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版
■■20192019年年33月月77日 星期四日 星期四

�小记者
本版编辑 冯 蒲 电子邮箱：nybycmxjz@163.com

佳作欣赏

有人喜欢繁花似锦的春
天，有人酷爱郁郁葱葱的夏
天，有人热爱硕果累累的秋
天，我却欣赏寒风凛冽的冬
天，尤其是家乡的冬天。

我的家乡是是一个美丽
的地方。家乡的太阳既不像
热带那么毒辣，也不像北极
那么微弱，暖和的，金灿灿
的，把自己的温柔全拿出来
了。北方的冬天太冷，不能
到户外尽情玩耍，南方的冬
天又太暖，见不到半点雪花，
而家乡的冬天既能见到太
阳，又能欣赏雪景，可真是再
好不过了。

最妙的时刻莫过于下雪
的时候了。她将她的大白衣
朝天一抛，刹那间大片大片
的雪花像无数伞兵从天空飘
了下来，一朵朵棉花似地的
雪花落到了行人的肩上、头

上。沙，沙，沙，仿佛是许多
人在窃窃私语。多么美的雪
花啊!我情不自禁的仰起头，
张开嘴去接雪花儿。

雪停了，车上白了，松树
白了，大门白了，房顶白了，
连地上也是白的，整个南阳
都变成了一个“雪白色”的世
界。树枝上的雪花犹如毛茸
茸的银色丝带；松柏上挂满
了雪花，高高的柳枝笼罩着
一层霜，好像披着一件白纱,
我们就像生活在童话中似
的。真是美妙极了!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冬天!
（点评：文章语言优美，

描写了自己对家乡冬天的所
见所感。用拟人的写作手
法，表达出自己对冬天的喜
爱之情。指导老师 崔亚
蕊）

家乡的冬天
六（三）班 庄晨阳

老 师 说 要 掌 握 学 习 方
法，这样学习起来才不会累，
才会有效果。经过一段时间
的摸索，我也有了一套属于
自己的学习方法。

每天都读课外书，记住
里面的好词好句和好段，利
于以后写作文。人在早上记
忆力最好，更容易记住所需
背诵的东西，所以要早上认
真读书、背书。如果背不出
来，就大声地读，读得越大声
越好。这样就可以加深我的
印象。在学校认真对待老师
布置的任务，这样学起来就
不会很累，并且每天也要早
睡早起。只有这样，第二天
才会有精神，有利于新的一
天学习。

要多做题，遇到难题，
就认真思考；如果实在不会
写的话，就看看答案或请教

家长。然后，自己再慢慢体
会一下为什么这样做，找找
做题方法。会做之后，就叫
家长出一个类似的题，再锻
炼 一 下 自 己 ，达 到 完 全 掌
握，以后再看到这样的题就
会做了。

学习一周后，把上个星
期所学知识进行总结，把前
面不会写的或者是写错的抄
下来，再练习一遍，生字也要
复习，加深印象。

我利用我的学习方法来
学习，学习变得轻松多了，朋
友们，要不要试试？

（点评：每个人都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小作
者看似普通不过的学习方法
却是难倒众多人，只有掌握
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
方能轻松学习。指导老师
李明超）

方法
五（一）班 彭俊翔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我
们已经来到在这个学校半学期了。
这一次，我们不是因为想念父母而
哭，而是在一次主题班会上，我们感
动地哭了。

这天，我们班会主题是《学会
珍惜，学会感恩》。课上，老师运
用 多 媒 体 给 我 们 播 放 了 很 多 照
片，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父母，
在工地上辛苦的工作着。看完这
些照片，老师告诉我们父母在我
们成长的过程中默默地为我们付
出，并对我们说：“一定要学会感
恩父母。而有的人还常常埋怨父
母，为什么给我们报那么多的特
长班、补习班？为什么不让我们
放假的时候好好玩？但是，在你
们埋怨父母的时候，可曾想父母
也 是 为 了 我 们 更 好 的 成 长 。”是
啊，他们不管有多忙，有多累，甚
至在春节的时候不回家和家人团
聚，为了挣比平时多三倍的工资，
仍然在工作岗位上工作。

