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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文 纯真的心看世界
"生活点滴

"景色描写

真正的春天

春天是一个温暖的季节，是一个五彩
缤纷的季节，是一个万物苏醒的季节，这
是我理想中的春天。然而，现实中的春天
却是风沙四起的季节，更是一个色彩单调
的季节。
我盼望着作家笔下的春，希望看到朗润
起来的山，希望看到七彩的花朵，希望闻到
那阵阵的花香，希望去踏青和赏花，希望用
相机记录下蝶舞莺飞的画面，希望舒展筋骨
在草地上打滚、奔跑，还可以撑着伞在雨中
漫步……
因为这些句子，我等待这样的春天。当

我期待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的脸却被尘土抹
上了一脸的灰，我的眼看到的是一片黄沙飞
扬的景象，空气中弥漫着土的味道和汽车尾
气的味道。
走在上学的路上，耳朵里充斥着汽车的
鸣笛声、家长的呼喊声、学生们的叫喊声，还
有那“呜呜”
的风声。我的耳朵分辨不出这些
嘈杂声都来自何处，更别说莺啼鸟语了，就
连枝头的鸟似乎也来得太早了，身上蒙着一
层薄薄的灰，艰难地寻找着食物。这和我期
待中的春天差了一大截。
在这钢筋水泥的城市中，无论怎样也
压抑不住那萌动的春意。墙角早已冒出
一株株嫩绿的青草，在我的脚边早有那
辛勤活动的蚂蚁，公园里已经有了喂鸟
的 人 们 ，路 边 的 树 木 已 经 吐 出 了 新 芽 ，洗
刷着城市的春雨已经降临，学生们早已
按 捺 不 住 内 心 的 喜 悦 ，脱 掉 冬 装 ，在 广 场
上放风筝。
其实，春天已经慢慢向我们走来，而真
正的春天就在我们的心里。
点评：文章构思新颖，结合实际，通过对
比的方法，描写了理想和现实中的春天。最
后那抑制不住的春的萌动，是文章的亮点，
升华了主题。
（指导教师：付明君）

"亲情故事

黑夜不孤单
栾昊东

更不是滋味。
我的成绩没有想象中那样好，于是，我
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经常在母亲睡着之
后，
上演
“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画面。有时，
我
也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家长可以帮助
他们学习，而我只能孤单一人。但我知道母
亲是爱我的，她一心想帮我，只是没有能力
罢了。
有一天，我在关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忽
然发现屋子里有一束光从门缝里射了进来。
打开房间的门，天啊，母亲屋里的灯还亮着。
我以为母亲睡着了，忘记了关灯，就准备悄
悄进屋帮母亲关灯，却发现母亲正捧着一本
书在看。
深夜，繁华的城市早已没有了白天的喧
母亲看到我，笑着说：
“我也学习学习，
嚣，大街小巷上空无一人。
以后也许可以帮到你。”这时，
我发现她的眼
整个城市就像被黑暗笼罩着，形成了一 睛已经困得睁不开了，我的心不由得颤动了
幅寂静且美丽的图画。
一下。母亲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啊！原来每
此时，就在某个角落，也许是城市里最 个夜晚我都不是孤军奋战，背后一直都有一
不起眼的地方，
正发出微弱却温暖的光芒。
种力量在默默地支持着我，就像这束光，看
自 从 上 了 初 中 ， 小 学 时 的 轻 松 就 已 着微弱，却带给我鼓舞。
不 复 存 在 。 科 目 增 多 ，习 题 的 难 度 变 大 ，
那之后，每个努力奋战的深夜，母亲房
就 连 平 日 里“ 无 所 不 能 ”的 母 亲 ，也 常 常 间里的灯都是亮着的。我知道我不是孤单一
无能为力。
人，感谢母亲在这漆黑的夜晚，给我带来明
每当我拿着题去请教她的时候，母亲 亮，
始终温暖着我。
总是先愣住三十秒，然后脸上露出尴尬的
笑容，最后把题原封不动地返还给我，摇
点评：小作者抓住生活里的一个小细
摇头说：
“ 你明天还是去问老师吧！”
节，品味着母爱的细腻与伟大。母亲的陪伴
此时此刻，我知道母亲的心里一定很
让孩子不再孤单，母爱给夜晚带来了光明与
不 是 滋 味 ，而 我 看 着 她 无 奈 的 样 子 ，心 里
温暖。
（指导教师：
杜英娇）

