小朋友们的成果——
满满一大竹篮的稻田鱼，条条肥
大，活蹦乱跳。“啊，人比人，气死
人啊！”我不由地嘟囔着。“不行，
我得超过他！”我撸起袖子，赶
紧捉鱼！我的手在泥浆中摸索
着，泥巴在我手中不断地滑过，可
鱼，一条都没碰到！

我不干了！我赌气地想着，
爬上岸，洗干净脚，穿上鞋，坐在
草地上，观察起这群水稻田里的
胜利者——贵州朋友们。

瞧，他们有的自豪地举着自
己刚捉的鱼，大大的眼睛闪烁着
喜悦的光芒，小嘴一抿，弯成月
牙，两片脸蛋红彤彤的；有的守在
装鱼的竹篮旁，叉着腰，清点着自

己捉的鱼；有的刚放了一条鱼进
竹篮，擦了一把脸上的污垢后，没
有丝毫怨言的又开始寻找新的目
标……

金色的阳光从碧蓝的天空上
倾泻下来，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与他们脸上那种天使般，发自内
心，只为了捉到一条鱼，毫无杂
念，藏在酒窝里的笑相得益彰。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和贵
州小朋友们也该去吃晚饭了。一
想到那美味的红烧稻田鱼不是自
己的劳动成果，我就有点心酸，
唉，谁叫我捉不到呢，只能怪自己
喽。不过，这个下午，我还是有收
获的，我和阳光一起看见了贵州
小朋友们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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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小学四（1）班 陈靖元

悄悄地，
春笋拱出大地，
想看看，
大地有多大，
想寻找，
树绿的秘密，
想探听，
花开的消息。

（指导老师：叶子 红亚）

春笋

小诗人群

胡陈中学七（3）班 鲍王秀

一眨眼，六年的光阴已在指缝
间溜过，而我已成为一名初中生。
告别快乐童真的六一，告别校园，告
别了小学的一切。我对小学的角角
落落都充满无比的不舍与留恋，每
个地方都撒落着记忆的碎片，我想
对母校真诚地说一声“谢谢你”。

感谢您，老师，是你们的培养，
才有了现在的我。我就像刚刚生长
的花骨朵儿，而您就是那辛勤的园
丁，不辞辛劳地浇灌我。无论我多

么脆弱，可您依然坚信我是朵艳丽、
独一无二的花。谢谢你，我的启蒙
老师。

感谢你们，亲爱的同学。多少
日子，我们朝夕相处，彼此共同成
长，彼此互相鼓励，彼此为同一个目
标而奋斗，而努力。我们一同嬉戏，
一同大笑，一同哭泣。你们为我的
小学时光，添上了美好的色彩。谢
谢你，小学的同学们。

感谢母校，校园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每一个事物都使我难
忘。六年时光是如此短暂，却又如
此多姿。在这里我学会了第一个英

文单词，学会了第一个拼音。我一
天天成长着，从初入校园调皮的儿
童，变成了懂事的少女，曾经的年幼
无知已不复存在。

谢谢您，母校，您的给予，那样
伟大，那样高尚，令我无法忘怀。

馥郁的芳香似乎还在鼻尖回
荡，美妙的歌声似乎还在耳边婉转，
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的声声安
慰……感谢的话语在心中酝酿，不
舍的种子在心中悄然生长。

感谢你，亲爱的母校！亲爱的
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指导老师：陈在兵）

好想说声谢谢你

深甽中学八（3）班 申强

泱泱中华大地，在世界之
林的东方，同报晓雄鸡一齐，
响彻整个地球；与天幕中的启
明星一并，指引着广大人民，
走好新一代长征路。

五千年炎黄文明烙进骨
髓，沁入血脉，广阔的神州大
地上漫卷书香气息：笔墨纸
砚，诗词歌赋，伴着厚重的历
史一页一页地翻阅至今，显得
如此璀璨夺目。纤浓合度、隽
秀轻灵的汉字远扬海外，横竖
撇点折，挑起曼妙的角度，深
刻竹卷、浅游纸上，千年万
载，亘古永存；活字印刷，灵
活的板块展开一幅幽长的盛世
之景……历史的华沙之下，也
诞生了全世界最美好的文化产
物——书籍。