这时，张郅鑫说：“他的爸爸曾
经为了工作，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

时。”教室里安静极了，有的同学眼
泪滴滴答答地掉了下来，有的同学
趴在桌子上哭了。是呀，沉默寡言、
不善言辞的父母把最好的爱都给了
我们。

一位同学说：“父母在打我们的
时候，难道他们的心不痛吗？”老师
对我们说：“父母在斥责你们的时候
你们哭了，你们认为父母是那样的
狠心。但是你们永远也不知道他们
为了你们在背后默默地流过多少眼
泪。”是啊，打在儿身，痛在娘心，父
母都是为我们好呀。

这次的主题班会，我明白了父
母为了我们能够拥有好的生活条
件，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付出了
很多很多。这节班会课我们虽然
没有欢笑，流泪最多，但是令我们
最难忘记。

（点评：开篇点题，总领全文，文
章语言朴实，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情
实感。小作者通过这次班会想到了
父母的不容易。可以看出小作者是
一个很细心又孝顺的孩子。指导老
师 张杨）

那一刻，我们哭了
五（二）班 李荣璨

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美丽
的国度叫艾希王国。国王是一
个爱好和平的人，他治国有方，
人民安居乐业。国王老来得女，
生了个美丽的女儿叫卡特琳娜，
她有一头美丽的金发，蓝色的大
眼睛。

公主不仅美貌无双，而且还
很勇敢。有一次，她正在公园里
玩，忽然看到一只小兔子正卡在
一个洞口，怎么也钻不出来，洞
口边还有一条蛇吐着信子。她
非常的害怕，看着可怜的兔子非
常伤心，但她还是鼓起勇气拿几
颗石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树丛后
面，瞄准蛇扔了过去，把蛇给吓
跑了。公主立即跑到了洞口救
出小兔子。

和平的日子总是短暂的，饿
狼总是不会放弃嘴边的肥肉。

生活在寒冷无比环境里的游牧
民族，一直在垂涎着富足的艾希
王国，年轻的蛮族之王“恶”和他
的人民四处劫掠，早已盯上了这
里，战争不期而来。兵临城下，
形势危急，老国王病危，眼看灭
国在即，艾希王国的人民即将流
离失所。正当人们六神无主时，
美丽的公主穿着盔甲，手握宝剑
勇敢地站出来，鼓舞士气，安抚
百姓，带领全城百姓保卫家园。

战争结束了，举国欢庆。公
主和她的人民一起庆祝这来之
不易的和平，卡特琳娜得到了人
民的爱戴。大家不会忘记这位
勇敢的公主——卡特琳娜。

（点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
不会忘记这位勇敢的公主。小
作者想像力丰富。加油！指导
老师 孙鹏）

勇敢的公主
四（一）班 龚俊颖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
的梦，梦见自己穿越到了未来的
世界，地面上只有人，没有汽车，
我迷惑不解。忽然，我发现地面
上有许多影子在来回动，我抬头
一看惊呆了，原来未来的汽车都
在天上飞，行人在地面走。

我走到商场里，只要推一
推购物车就可以买东西。因为
购物车上面有很多按钮：红色
的按钮是去食品区，蓝色按钮
是去服装区，黄色的按钮是去
生 活 用品 区 ，除了 这些 按 钮 ，
还有很多功能按钮。付款时，
只需要按下金色按钮机器人扫
码 就 可 以 了 ，钱 会 从 卡 里 扣
除。当我们需要装东西的袋子
时 ，袋 子特 别神奇 、十斤 重 的
东西放进去就像提了一斤东西
一样轻松。

这里的房子也很神奇，可以
缩小，出去旅游时，只要把房子

缩小，放在口袋里就可以了。房
子还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变换形
状和颜色，当你早晨起来时，房
子里的机器人会替你做饭。如
果你想看电视，只要说一声“开”
就行了。每当你眼睛疲劳时，电
视自动关闭，墙壁也会变成暗
色。