"成长日记

第一次参加婚礼
!艳粉小学四年二班

王子铭

星期日的早上，妈妈早早就把我叫
醒了。
我不情愿地说：
“今天是星期天，怎么这
么早就把我叫起来啊！我还没睡醒呢！”妈妈
告诉我，今天要去参加婚礼，而且我还要跟
表妹一起当花童。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兴奋起来。因
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婚礼，也是第一次当花
童。在路上，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当好这个
花童呢？
到了阿姨家，已经来了很多人，每个人
都穿得喜气洋洋。我的表姐，也就是新娘，
看
起来更加漂亮，只见表姐穿着一身白色的婚

游泳馆的故事

征稿
启事

!湖西小学四年一班 韩雨桐

!第175中学九年五班

新闻热线：024-96128

纱，耳朵上还有漂亮的耳环，大家都在祝福
她，我也想跟她说点什么，却听见妈妈让我
和表妹去拿
“礼炮”。
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很怕放鞭炮的。后
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听错了，妈妈是让我
去拿礼花。我拿着礼花，很怕它会突然喷出
来，紧张到都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到礼车旁边
的了。
婚礼开始前，我问妈妈：
“花童可以在台
上唱歌吗？”妈妈笑着说：
“当然可以。”
于是，
我鼓足勇气在台上唱了一首最拿手的
歌——
—《告白气球》。当时，我听见大家的掌
声，心里甜滋滋的。
唱完歌就该放礼花了。我用手使劲儿拧
开了手中的礼花，那些五颜六色的花瓣就飞
到了空中。我觉得自己特别能干，为表姐的
婚礼增添了喜庆的色彩。
回到家，妈妈表扬了我，说我大大方方
的，
表现很好。我自己也很开心。这次参加婚
礼给了我很多自信，也成为我记忆中最美丽
的一件事。
点评：写“第一次”的文章很多，很容易
就写平淡了，这篇习作却与众不同。无论从
选材到内容、结构都很新颖。文章充满了喜
庆和快乐，小作者还在婚礼中锻炼了自信
心，
很棒！
（
指导教师：
于晖）

!朝阳一校五年二班

亲爱的同学们，笔乃
心灵之舌。如果你平时也
喜欢写点小文章，那就拿
起笔和我们一起畅游文学
的海洋吧！我们随时欢迎
你的来稿！
征稿对象：
中小学生
稿件要求：稿件后需
附上指导教师的姓名，以
及对文章的点评。文章字
数!"""字以内，自拟题目、
题材不限，要求内容积极
向上、
贴近学生生活、
反映
学生内心真实想法 （投稿
时请发来小作者的生活照
片，
会刊登在版面上）。发
稿时请留下联系电话。
稿件必须原创，
如发现
有抄袭现象，
作者本人承担
相关责任，
同时本栏目也不
再刊登该作者的文章。
投稿邮箱：
#$%&&%%#!%'(()*+,
咨询电话：
"$%-.&$"/"0.

"我想我说

男孩的优点
!第63中学附小六年一班

黄春凯

妈妈总说女孩好，
男孩太淘气了。可我认
为，
无论是男孩，
还是女孩，
各有各的好。
一天中午，
风和日丽，我们组队在荒草滩
踢足球。当时我们玩得都很尽兴，
那可真叫一
个累呀！每个人都大汗淋漓，
我的裤腿上也不
知不觉粘了很多草刺。回家后，
妈妈看到了我
裤腿上的草刺，立马把我叫了过来，又说起了
男孩淘气女孩文静的大道理。
后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驳斥道：
“你说男生不如女生，
难道男生就一点儿优点
都没有吗？秦始皇、
孔子、诸葛亮等家喻户晓
的大人物，不都是男人吗？”
妈妈听了我的话，
有点愣住了，
但我仍然有点不服气。
我知道自己比较淘气，
可这不是男孩的天
性吗？我听说，
李白小时候也不爱读书，
但是他
长大一些之后，
就知道读书的好处了。
妈妈被我
说得哑口无言，
只好说：
“你说说你，
要是把这股
劲儿都用在学习上，
成绩早就提高了。”
我的学习成绩怎么了？语文和数学都是
99分，
英语94分，
全班第4名，
不好吗？
我有点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房间。我认为
男孩的优点一点不比女孩少，最起码还有一
点，那就是
“有骨气”。
“女孩好，
男孩太淘气”
，
许多家长都有
点评：
这种片面的想法。小作者用自己独特的观点，
反
驳了这种看法，
很有意思。 （指导教师：原昌）

