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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天的坚持，都是为了明天有
一个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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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湖小学103班刘天壹/作 指导老师何丹娟

上周末，我们全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
“首先，要把馅放到饺子皮上。”妈妈说道，“然

后把皮对折，用大拇指和食指将饺子皮的边缘捏
出一个波浪状的花边。”我按照妈妈说的办法去
做，可包出来的饺子像小扇子，而爸爸妈妈包的饺
子像“元宝”，好看极了！

我包了一个又一个，丝毫没有进步，感到十分
懊恼。爸爸笑着说：“你应该多放点馅。”听了爸爸的
提示，我特意多放了一些馅，结果又没办法封口了。
我不断地总结经验……最后，一个“完美”的饺子终
于在我的努力下诞生了。接着，我又包了很多饺子。

北苑小学304班余艺可 指导老师张江萍

包饺子

老师检查背课文时，我把手举得高高的。老师
第一个叫到我，让我走上讲台背课文。不知为什
么，昨天背的课文忽然全忘了。好不容易背了几
句，也是漏洞百出。我只觉得两条腿软得像面条，
脸上像着了火一样热得发烫。我甚至不知道自己
是怎么走回座位的。

坐在座位上，我一个劲地责备自己，明明昨天
晚上已经会背了，今天却背得这么乱？我记忆力真
的很差吗？下课后，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事
情只有对自己充满信心，才有可能成功。”

老师的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激励我
勇往直前。

北苑小学304班刘啸杰 指导老师张江萍

第一次上讲台背课文

我们开始大扫除了。同学们有的扫地，有的拖
地，有的擦窗户，还有的……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呢！几个拖地的同学就像出征的战士，挥动手中的

“武器”——拖把，把地上的“敌人”——灰尘，一个
个消灭掉。再看那边，擦玻璃的同学把抹布放在窗
户上不停地挪动着，就像一位画家正在用毛笔在
纸上作画……忙得不亦乐乎！

大扫除结束了，教室里桌凳成行，窗明几净。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愉快的笑声充满了整
个教室……

北苑小学302班陈禹西 指导老师张江萍

大扫除

暑假里，学校布置了一项特殊作业——捡烟
蒂。天真热，太阳火辣辣的，没有一丝风。吃过早
饭，我拿起垃圾袋顶着烈日出门了。我一边走一边
捡。随地扔烟头的人还真不少。短短五分钟，我就
捡了20多个烟头。

夜幕降临，我来到公园一边捡烟头，一边四处
张望着吸烟的人。不一会儿，我在人群中发现一位
夹着香烟的老爷爷。我走过去，对老爷爷说：“爷
爷，请不要在这里吸烟哦！吸烟不仅对自己的身体
不好，而且对周边的人也有害处。您能把香烟交给
我来处理吗？”老爷爷一句话也不说，盯着我看了
一会儿，说道：“小朋友，你说得真对。”说完，他灭
了手中的香烟，把烟蒂扔进了我的小袋子。

北苑小学302班汪蓝依 指导老师张江萍

捡烟蒂

现在已是黄昏时分，劳累了一天的太阳准备
下班回家。太阳逐渐西沉，天空泛着红晕，似乎是
被太阳这个大火球烧着了似的,云朵有的泛着橙黄
色，有的染上紫红色，还有的被涂成了亮金色。

太阳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将一半的脸藏在
西山后面，天空中的云霞逐渐变浅，红蓝渐变色的
天空漂亮极了。

没过多久，太阳消失不见，我想，它一定是趁
我不注意，溜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畈田朱小学501班王耀翔 指导老师傅晓霞

日落

闷热的夏天，鱼儿浮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呼吸
着。倏忽间，一片片阴云像潮水般涌来。

过了一会，空中出现一道闪电，接着从天边传
来一阵阵雷鸣。不久，雨点招呼着它的好朋友——
风，欢呼着，一起跑向了草地、山坡、池塘……不知
过了多久，风雨才停止玩闹，休息去了。