陆地上生活着各种动物和
恐龙，未来的科学家把恐龙全部
复活了！我被这美丽的景色吸
引了，一只大恐龙突然张开血盆
大口向我扑来，我连忙躲闪，可
是我没有大恐龙跑得快，眼看就
要咬到我了……忽然，我被吓醒
了，原来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
真是一个奇怪的梦啊！

（点评：好一个奇怪的梦，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全
文层次清晰，语言流畅，字里行
间 透 漏 出 一 种 童 趣 。 指 导 老
师 朱小双）

奇怪的梦
四（二）班 马彤

“同学们，要竞选优秀小记者了
……”老师说完走出了教室。

“这是个好消息，我参加小记者
活动两年了，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参
加了许多活动，但是要竞选优秀小
记者，我能行吗？”“我该准备什么
呢？”……一时间教室里炸了锅，同
学们议论纷纷。我也很激动，想报
名参加，于是我和另外几名同学在
老师那里报了名。

我要好好准备，于是我自己写
演讲稿，先介绍自己，再写对参加小
记者活动的感想以及未来的打算，
我又找了老师帮我修改，并指导我
演讲的动作手势和表情。周五下午
第四节课，我终于在班里顺利通过
演讲，进入学校决赛。

周六下午，我跟着老师来到大
礼堂，啊！这么多人。除了参赛的
三十名选手外，全校语文老师和学
校领导都在台下坐着。马上就要轮
到我了，怎么办？前边四年级和六
年级的选手，她们抑扬顿挫的声音
在我脑海里嗡嗡作响，我手心里都

是汗，心砰砰直跳。心里正在七上
八下时，主持人说：“下面有请14号
选手。”

我的腿仿佛有千斤重，可是又
像踩在棉花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走到讲台上，我看了老师一眼，她正
微笑地看着我，我咽了一下口水，站
定后，对大家行了礼说：“大家好！
我是……”终于，我演讲完了，走下
讲台，松了一口气，回到队伍里，很
长时间心里才平静下来。

两天后结果公布，我以两分之
差落选，我很难过，趴在桌子上哭
了。老师告诉我说:“比赛重在参
与，你能和高年级学生一起竞争就
已经很好了，失败了不要紧，调整好
心态，争取下次能够更棒！”听了老
师的话，我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
会再接再厉，好好磨练自己，力争下
次成功！”

（点评：作文写出了“我”参加演
讲比赛紧张激动的心情，虽败犹胜，
能够锻炼提高自己的能力也是很好
的！指导老师 徐恩风）

那次，我失败了
三（一）班 王玥婷 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对我

说：“孩子，你可以自己买东西
吗？”“当然可以呀，小菜一碟，
需要买什么尽管吩咐。”我高兴
地说。

“好，那就帮妈妈去超市买
一瓶酱油……”没等妈妈说完，
我就一溜烟跑远了，想赶紧把酱
油买回来接受妈妈的夸奖。可
是刚走 一半 路 程 ，我 就 累了 。
不，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绝对不
能打退堂鼓，想到这里，我就一
边跑一边喊：“加油！努力！加
油！努力！”自我激励的方法果
然是有用的，我顺利到了超市。

超市好热闹呀！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商品琳琅满目，看得
人眼花缭乱。我四处找哪里有
酱油，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急得
我都快哭了。这时，超市的阿姨

看到我一个人闷闷不乐地站在
这里，就关心地询问我怎么了，
我委屈地说:“找不到酱油放在哪
里。”阿姨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

“小朋友，别着急。你从这里一
直走然后看到“调料区”几个大
字再往右拐就能看到了。”

我果然很快就找到了“调料
区”。哇，有好多好多的酱油呀，
到底该买哪一种呢？对了，妈妈
给我了 10元钱，那我买瓶 10元
的酱油吧！于是，我就拿着酱油
到收银台付钱，然后高高兴兴地
回家了！

这是我第一次买东西，真是
一次难忘的经历！

（点评：小作者思路清晰，写
了自己第一次买东西的经历，语
言活泼，内容详细，叙述完整，非
常棒！指导老师 姚露）

第一次购物
三（二）班 牛玺睿

每逢我成功时，心中就有无尽
的喜悦，记得特别深的是那一次做
手工。

老师让我们做一个手工眼镜，
我心想: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个眼
镜嘛，两个眼镜片，再加两条“腿
儿”，简单！我拿出材料，选个什么
颜色好呢？选黑色的吧，黑色的简
约、大方还时尚。

