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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珍贵的书，就算经历岁月的洗礼，也会永
垂不朽；一本珍贵的书，就是一坛美酒，虽然岁月蹉
跎，但却依然发出醉人醇香；一本珍贵的书，就是你
一位珍贵的朋友。

我最珍贵的书是《上下五千年》。那是在我七
岁生日时，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记得当时我简
直欣喜若狂。

从如饥似渴的阅读中，我知道了五千年来，中
华民族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艰难之路。历经变
迁沧海桑田，才铸成了辉煌的华夏文明。作为炎黄
子孙的我们，怎么不倍感骄傲和自豪。

从书中，我了解到荆轲刺秦王的壮举；结识了
办事公正，执法严明的好宰相狄仁杰；知晓了为医
学做出卓越贡献的李时珍；重温了家喻户晓的诸葛
亮的故事；更加深了对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
的了解；被称为数学鼻祖的祖冲之激起我对数学的
无限乐趣；女皇武则天更激发我巾帼不让须眉的勇
气；发明地动仪的著名天文学家张衡，还是我们南
阳的人呢！

真是上下五千年，英雄倍出万万千！从《上下
五千年》这本书中，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
做人的道理。

热爱书吧，朋友们，书可以带我们飞翔，让我们
在知识的海洋了畅游！

（点评：文章层次清晰，流畅连贯，从字里行间
能体会到小作者对这本书的了解和喜爱之情。指
导老师 周晓梅）

一本珍贵的书
六（三）班 生娴如

在我记忆深处，张老师的眼睛是会说话的。
有时，那双眼睛像一把刀。在一节语文课上，

我在《查理九世》。看到入迷搞笑的地方，我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老师停止了讲课，教室里鸦雀无
声，这时我抬起头，看见老师生气地看着我，像有两
道寒光直冲我的小心脏，那目光仿佛在说：“靳瑶
瑶，上课时间要专心听讲！”我赶紧把书放在抽屉
里，坐直身子，这时，老师严厉的眼光变温和了，那
目光好像在说：“对，这样做才是好孩子！”

有时，那双眼睛像阳光一样温暖着我的心。有
一次，领导来教室听课，校长坐在我的旁边，我有点
紧张。这时，老师提问“希望小学是怎么建起来
的”，我抬头看见老师温暖的眼睛放射出鼓励的目
光，好像在说：“没事，答错了也不要紧，关键是要敢
参与。”从老师的目光中我获得了自信，我举起手，
大声说起来，全班同学包括校长都为我鼓起了掌。
这时老师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像是在说：“你真
棒！”

啊！老师的那双眼睛好像会说话，有时严厉，
有时温柔，不管“说”的什么话，那双眼睛总是充满
了爱！

（点评：小作者能从老师的目光中读出不同的
语言，可见她是一个有心人。有心人能从生活中找
到写作素材，来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指导老师
汪 新）

难忘那双眼睛
五（一）班 靳瑶瑶

我珍藏着一本精致的记录本，那是李老师赠
送我的。本子的扉页上有老师的题词“珍惜时间，
力争上游”。每当我看到记录本，就想起了李老师
的教导，想起了那件难忘的往事。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同学们都在专心致
志地早读。我却心不在焉，东瞧瞧，西望望，一副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样子。不知什么时候，老
师已悄悄地站在了我的旁边，他生气地说：“向颖，
你东张西望的在做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你怎
么就不知道珍惜时间呢？一会儿早读结束后，你
去办公室给我背！”

我赶紧集中精神，专心地读起来，竟很快就会
背了，用心和不用心真是差别大呀！背完后，李老
师很满意，笑着说：“看看，你多聪明，记东西多快
啊！学习要力争上游，可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
了。”说着，李老师拿出一本崭新的笔记本，工工整
整地写下八个字“珍惜时间，力争上游”，递给我
说：“送给你，记着老师的话。”

老师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我的劣根性，
感谢李老师，让我成为如今出类拔萃的学生。李
老师的教诲之恩，我终身难忘。