四周都变得干净极了，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
味道，我喜欢这雨后的世界。

畈田朱小学501班李金蘋 指导老师傅晓霞

雨天即景

晴空万里，阳光温和地洒在大地上，空气也格
外新鲜，这时候我正在公园玩耍。

“汪汪汪！”咦，哪来的叫声？走近一看，原来是
几只毛茸茸的小狗在草坪上嬉戏呢。它们的毛发
五颜六色，有黑的白的黄的……仔细看看，它们有
的在追逐自己的小伙伴儿，有的在阴凉的地方打
盹儿，有的在玩皮球。看那只小狗，正抱着皮球这
儿跑、那儿跑，真像一个圆圆的小雪球。

小朋友们也从四面八方涌来。跳绳的、拍皮球
的、追逐打闹的……到处都是小朋友们的欢笑声。
这里真是我们的乐园呀。

畈田朱小学501班朱昀帆 指导老师傅晓霞

乐园

太阳西沉，远处的山，附近的房子，在夕阳的
映衬下，显得格外可爱。慢慢地，太阳只剩下一条
红红的缝，天上的云朵还是红的，它们随意变化
着，一会儿变成狮子，一会儿变成小狗，一会儿变
成马儿，真是赏心悦目。

落日，离开了我的视野，我仍然意犹未尽。李
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现在我终于
领略到了诗中的美。

畈田朱小学501班楼苹露 指导老师傅晓霞

望夕阳

读了《灯塔男孩》一书，小吉尔莫乐观坚强的
精神深深震撼了我。

面对母亲去世的事实，小吉尔莫没有慌张害
怕，更没有告诉自己的父亲，他选择自己默默承担
着这个沉重的事实。小吉尔莫是多么地坚强啊！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自惭形秽。当我在生活中
遇到一点小事，就要向母亲求助；当我去参加夏令
营时，经常偷偷流泪，不想离开母亲；当父母出差
时，我一个人在家总会害怕得瑟瑟发抖，想要他们
的陪伴。唉，难道我长大以后还要带着母亲走南闯
北？

我需要从小吉尔莫身上汲取力量，积极地迎
难而上，用自己温暖的心灵，感染身边的人。

畈田朱小学501班朱佳炜 指导老师傅晓霞

《灯塔男孩》读后感

有一次，我跟奶奶去超市买了一个水果刀糖。
尽管我藏着掖着，可还是被爸爸妈妈发现了。他们
问我水果刀糖是哪里来的？当时我害怕，就说：“过
期的，我就拿来看一下。”过了一会儿，我正躲在小
仓库里吃得津津有味，结果给老爸逮了个正着，因
为爸妈不喜欢我吃糖，所以刚才我说谎了。爸爸狠
狠地批评了我，并告诫我：好孩子要诚实，是不能
说谎的。

有一次，我考了88分，老妈又不高兴了，说我
学习态度不端正，连90分也没有，叫我争取每次都
能考95分以上。我心里想这太难了。不过我又想，
爸妈工作比我学习还难，为了让我更好地生活，每
天早出晚归，辛苦挣钱。

我应该努力学习，感恩父母，拿出好成绩回报
他们，不辜负他们的养育之恩。

江湾小学202班赵弈程 指导老师郑雯

感恩父母

我的家乡在苏溪镇，那是一座美丽的小镇。
家乡有一座美丽的森林公园，树木茂盛，鸟语

花香。山间的溪水清澈见底，一碧千里，让人心旷
神怡。放假的时候，我喜欢和伙伴们追逐在那弯弯
曲曲的小路上，我们那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森林间。
到了夜晚，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柏油马路上人来人
往，车水马龙。苏溪江边每到周末都会有灯光秀，
漂亮极了。热闹的凯旋路夜市上，摊主们热情地吆
喝着，过往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爱我的家乡苏溪，我爱苏溪的一草一木，欢
迎你们来做客。