我先拿出剪刀，“唰唰唰”地三
下五除二就剪好了一个长方形的
眼镜框，不一会儿，一个眼镜的部
件就被我剪好了，我先把两个眼镜
框用固体胶粘住，然后在眼镜框两
边的中间位置向后分别粘上眼镜
架，就大功告成了。我看着我的

“眼镜”总觉得怪怪的，很别扭。这
时，同学好心提醒到:你的眼镜框有
点歪，架也太短了。哎，真是功亏
一篑啊！还是重新做吧！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
仰面花”。这次，我吸取了上次的

的教训，耐心地开始我的第二副
“眼镜”。我把镜架剪得长一点，粘
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把镜框粘在
一起，还特意用尺子量过距离，做
好标记，确保它们不歪，做好后，我
左看看右看看，摸摸这儿碰碰那
儿，直到感觉挺好看的，这才停下
来。

在成果展示环节，老师和同学
们都夸我做得漂亮，我心里美滋滋
的，这就是我成功的喜悦吧！

（点评：这篇作文结构完整，衔
接紧密中心明确，通过介绍印象深
刻的那次手工，来向我们分享小作
者 成 功 的 喜
悦 。 指 导 老
师 袁伦）

成功的喜悦
六（一）班 王智雅

冬姑娘迈着轻盈的步子
踏入人间，风婆婆忙出来迎
接，“呼，呼”的寒风刮了起来，
这个美丽的季节里又有新的
惊喜。瞧，冬姑娘把准备了一
年的礼物送给了我们。

那 洁 白 无 暇 的 六 角 片
宛如一个个坠入人间的精
灵。它们轻盈娇小的身躯，
再配上雪白的衣裳，好似一
只只晶莹的蝴蝶在空中飞
舞。这些使者想在天空中
多呆一会儿，它漫无边际地
飘舞，悄无声息。一会儿飞
到高处，好奇地张望这个银
色的世界；一会儿又尝试着
靠近其它兄弟姐妹；一会儿
又调皮地降落到低处。看，
那一对双胞胎姐妹，紧紧地
拥抱在一起，似乎想用自己
的身体温暖对方。

冬的使者以铺天盖地之

势迅速笼罩了整个大地。一
切都被染白了，它们像一块
棉被盖住了大地母亲。宽阔
的马路，早已被冬的使者紧
紧地拥抱在怀里，那些轻轻
飘落到田里的使者像慈母一
般对种子说:“小宝贝，快睡
吧 ，来 年 你 们 将 生 长 得 更
好”。

雪花，寄托着冬姑娘的
问候，把冬的信息传送给所
有的人。我喜欢——穿着白
色衣裳在天空中飞舞的冬的
使者。

（点评：文章紧扣主题，
很立体地描述了冬姑娘带给
我们的礼物。语言优美，多
次运用细节描写来突出自己
对冬天的感情，能看出来你
平时做足了积累。希望保持
常做积累的好习惯，继续进
步。指导老师 崔亚蕊)

冬姑娘的礼物
六（三）班 白易飞

我叫田童依，是一名二年级的
学生。我的优点像天上的星星那
么多，比如：读书时，我的声音洪
亮，吐字清晰，老师时常让我当小
老师领着同学们读课文；我还爱思
考问题，上课时，老师提出问题，我
总是第一个举手发言；我的作业干
净、认真，常常在班级中展览。我
非常爱看课外书，会讲很多新鲜的
故事，如果你愿意和我交朋友，我
会把最好听的故事都讲给你听，我
们共同分享快乐。

我不但在学习上优点多，在生
活中也有数不完的优点。我讲文
明、有礼貌、乐于助人。我见到老
师和同学就主动打招呼问好。如
果我发现哪位同学学习有困难，我
就会主动帮助他，耐心地给他讲解

难题。我还热爱班集体，经常做值
日，是老师的小帮手。在家里，我
常常帮妈妈做家务。扫地，倒垃
圾，洗碗……我都能做得又快又
好。妈妈夸我是个勤快的好孩
子。我感到很快乐，同时也体会到
世上无难事，只要你认真做，就一
定会把事情做好。

我有这么多的优点，每天快乐
得像只百灵鸟，你喜欢我吗？快来
和我交朋友吧，让我们共同进步，
共同感受生活的幸福与美好吧!

