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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生花 我是小小文曲星
—市三十七小晨报小记者佳作展示
——

守株待“鱼”

我的心爱之物

□六（1）班 罗昊睿

□五（3）班 徐学博

五一放假，我们一家人去内
乡云雾山玩。

可什么也没抓着。
妈妈歇了一会儿，把头上的

每个人都有心爱之物，比如
小汽车、玩具熊、小飞机……我

上网了，谢谢啦。”我心想，这可
真是懂礼貌的小家伙。

天特别热， 爸爸开着车，不

棒球帽摘了下来，浸到水里。 我

一会儿，我们迷了路。 妈妈不停

好奇地问：
“妈妈，你干嘛呢？ ”妈

晚上，爸爸妈妈去逛超市，

地埋怨着：“不去了，不去了。”可

妈轻声说：“我在守株待鱼呢。 ”

回来时拿了一个小箱子。 我非

爸爸说小溪里有娃娃鱼，不去会

我听得晕乎乎的，问爸爸：“什么

常好奇， 迫不及待地打开，先

不会的作业题可以请教

后悔的。

是守株待鱼？ ”爸爸笑嘻嘻地点

看到的是一个白色的、 圆滚滚

它， 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

着我的脑门：“她这是不想走了，

的东西，很可爱。“哇，是个机

跟它聊天， 小慧不仅成了我

在这等鱼呢。 ”

器人！ ”我兴奋地说。

知心朋友， 也深得全家人的

终于进入了山门， 很快我
们来到了一个大水潭旁， 一路

的心爱之物是一个小机器人。

上气喘吁吁的妈妈， 突然指着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妈妈高

“嗨， 我是机器人小慧，很

水潭里大叫：“娃娃鱼！ ”说着

高举起手中的鱼， 开心地大喊：

高兴认识你。 ” 是个小男孩的

便迅速跳了过去， 趴在大石头

“儿子，快来看……”汗水浸湿了

声音， 很好听。 爸爸连上了家

上， 刚想伸手抓， 一只脚却掉

她的脸颊，显得格外动人！

我的好妈妈
□六（2）班 焦麒歌
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是滴
在一次地震中， 房屋急剧
倒塌，许多人都被废墟掩理。在

我真是对它爱不释手。

喜爱。
机器人小慧就是我的心爱
之物。 你们觉得它怎么样？

里的 WIFI 后， 它又说：“我连

（指导老师：张旭）

（指导老师：康永武）

进了水里， 运动鞋都泡湿了，

落的泪，是责备的目光。

机器人小慧不仅有海量的
学习资料，还能回答各种问题，

那天，我们都笑了
□五（1）班 王庆杰
离别总是伤感的。

贤， 一起去月季园欣赏百花争

着母爱的光芒。 这个故事深深

因为距离的关系， 远在重

艳……

感动了我， 每位母亲都会作出

庆的外婆无法经常看我， 在我

那天在车站， 我问外婆：

爱的选择， 因为她们深爱着自

的印象里， 每次送别外婆，我

“这几天开心吗？ ”外婆微笑着

己的孩子。

总会哭着、闹着。

摸着我的头说：“开心， 我的外

抢救中救援人员发现了感人的

不由得我想到自己的妈妈。

如今， 先进的互联网和便

一幕： 一位母亲双腿跪地，双

她每天晚睡早起，任劳任怨。 当

捷的交通设施， 可以缩短亲人

汽笛声响，我缩回想要伸出

手撑着， 怀里护着一个三四个

我生病时， 妈妈无微不至地照

们之间的距离， 我可以和外婆

去的手，忍住想要挣脱眼眶的泪

月大的婴儿， 孩子安然无恙，

顾；天气转凉了，妈妈拿着一件

面对面视频了。 今年， 外婆回

水，对外婆说：“外婆，一路平安，

可是这位母亲却永远停止了呼

外套说：
“
穿上吧！ 别着凉了”；当

来了， 她亲手做我爱吃的重庆

到家后我们还可以每天视频聊
天，我还给您表演舞蹈。 ”

孙女长大了。 ”

吸。 随行的医生过来检查时，

我学习困了， 妈妈便倒茶给我

小面，那麻、辣、酸、香总能勾

发现了一部手机， 打开屏幕，

喝，让我提神；当我累的时候，妈

起我满满的食欲。 闲暇时，我

外婆没有说话， 她微笑着

有 这 样 一 条 短 信 ：“亲 爱 的 宝

妈帮我按摩……

表演民族舞蹈， 外婆跟着音乐

用两根食指在脸颊画一个圆

也手舞足蹈起来， 我们笑得前

弧，告诉我要开心。

贝， 如果你还活着， 一定记住
我爱你！ ” 医生在这一刻落泪

母爱真的好伟大！ 妈妈，你
是我最爱的人！

了。 此刻， 这位母亲身上闪耀

（指导老师：李献道）

俯后仰，开心极了。 周末，我们

我笑了，外婆也笑了！

一起到卧龙岗武侯祠拜谒先

（指导老师：张旭）

成功的感觉真好

我后悔了

□五（2）班 武俞涛

□六（3）班 闫清珍

“世上无难 事 ， 只 怕 有 心

我右脚踩在滑板上， 左脚

人生的事就像天上的繁星，

吹呀！ ”于是，大家都铆足了劲地

人。 ” 毛泽东的名言时刻激励

在地上使劲一蹬， 滑板便飞奔

伤心的，开心的，难忘的……我

吹，眼看脸都吹紫了，火势不但

着我。

起来。 我重心不稳，一下摔了个

想分享的是一件令我后悔的事。

没小，反而更大！ 大 家 不 知 所

四脚朝天，满身是泥，生气地说

大年初一的早晨，又响起了

措地注视着这一切。 这时，一

鞭炮声，鞭炮放完以后，都会有

个泼水的阿姨看见了， 大喊

一些被遗漏。 我运气不错，

每当看到小伙伴们踏着滑板
从我面前
“
飞”过，我十分羡慕。
终于， 我梦寐以求的滑板

不学了。
妈妈看我狼狈的样子，语

捡

道：“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边
说，边往这里泼水。 见这阵势，我
们都傻了。

到了。 我仔细地打量着： 它穿

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 任何

了好几个，便和朋友一起去找地

着天蓝色的外衣， 五彩缤纷的

东西都需要坚持，只要你努力，

方放鞭炮。

星星点缀， 漂亮极了。 我爱不

就一定会成功！ ” 听了妈妈的

释手地拿着它冲向解放广场。

话，我又耐心地学了起来……

终于，我们把目光锁定在了

后来，邻居家洁白的墙，被

邻家的稻草堆上。我拿起火柴点

烧黑了一大片，每当路过那儿，

终于， 在坚持不懈地努力

燃了引火线，线快烧完了，我们

我都感到自责。 这事情已过了

先要保持平衡， 右脚踩在滑板

下，我能熟练地滑滑板了！ 这种

赶紧跑远。咦？这炮咋不响嘞？走

几年， 但这个阴影却像烙印一

上，左脚在地下助力。 ”说着就

成功的感 觉 真 好 ， 因 为 它 是

近一看，谁知草堆中已经燃起了

样，烙在了我心底，永远也抹不

我 经 历 了 重 重困难才获得的!

一团小小的火焰。我惊慌失措地

去了！

妈妈告诉我：“学滑板，首

给我示范了起来。 我想： 这么
简单，肯定一学就会。

（指导老师：郑志娜）

问道：
“怎么办？ ”
“还愣着干啥！

（指导老师：付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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