稠江一小203班蒋雨欣 指导老师赵丽华

我的家乡

连发枪是我最爱的一支枪，它由三个颜色组
成：黑色、蓝色、橙色，它一次可以装12颗子弹，能
连续发射。

我和爸爸开始射击游戏，爸爸举起枪“砰，砰，
砰”连开三枪，子弹从靶子边上飞过掉到了地上，
爸爸沮丧地低下头，我哈哈大笑。

轮到我了，我举着枪手直颤抖，“砰，砰，砰”我
也射出三枪，子弹晃晃悠悠地向前飞行，我紧张地
盯着它……

我最爱连发枪，也喜欢和爸爸比赛。
江东一小204班林柏羽 指导老师蒋秋娟

心爱的玩具

外公对我说：“李沛桐，今天我们学骑自行
车。”我高兴地答应了。

外公让我骑上去，然后他在自行车后面扶着。
外公让我不要害怕，大胆地往前骑，我觉得好像也
没那么难，越骑越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我停
下来的时候，外公早就已经在我后面很远的地方
了。嘿，我学会了自己骑自行车，我真的太高兴了！
转弯，起步，我整整玩了两个小时。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江东一小204班李沛桐 指导老师蒋秋娟

学骑自行车

天下着倾盆大雨，妈妈到斑马线做文明劝导，
她让我坐在车上等她。听着噼里啪啦的雨声，看着
窗外人来人往，依稀看到妈妈一手拿着伞，一手举
着劝导牌，在大雨中、在车水马龙中，穿梭，有条不
紊地指挥着来往的车辆。雨越下越大，妈妈瘦小的
身影，在大雨中若隐若现，看到有行人过马路，她
就拿着劝导牌示意车辆停下，礼让行人。看到老人
来了，她就搀扶着老人过马路。

在大雨中，她的衣服和裤脚全都淋湿了，可她
忙于劝导，自己全然不知，看着这一幕暖心的举
动，看着这平常弱小的身影，此刻在我的眼里，她
的背影就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绣湖小学六（3）班朱梓轩 指导老师王燕玲

最美的风景

昨天晚上，爸爸妈妈带我去上第一节扬琴课。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姑姑就是扬琴老师。

开始上课了，姑姑首先考了我一个问题：“你
知道扬琴的扬是哪个扬吗？”我想了一下摇摇头。
姑姑说：“扬琴的扬是提手旁的扬，因为扬琴的音
乐是用手敲出来的。”姑姑还告诉我，扬琴有一百
零八根琴弦，琴弦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的，我听
了之后目瞪口呆！最后，姑姑教了我拿琴竹的姿
势，刚开始总拿不对，经过我不断地练习，终于学
会了拿琴竹的姿势。

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好扬琴，敲出动听的
音乐。

江东一小204班黄昱彤 指导老师蒋秋娟

学扬琴

这天，考完期中考试的我带着激动的心情回
到家里。刚回到家里，我就得到一个“喜讯”——家
里来老鼠了！没错，我家进老鼠了。

传说这老鼠啊，有三头六臂，可飞檐，可走壁，
世界上没有它偷不到的食物。我本不信，上网一
搜，它果然如此。资料显示，成年老鼠智商能达到
八岁小孩的智商，而且基本能听懂人话！之前，我
们对老鼠用的老鼠药，定是被老鼠听到情报而避
开了。本以为布下了天罗地网，到头来却是竹篮打
水一场空。

后来，我们用了各种方法，和老鼠斗智斗勇。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怜、可爱又可恨的老鼠
还是被我们消灭了。

实验小学六（8）班王皓程

战鼠行动

我和哥哥做了一个小实验。第一天，我把妈
妈买来的绿豆放进小碗里浸泡。过了一天，发现
绿豆比之前的更圆更鼓了，有几个脱掉了绿色
的外衣，像个胖娃娃露出白白胖胖的脸蛋。

第三天，我放学回来发现豆子的芽长出来了，
像一只只毛毛虫，我高兴极了，马上告诉妈妈。我
又给小豆芽加了一次水。第四天，它们已经长出了
青青的、嫩嫩的豆芽，满满一大盆，好看极了。

我看着一天天长大的豆芽，心里美滋滋的。
江东一小204班潘钰涵 指导老师蒋秋娟

绿豆芽

妈妈，我多想变成一个“小偷”呀！
妈妈，我想偷走您的皱纹和坏脾气，
让您变得又漂亮又温柔。
爸爸，我想偷走您的懒惰和“手机控”，
让您变得又勤劳又会陪伴。
我，想偷走自己的拖拉和不仔细，
让我变得又快速又细心……