（点评：小作者用欢快的语言
介绍了自己的优点。文章句子通
顺、形象，层次分明，过渡自然，写
出了在学习上和生活中的优点，表
达了自己的快乐心情和美好的愿
望。指导老师 张书珍）

优点多多的我
二（二）班 田熏依

秋天的早上，太阳公公
刚露出笑脸，小猴奇奇就背
着篓子去摘苹果。

他 来 到 一 棵 大 苹 果 树
下，看到树上的苹果又大又
红 ，像 一 个 个 圆 圆 的 红 气
球。他满心欢喜，扔下篓子，
蹭蹭蹭，眨眼工夫就爬上了
果 树 ，摘 了 满 满 一 篓 子 苹
果。他背起篓子，吹着口哨，
得意地向动物大街走去。

这时，小狗米米拿着一
个口袋去寻食物，见到了奇
奇，羡慕地说：“奇奇，你摘这
么多苹果，真有本事，能否让
我尝一个？”“不行，你自己去
摘吧。”他没有停下脚步，继
续往前走。小狗愣住了，忽
然他看到地上有一个苹果。
原来是奇奇的篓子下面破了
一个洞，苹果就像淘气的娃
娃从洞里跳下来。米米悄悄
跟在奇奇后面，捡了一袋子

苹果，心想：奇奇太小气，我
要给他一个教训。

他们一前一后来到了动
物大街，小猴奇奇放下篓子，
傻眼了，篓子里只剩一个苹
果。他回头看到了小狗米
米，正在高兴地倒出一袋子
苹果，并且大声吆喝着：“苹
果，苹果，又大又红的苹果，
过路的朋友们渴了、饿了可
以来品尝，分文不取。”奇奇
听后脸红了。

从此，奇奇经常帮助其
他小动物，和大家一起采摘
果子，共同分享。动物王国
整天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点评：小作者想像丰
富，故事内容完整，生动地讲
述了小猴奇奇由小气变得乐
意帮助其他动物的故事，让
读者明白果子只有大家分享
才快乐的道理。指导老师
张书珍）

分享快乐
二（二）班 柳媛元

我希望我的房间是一家西
餐厅，这样我就可以当老板，就
可以挣很多钱。

我希望我的房间是一架坦
克，无比坚硬，固若金汤，这样我
的房间就可以在地上随意移动
不怕攻击了。

我希望我的房间是一架直
升机，这样我就可以坐飞机直接
飞到魔鬼大三角，去看一看那里
到底有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可怕。

我希望我的房间像托尼�史
塔克的房间那样大，里面还有很
多钢铁侠，这样我还可以穿上钢
铁侠的盔甲，一个人去外面看看
风景呢!

我希望我的房间是武器库，
里面有很多先进武器,如果有其
他国家欺负我们，我的房间就该
发挥作用了。

我希望我的房间处于完全
失重状态，这样我的东西就不会
掉落摔坏了，我还可以像鸟儿一
样飞起来，肯定很好玩。

我希望我的房间是一间魔
术屋，床是蛋糕，桌子是饼干，书
是巧克力，上面还刻着字呢。水
龙头流下来的是牛奶，餐桌腿是
用面包做的，餐桌用大牛排做
的，钟表是用饺子皮做的，橡皮
是汤圆，笔是面做的，珍珠也是
巧克力豆做的，碗是面包做的，
想吃就吃，简直太棒了！

我希望我的房间……
我希望我的房间能变成世

界上最棒的房间，那该多好啊！
（点评：小作者构思新颖，想

象大胆，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写出
了自己幻想的各种房间，给人以
无限的遐想。指导老师 姚露）

我的房间
三（二）班 杨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