"动物描写

藏羚羊
!辽沈街第三小学三年五班 郭景佳

胡茗淞

大多数孩子学游泳的过程都十分痛
苦，仿佛受尽了磨难。我也是这些孩子中的
一个。
那天早晨，我用尽各种办法拖住妈妈，
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去学游泳。妈妈一直在
劝我，还说在水里待一会就好了。我相信了
妈妈，去了游泳馆。可我并不知道，
我竟然是
进了“龙潭虎穴”。
到了游泳馆，我的心就像孙悟空翻了筋
斗云那样，彻底翻了个儿。这哪里是游泳馆？
根本没有欢声笑语，只有训练和哭泣。
游泳教练长得既科幻又抽象，双手背在
身后，丁字步一站，夸张一点说，嘴都要撇到
后脖子了。
现在，教练开始教我游泳了。教练说，
首
先我要先学会跳水，不能怕水。可我看着水
就害怕，所以向后退了一大步。教练看见了，
大声呵斥道：
“退什么退，胆子怎么这么小？”
“水凉……”没等我把话说完，别人都纷纷跳
下了水。
“就你不下水，别人怎么不说凉！”教练
怒吼道。当时我在心里暗想，能拖延一会儿
是一会儿，跳水实在是太可怕了。于是，我便
小心翼翼地说：
“我渴了，想去喝水。”
“你给我下去喝吧！”教练一边说，一边
把没有防备的我推进了水里。那一刻，我的
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下降
的身体。我以为自己要被淹死了，就拼命挣
扎着，仿佛是落网之鱼，只能任人宰割。
我在水里扑腾了几下之后，竟然发现自

己能站起来了，而且头也能露出水面，脚似
乎踩到了地上。发生了什么？
此刻，我的脑袋彻底短路了，完全处于
迷迷糊糊的状态。等我反应过来时，才发现
自己竟然如此愚蠢，水深才到我的脖子，这
也太丢人了吧！我欲哭无泪，但心中已经有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那就是一定要把游
泳学会。
此时此刻，我只想吟诗一首：常记游池
日暮，呛得不知归路，转身要上岸，误陷游池
深处。哦不，哦不，惊起浪花无数。
点评：观察入微，描写生动，结尾处对
李清照词的改编，给文章增添不少文学情
趣。通篇文章语调轻松幽默，读来令人爱不
释手。
（指导教师：张强）

"想象空间

三色花
!朝阳一校三年十二班

李思睿

“呼噜噜，呼噜噜……”火龙正在做着美
—威克斯给它送
梦。这时，它最好的朋友——
来了一朵三色花。火龙听到脚步声，马上醒
了过来，结果威克斯已经回家了。
这朵花的花瓣里藏着一张小纸条，上面
写着：
“ 揪下一片花瓣，说一句‘阿婆拉开大
布来，快实现我的愿望’，再说出自己的愿望
即可。”
火龙拿到三色花，高兴地又蹦又跳，大声
说：
“哈哈，我可以好好享受我的惬意时光，
不
用降雨啦！”但是说到降雨，火龙忽然想到人
间正在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旱灾，说不定小姑
娘正端着木水罐，
为生病的母亲找水呢！
火龙想到这里，揪下了一片蓝色的花
瓣，说：
“阿婆拉开大布来，快实现我的愿望，
给人间降雨。”
大雨
“哗”的一声泼在了人间。
奇迹发生了，
万物生长，西湖也不缺水了。
“既然西湖不缺水了，那我就去杭州游
玩儿吧！”火龙揪下一片黄色的花瓣，把自己
变成了一个凡人，来到了人间。可是火龙并
不清楚西湖的具体位置，走了几年才走到西
湖，简直就是“铁脚板”。
火龙走累了，很想泡泡脚，就把鞋子脱
了下来，把脚往湖里一放，结果西湖里的水
全都变成了绿色。湖神气得直跺脚，这简直
是把西湖变成了
“西海”。浪花把火龙卷进了