薄薄的纸页叠加，扣成文
脉的纽带。

一代代文人墨客、学者平
民，一言一语，一字一句，一
笔一画，一朝一夕，年复一年
汇成了广袤无垠的文海，泛舟
随着浪涛传唱着，颂扬着……

中华文学之盛，莫过于
“四大名著”。

棒打众神，脚踢凌霄，降
妖除魔的悟空，好色贪嘴但忠
心不二、敢闯敢拼的八戒，心
善慈悲却又迂腐难耐的东土长
老，任劳任怨又谨守本分的沙
和尚共同谱了一曲《西游记》；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
无瑕。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
泪。绘出道不尽、言不清、看
不明的《红楼梦》；义字当头，
替天行道，忠义堂前归拜一百
单八将，个个好汉，条条忠
烈，《水浒传》中显真身。首推
当举 《三国演义》，忠、孝、
义、节、勇尽在群雄不言中，
马革裹尸还、青山埋忠骨，节
气遍走全文：忠勇如关羽，爱

贤首刘备，智谋无双属孔明，
枭雄只曹操，虚名有袁绍，举
人任能莫如孙仲谋，才气周郎
第一，悍猛典韦无敌，冢中枯
骨唯袁术，名加海内看孙坚
……平实朴质的白话文中，惟
妙惟肖地描述着各形各色的人
物。书中朝廷腐败令人感叹，
群雄并起叫人激昂，奸臣当权
使人愤懑，征战沙场叫人酣畅！

以古为镜，观中国发展。
清末，朝廷贫弱无能，一

昧偏安一隅，只求一时合战，
委屈求全，割地赔款！导致偌
大的中国插满了殖民者帝国的
标志。

民国崛起，推翻封建。但
连年混战，满地狼烟，欲抬起
祖国高傲的头颅，却无力回天。

弱小引来了虎视眈眈之徒
的觊觎，日本侵略者在这个狼
藉的土地上又来摧残。中国反
击了！八年抗战，终使日本帝
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然外战虽捷，内战不止。
十数年的战争之路，共产党胜
利了！吹响这新中国的号角！
鲜红的旗帜迎风而舞，焦黄的
土地上长出了革命的新芽，蓬
蓬勃勃、励精图治，中国又踏
上了强国之路。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
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然由新
芽长成了绿洲：一带一路政
策、“两山”思想等俱成功展
开，G20峰会、金砖五国会议也
圆满告成。中国斐然成绩也影
响着、带领着全世界！

而作为新时代队员的我
们，也正响应着新时代的号
召。努力读着习爷爷读过的
书，等待着一施拳脚的那一刻！

书中有国，国中有你我，
你我心中又有一个共同的中国
梦！

（指导老师：胡晨莹）

书与国

金阳小学二（4）班 金柳延

新年除夕，少不了压岁钱。压
岁钱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是新年
的第一份礼物。

寒假里，爸爸带我去大观园游
玩时，我看中了一个小黄人行李箱
款式的储蓄罐。这个储蓄罐不但可
爱，而且有密码，爸爸看我爱不释
手，就买下了当做新年礼物送给我。

我把新年里长辈们送的压岁钱
都存进了我的小黄人储蓄罐，并给

它设置了密码，放在书房较为安全
的一角。

开学前，我把心爱的储蓄罐小
心翼翼地打开来，数了数我的压岁
钱，一共 25张百元大钞。这笔属于
我的“巨款”该怎么花呢？正在这
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曾在妈妈微
信朋友圈看到的一条关于贫困山区
的小朋友用的都是旧文具，穿的都
是很旧的衣服的消息。我想把我的
压岁钱分成两份，一份寄给贫困山
区的小朋友，让他们也能同我一样

用上新文具，穿上新衣服。一份留
着自己买文具、书籍之类。用压岁
钱也要节俭，钱是不能乱花的，合理
使用才是最好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又长大
了一岁。我要用压岁钱买些我喜欢
的书，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取得
更好的成绩。