（点评：师恩难忘！小作者从一件小事中感悟
到老师的教诲之恩，用活泼生动的语言，情真意切
地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指导老师 李贞
运）

难忘师恩
六（二）班 向 颖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妈妈的肚子变大了，
圆圆的，鼓鼓的。我问妈妈怎么了，妈妈告诉
我，她的肚子里有个小宝宝，住在我曾经住过
的“小房子”里。

我心里有点难过，担心妈妈有个小宝宝之
后就不再爱我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妈妈越来越胖，肚子
也越来越大，行动也变得越来越笨拙。可妈妈
依然天天为我做可口的饭菜，天天按时送我上
学、接我放学，认真给我检查作业。不久，妈妈
住进了医院，大家都很忙，我只好住在外婆
家。一天，外婆告诉我，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妹
妹，我既高兴又失落。周五晚上，舅舅带我去
看妹妹。一进病房，我就看见妈妈躺在床上，
很虚弱。妈妈一见到我，勉强坐起来，把我揽
入怀中说：“大宝，妈妈好想你呀！”妈妈的声音
好轻好轻。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原来妈
妈有了妹妹，对我的爱一点也没有变。

妈妈说，现在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人爱我，
那就我可爱的小妹妹！

我终于懂得了妈妈的爱！
（点评：小作者用平实而又略显稚嫩的语

言细腻地叙述了自己内心的成长和变化，孩子
的心是那样的柔软、单纯、美好、善良，让读者
为之动容也为之欣慰。指导老师 冯 燕）

妈妈的爱
四（二）班 蔡正熙

我以前是一个十分胆小的女孩儿，不敢自
己去买东西，不敢在大庭广众前说话，可现在
我变得胆大了。

记得第一次去上舞蹈课，走进教室，我看
见有那么多同学，那么多双眼睛齐齐地望着
我，我立刻窘得低下了头。舞蹈老师把我拉到
同学面前介绍说：“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叫
刘佳萌，大家欢迎！”掌声很热烈，可我的头却
更深地低了下去。老师又说：“我姓刘，大家都
叫我刘老师，这位同学也姓刘，大家就叫她小
刘同志吧！”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笑
了。上课了，刘老师高兴地说：“现在我们要排
一个节目，准备参加六一节的演出！”我不由自
主往后缩，生怕老师挑到我。可老师偏偏挑到
了我！到演出那天，看着会场上的人山人海，
我心里不禁又打起鼓来，紧张得要哭了。老师
亲切地对我说：“加油哦！小刘同志。”我被老
师的笑容感染了，完全忘记了心里的害怕，顺
利演完了这个节目。

通过这次演出，我收获了无穷的勇气。现
在，我胆子已经大了，什么也不怕了。

（点评：小作者把一个普通的素材处理得
波澜有致，仿佛突围一般，给读者带来阅读的
快感。指导老师 宋春阳）

我收获了勇气
四（五）班 刘佳萌

清晨，薄雾弥漫，街头已川流不息，人声鼎沸……
“红薯要吗？新鲜滚烫的红薯！”一个老妇人，推着一三轮车，车上有一煤炉，上面裹着个棉胎。“喂！来

十个红薯，快点，快点！”一个青年急匆匆地跑过来。老妇人禁不住有些窃喜，买主可真大方，一次就要十个！
老妇人欣喜地急忙掀开裹在煤炉上的棉胎，垫上纸，捧出十来个红薯让青年挑选……

可那个青年竟心不在焉，随手拿了几个，让老人装起来，一边递过来钱来“呦，是一百的呀！你等着！”老妇人
边说边拿出一个布袋，掏出一沓钱，一五一十地数起来先是十元五元的，甚至连一毛五毛的都算上了，可最后还差

五六块，怎么办？老妇人又笑着往袋子里塞了几个红薯，青年人二话没说，提着袋子就匆匆走了。
老人擦擦汗拿着那张百元大钞去买早点。谁知小店老板接过钱，眯着眼对天照了半天，说：“老太
太，你换张钱吧！”“这钱怎么了？”“实话跟你说吧，这钱是假的！”老人顿时怔住了，机械地接过钱，
呆呆地走了几步，一下子瘫坐在路口，抱着钱袋，呜呜哭开了……