我想偷走全家人所有的缺点，
让我们一家人更快乐！

江东一小204班王之骄 指导老师陈旭霞

我想变成“小偷”

弟弟喜欢和我捉迷藏。我躲到房门后，弟弟就
会摇摇摆摆地冲进房间来找我。我会趁他不注意
悄悄地溜到阳台躲起来，再对着房间来声“喵”。弟
弟听到声音，以为我躲在爸爸房间，就会摇摇摆摆
地向爸爸房间跑去。我悄悄地又转移到了客厅餐
桌下面，再对着房间来声猫叫，弟弟听到声音就又
跑到客厅里，东看看，西看看，终于在餐桌下面找
到了我，就哈哈地对着我发笑。

跟弟弟捉迷藏次数多了，弟弟越来越聪明了，
我躲哪里都会被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但是，有一个
地方他绝对不会发现，那就是床底下，这个秘密我
要等弟弟长大了再告诉他。

江东一小204班王钰桐 指导老师蒋秋娟

我和弟弟的故事

太阳公公不小心睡着了，在风哥哥的带领下，
乌云把自己的黑衣服穿了起来，小雨点就像一群
淘气的孩子又蹦又跳地向下飞驰。

调皮的小雨点躲进了我的袖子里，打湿了我
的衣裳；可爱的小雨点跳进了草丛，在五颜六色的
花朵里捉迷藏、唱歌、跳舞、开大会。

小雨点正开心得手舞足蹈，太阳公公被吵醒
了，小雨点们纷纷变成了一朵朵软绵绵的白云，一
起笑嘻嘻地对着大地。突然，一座彩虹桥悄无声息
地挂在天空的一边，美丽极了！

江东一小204班徐艺欣 指导老师蒋秋娟

小雨点

记得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参加过一次难忘的
武术比赛。

比赛前一天，我们先练习踢腿。踢腿时候腿要
直，要做到仿佛前面有个坏人，需要我们用力把他
踢“飞”。突然听见“哎呀”一声，于是大家不约而同
地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只见许一谦正龇牙咧
嘴地揉着他的大腿，原来是陈邦彦练习太认真，忘
记保持距离，踢腿时不小心踢到了许一谦。于是，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当轮到我们团体拳比赛的时候，站在
队伍里的我紧张极了，心怦怦直跳。当比赛音乐响
起，我们全身心投入到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的动作
中去。就这样，带着紧张的心情结束了比赛，我也
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完成所有动作的，只感觉脸上
热辣辣的，耳边音乐异常地响亮、激昂。我使出了
全身的劲把动作做到位，把气势打出来。

第三天，当我听见我们团体拳拿了第一名的
时候，我开心极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
真是一次让我难忘的比赛！

五爱小学401班曾宪哲

难忘的比赛
今天，我在街上走着，突然看见一个人，他

在街上东张西望。没想到那人竟然是孙悟空！孙
悟空见到我，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拉上筋斗云。

大圣带我回花果山了。原本打算带我转一
圈，可外面下雨了。哎，这该死的雨，前几天还是
大太阳呢！真是的！我心里这么想着。突然，一只
小猴慌慌忙忙跑进来，边跑边喊：“大圣，不好
啦！师傅被抓走啦！”大圣瞬间变了脸色。真是翻
脸比翻书还快！我心里想着。这时，大圣问我去
不去救人，我连忙答应了。

天哪！难道这就是妖怪洞吗？洞内传来妖怪的
鼾声，依稀听得见唐僧的呼救声。里面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我突然看见大圣拿着金箍棒想冲
进去，我连忙拦住大圣，说：“哎，等等。大圣，这妖
怪肯定很厉害，我们先制订一下计划。”于是，我们
按照计划奋勇杀敌，终于将唐僧解救出来了。

将唐僧解救出来后，天色也不早了，孙悟空
对我吹了口气，我就飞起来了。哦，原来是一场
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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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孙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