“西海”
里。就在这时，火龙大喊一声：
“变！”
只见火龙揪下了一片紫色的花瓣，说：
“阿婆拉开大布来，快实现我的愿望，让人间
变得芳香无比。”紫色花瓣在一刹那间，
分割
成了许许多多的小花瓣，纷纷飞向人间，
把人
间变成了大花园，
连湖水也跟着清澈起来。
点评：如此神奇的想象，如此新颖的构
思，如此个性化的语言，一切都出自一个有
想法、有文学灵性的三年级女孩之手。“才
女”萌发出的第一颗小芽弥足珍贵，让我们
把这份童趣珍藏起来。（指导教师：
王照丹）

"心灵感悟

半夜狗叫
!南京一校六年四班

于小涵

《半夜鸡叫》是我小时候最爱听的故事。
没想到，这几天我家里发生了半夜狗叫的怪
事。
我养了一只银狐小狗，名叫旺旺，浑身
雪白，四肢发达，爱跑爱跳，更有和其他小狗
一样的特异功能——
—一对非常灵敏的大耳
朵，能听到老远的声音。平时放学回家的时
候，我刚到楼下，二楼的旺旺就能听到我的
脚步声，赶紧迎接我回家。
前几天，旺旺过了一岁生日，变得可聪
明啦！白天晚上都不用关在狗笼子里了，晚
上睡觉的时候就跑到阳台上，还有了一个
“新家”。
但是最近几天，爸爸总说旺旺半夜叫，
还想把它关进狗笼子里，免得耽误大家休
息。我当然不肯，旺旺是我最好的小伙伴，
它有困难了，我必须得帮它。我自告奋勇地
当了挡箭牌，并对爸爸保证说，尽早破解出
半夜狗叫的秘密。我就是不睡觉，也要弄明
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找出了秘密武器
手机和电脑，玩
起了我平时最喜欢的游戏，还看了一会儿自
己最喜欢的节目。不知何时，我迷迷糊糊地
闭上了眼睛。突然，耳朵里传来一阵大叫，
我
一下子清醒过来，睡眼朦胧地跑到阳台。爸
爸早就等候在那里，旺旺见到我，叫声更大
了。难道有小偷？
我顺着爸爸看的方向，不禁也向窗外望
去。只见外面的路上，有三五个人影正在忙
碌着。他们拿着大扫把，费力地将垃圾扫到
一起，再用一个小车运送到垃圾箱里。在路

灯下，他们影子那么长。
我一下子明白了，是他们惊动了小狗旺
旺。我抱起了小狗，指着外面的人影说：
“不
许叫，他们是好人！”旺旺又叫了几声，最后
好像听懂了我的话，终于不再叫了。
我回到床上时，竟然有点失眠了。老师
常说，要保护环境，不要随手丢垃圾。有时我
还不理解，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在大家睡觉
的半夜，有一群清洁工人正在工作。他们真
的很辛苦，我要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同学们，
请更多的人为他们点个赞。
点评：作文文章题目独特新颖，立意较
深。通过写半夜小狗的大叫，引出清洁工人
的忙碌，并对他们进行赞美，可称这篇作文
的神来之笔。
（指导教师：寇微）

"抒发情感

跳长绳告诉我
!淮河小学四年一班

"一件小事

许明磊

那天，我看到院子里的小朋友跳着长
绳，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两年前，我学跳绳的
时候。
当时我们正在上体育课，体育老师突然
问我们谁会跳长绳。我的心里一阵紧张，因
为我不会跳绳。怎么办？学呗！
看着同学们仿佛小燕子一般灵活的
身影，我在心中羡慕不已。光看着也不行
啊！我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到底会