“俺老头住院一个多月了，实在没办法我这才又……谁知碰见个这么缺德的！”说着又哭
了起来，听完老妇人的哭诉，在场的人开始议论纷纷，不多时，有人开始掏钱，这个人两
块，那个人五块……不一会儿，三轮车上就堆起了一座“小山”，老妇人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连声道谢……

这时，薄雾不知什么时候已散去，阳光显得柔和又灿烂，街头又恢复了以
往的平静，依旧人来人往……

（点评：小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写出自己在街头的所见所闻，通过
对人物动作、语言、神态的细致描写，让我们见证了人性的

善与恶，读来真实！指导老师 付 娜）

真 诚
五（三）班 付育源

几年前，我的表弟养的大白猫生了一只只小猫咪可爱极
了！有的呼呼大睡，有的追逐打闹，有的懒洋洋晒太阳。毛绒绒

的，就像滚动的小绒球。看我那么喜欢，表弟就很大方地送了我一只。
小猫被带回家后，它总是用怯生生的眼神盯着我们，心里好像充满了

恐惧。我专门把我心爱的小碗送给它，里面盛满了牛奶，可它却躲得远远的，
不敢靠近。一有风吹草动就一头钻进了沙发底下或者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中

午，奶奶做了红烧带鱼，也许是奶奶的手艺太好了，小猫悄悄地走了过来，冲我“喵
喵”地叫，我心里一阵窃喜：不愧是小馋猫。我给它加了一大块，小猫一口叼起鱼，“嗖”

的一下便跑到了客厅，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脸享受样，呵呵！随我，吃货一枚。从
那以后，小猫便和我混熟了。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小猫长大了，也变壮了，动作更敏捷了。它学会了爬房子 、上树、上
楼梯、捉老鼠、捕飞鸟，反正猫咪要学会的本领它全自学成才了。渐渐的，我发觉小猫的肚子越
来越大了。妈妈说：“它要当妈妈了，小猫会很护崽的，你要小心点，不要会被抓到的。”从此小猫变
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小猫变了，变得非常狂暴。它不再像以前享受我们的抚摸了，而是你刚靠近它，它就如临大敌一
般，弓着身子，龇牙咧嘴，伸出尖爪做出自我保护状，像极了凶猛的小老虎。

小猫变了，变得那么饥饿。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温柔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东西，而是狼吞虎咽，像几
天没吃饭一般，食量也大了许多，生怕把肚子里的小宝宝饿着了。

小猫变了，变得更加敏捷。你远远地向它走来，它就受到惊吓似的飞速跑开了。
一天天过去了，小猫肚子又变小了。有一天，它从楼上带下了四只小猫，小猫变成了猫妈妈。它带

着小猫咪一起晒太阳，一起踩蚂蚁，给小猫咪喂奶，教小猫咪爬树，哪只小猫咪掉队了，它会跑到后边轻
轻的叼起它，小猫遇到危险，只要“喵喵”一叫，它就会第一时间冲到前面……

爱，无处不在！小猫让我明白了母爱的伟大。
（点评：文章以小猫的成长过程为主线，写了小猫的变化。尤其是猫怀孕后护犊子又把情节推
向了高潮。文章构思精巧，语言朴实！指导老师 岳晓丽）

小猫变了
五（五）班 赵柯涵

小美是我们班上学习最好的女孩。因为开学第一次考试后，只有小美考了一百分，于
是老师就让她做了班长。小美当上班长后，就让我们帮她扫地背书包等等，要是我们不帮
她，她就给老师告状。

有一次，我生病，给老师请了假，但小美却给同学们说我退学了。我病好后来上学，见大家
都不理我，就很奇怪。等到上课考勤班长点我名时，我说了一声“到”，考勤班长却说：“你不是
不上学了吗？”我说我给老师请假了，不是不上学了，可同学们都说：“班长小美说你不上了。”
我哭着说：“小美，你为什么要撒谎，说我不上学了？”小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我说：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你不上学了。”我说：“没关系。”