压岁钱

本文通过记叙跟贵州朋友捉鱼
的过程，表达出对贵州朋友的喜爱
之情，而恬静而热烈的阳光在字里
行间穿梭，寓意深刻，折射出贵州
朋友的天真无邪、简朴好客、专注
投入的美好品质。

除了构思巧妙外，小作者的心
理活动描写细腻，从失望地嘟囔到
不服输撸起袖子加油干，再到心
酸，这些刻画以儿童的视觉，展现
了孩子特有的天真烂漫，从而使得
人物形象立体饱满，跃然纸上。

大佳何小学五（3）班 潘崇轩

大家一定知道，现在的汽
车缺点很多：重量大、速度
慢、排废气、不会飞、不会
游，容易发生事故……给人们
带来了很多困扰。

未来的汽车，一定是环
保、节能、马力大、会飞、会
游……将许多优点集于一身，
还有一定的特异功能，必要时
可以使用。

这是一款靠电力驱动的汽
车。它的原理是：把周围的空
气吸入，制成高压空气，排出
去，从而得到前进的作用。转
向呢，则是用车尾的导板，控
制气流方向。停车，只要将出
气口封闭就行了。把气流大小
控制好，就是控制车速。四个
轮子上方，也有四个出气口。
在陆地上时，出气口封闭；想
飞时，轮子会折叠起来，出气

口打开，将汽车托起。在水
下，汽车会封闭，机器会分离
水中的氧气，供人呼吸；汽车
上方也有四个出气口，打开
了，可以向下移动；高压空气
换成了高压水，除这些以外，
和飞行模式没什么两样。

这款汽车还有一个特异功
能：可以形成一层透明的防护
罩，刀枪不入。为什么呢？其
实，是汽车顶上喷射器的作
用，它会喷射一种密度略比空
气大的气体，散开的形状像倒
置的果冻的轮廓，这样高速的
气体，岂是刀枪能破坏的？

它轻便，因为没有储油
箱、燃油管道、油；它厉害，
因为会飞、会游、会跑；它环
保，因为不用汽油，不排废气
……它，就是未来的汽车！

（指导老师：刘香娥）

未来的汽车城中小学五（5）班 薛雄泽

您
是大地母亲的美容师
一把扫帚是您的工具

您
晨光熹微
一辆三轮车是您的坐骑

您
披星戴月
把小区打扫得纤尘不染

您
从来不言脏与累
整日忙碌在街头巷尾

您
是苍穹的那颗启明星
引领着人们的行为

您
没有唉声叹气，怨天尤人
只把洁净，悄然地带给人们

（指导老师：杨晓东）

您
——写给城市的美容师

金阳小学二（4）班 王哲

“开始慢慢上来了，啊，下去了，
啊——！过山车太刺激了！”

“哲，哲，快醒醒！”妈妈边叫边
摇醒我，我的美梦就这么被无情地
打破了，“今天学校去潘天寿广场春
游，去晚了，校车就开走了。”妈妈着
急地说。对呀，今天学校组织春游，
我赶紧穿好衣服和裤子，从床上蹦
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太阳公公爬上了
山坡，咧开嘴笑着，好像在说：“今天

真是好日子，春游的好日子。”班主
任储老师带领我们坐上了公交车，
一路上我看见一棵棵绿油油的大树
和一簇簇五颜六色的花，它们随风
摆动，好像很想和我们一起去春游。

只听“吱——”的一声响，开车
师傅刹住了车，我们已经到达潘天
寿美术馆门口。我很好奇里面的画
到底是怎么样呢？我走进一看，
哇！我惊呆了，有的画内容很有趣，
有的画着很凌乱的东西，我想这就
是大人所说的“艺术”吧。沿着画廊
走了一圈，我们就离开了美术馆，来

到了潘天寿广场上。早上的广场比
晚上要安静得多，没有那么多人在
走路，没有那么多人在跳舞，也没有
那么多人在玩耍。我们就找了一块
空地，坐下来开始美餐一顿，我分你
一点，你分我一点，我们吃得津津有
味……

可惜快乐的时光总是一晃就
过，春游很快结束了，只能期待下次
的春游了！

快乐的春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