不会跳长绳呢？于是，我加入了他们跳长
绳的队伍。
可是轮到我的时候，看着那飞速跃动的
绳子，我不由得害怕起来。我心想，
不能一直
拖着不跳啊，抽到我怎么办啊！
我的心里一直在纠结，就在这个时
候，一 位 大 姐 姐 走 过 来 ，一 点 一 点 地 教 导
着 我 ，非 常 耐 心 地 给 我 做 示 范 ，告 诉 我 跳
长绳的技巧。听了大姐姐的讲述，我感觉
跳长绳不是很难的事情。于是，我下定决
心，一定要试一试。我几步冲上去，一跳，
我成功啦！
那之后，我信心大增，脚下生风，感觉绳
子在有节奏的摇动。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天
天都在练习跳绳。后来，学校要召开运动会，
我还特意报了个长绳项目，还拿到了第一个
跳长绳的奖励。
通过跳长绳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
想要成功必须先有自信。
点评：本文运用心理描写较多，把内心
的变化描写得生动、细致、
传神。情感变化是
本文的线索。语言流畅，
文笔自然。
（指导教师：
安歌）

飞跃吧，镜片
!草仓路小学五年二班
在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生活着高
原精灵——
—藏羚羊。
它们有一身丰厚细密、价值连城的皮毛。
在植被稀少的高原地区，深棕色的皮毛能让
它们更好的隐藏自己。藏羚羊的腹部是白色
的，
如同一件雪白的衬衫。宽大的鼻孔能让它
们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自由呼吸，长长的角
不但可以入药，
还是赶走敌人的利器。
藏羚羊就像高傲的将军，奔跑在美丽的
草原上，
给高原增添了些许生机。它们的前后
腿非常有力，
身体呈流线型，奔跑时身体舒展
开来，
速度极快。其实，
藏羚羊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胆小鬼。每当觅食时，
它们总是警惕地四
处张望。即使在安全的情况下，
藏羚羊也喜欢
隐藏在石洞里，
静静注视着外面的动静。
在环境恶劣的高原上，
藏羚羊战胜了层层
风沙，
成为了可可西里的主人。它顽强生存，
努
力奔跑，
用它顽强的意志，
挑战着新的领域。
点评：文章用细致的手法，
把藏羚羊刻画
得惟妙惟肖。
并在文章结尾，
对藏羚羊的精神
做了全面的升华。
（指导教师：
沈璐）

李佳洋

都说男孩胆子大，幽默，可我却和别人
一点也不同。我非常胆小，人称“胆小鬼”。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连出去喝水都不
敢。碗摔在了地上，打坏了，我就吓个半死。
但我却干了这样一件事……
那天，我就像是一个圆润的鸡蛋，从高
空“迫降”
，差点出危险。
我有一个铁哥们儿，人称“谷小胖”。他
圆嘟嘟的脑袋，像个大西瓜，摸上去可有手
感了呢！
当时，我双腿站立，左脚微微向左，双腿
下蹲，右手托着球的中下方，左手轻轻地扶
着，就像一只青蛙。随后，我双腿向上跳，同
时用右手把球推了出去。
“不妙！”球被篮筐反弹回来，向我的脸
砸了过来。
“啊！”随着我的一声大叫，眼镜片
就脱离了轨道，从我的头上飞过，就像弹力
球一般飞了出去。大家都以为我会吓得哇哇
大哭，可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没动。
妈妈赶紧过来问我怎么样，我缓了缓情绪，
摆摆手说“没事没事”，
就继续打球了。
过了几天，妈妈问我：
“还疼吗？”我说：

“不疼了。”妈妈拍了拍我的头，说：
“你是被
打傻了吧！”接着，我们家就传出了一阵“哈
哈哈哈”的笑声，一直回荡在我的耳旁。
点评：动作描写细致，让读者眼前仿佛
看到了打球的场景。修辞生动形象，语言活
泼，
风趣幽默，令人忍俊不禁。
（指导教师：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