从此以后，小美再也不说谎话了。
（点评：这篇文章用质朴的语言解释了学习成绩与班级管理能力的关系，充满童真。指

导老师 张广延）

班班长小美长小美
三（三）班 尹丽君

军训，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军训，意
味着我们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军训，意味
着我们要离开家人，自己生活。军训，意

味着我们要超越自己，挑战极限。
在我们畏惧又期待的复杂心情中，我们人生

的第一次军训到来了。首先是站军姿。教官告
诉我们，要身体保持立正姿势站好，双手夹紧身
体，目光平视，一动不动。第一分钟，很好，并没
有一个人动，大家的姿势都很标准，第二分钟，第
三分钟……终于，有一个人坚持不住，坐在了地
上。还好只有半小时，否则我们班一定会全军覆
没。然后是立正、稍息、跨步、齐步走、跑步，我们
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最简单的动作，只要我们的
动作还没做到位，我们的心中就只有两个字——

坚持！
最终，军训胜利结束。军训，不再是

个可怕的字眼。我们付出了精力，付出了
汗水，获得了沉甸甸的收获。

（点评：小作者在叙事的同时加
入了恰当的心理描写，军训
过程写得具体，条理清楚。

指导老师 王 青）

军 训
六（四）班 张航凯

我有一件刻骨铭心的伤心事：因为我
的粗心大意，我心爱的小狗豆豆永远离开了我。

豆豆给了我许多快乐时光。每天我去上学，豆
豆就会一直送我到校门口。放学时，豆豆会准时坐
在校门口的石柱边接我。我写作业时，它会乖乖趴
在我脚边，等我写完作业，它就会陪我在院子里玩。

在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和平常一样带豆豆在广
场玩皮球。我们玩得满头大汗，回家后，我又带它
痛痛快快洗了一个凉水澡。半夜时，豆豆开始痛苦
呻吟，我们急忙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医治，但最后豆
豆还是离开了我，不管我如何抱着它伤心哭泣，它
都不会再理我了。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见别的小
狗，都会情不自禁想起豆豆，心都会隐隐
作痛：我亲爱的豆豆啊，是我的粗心大
意让你离开我，请你原谅我！你是我
心头永远无法忘记的痛！

（点评：文章语言通俗
易懂,贴近生活实际,具有
真 情 实 感 。 指 导 老
师 徐 洋）

伤心事
三（六）班 周嫣滢

有人说老师像园丁，辛勤培育着祖国花
朵；有人说老师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但我却觉得我的老师李超凤更像是和蔼可亲
的妈妈，一直以来保护、爱护着我们，让我们快
乐成长。

冬季的一个傍晚，我刚打扫完教室，准备
回家。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
是李老师。老师说：“你怎么还在这呀？”我回
答：“今天我值日。”老师点点头说“那我送你回
家吧。”“老师，不……”我还没说完，老师便打
断了我的话“老师知道你父母工作忙，天快黑
了，还是老师送你回家吧。”我听了老师的话，
不再推辞，点点头，坐上老师的摩托车。

一路上，寒风刺骨，老师把自己的外套脱
下给我披上。这时，天空上突然乌云密布，下
起了大雨，雨滴落在手上刺骨的冷。老师又从
车箱里拿出雨伞，让我拿着遮雨，而她自己却
冒着风，顶着雨，我看着老师那双被冻红的手，
心里难过极了。

终于到家了，我对老师说：“老师，真谢谢
您，到我家里来喝杯茶再走吧。”“不了，天黑
了，我也得早点回家了。”说着，骑上摩托车匆
匆的开走了，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就离
开了我的视线。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我忍不
住流下了眼泪。我对天空大声地说：“谢谢您，
李老师，我祝福您一路平安到家”。

（点评：小作者用具体的一件事，表现出了
老师对他关爱，叙事生动具体，不失为一篇佳
作。指导老师 李超凤）

李老师
四（四）班 贾智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