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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盼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节，
街上到处洋溢着过年的气氛，人们
兴高采烈，家家户户贴春联，以各
种形式欢度着这个传统的节日。

春节，是每个家庭团圆的日
子。出门在外的人们都要回家过
年，高高兴兴地享受团圆的快乐。

“守岁”是春节的一种习俗。
除夕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
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
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
守夜，期待着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
意。据说是谁熬到早上，谁就最有
福气，我还没有守过岁呢，我决定
今年要守一次岁，熬点福气。

大年三十的晚上，看过春节晚
会后，我便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来，妈妈问我：“你这是要干什么
呢？”“我今晚要守岁，因为今年是
猪年，我的本命年。”“可是一夜不
睡觉对身体也不好啊！”妈妈说。

“但我还从来没有守过岁呢！”我反
驳道。“你想体验体验‘守岁’这很
好，但是身体更重要。”“没事，妈
妈，我困了就去睡觉。”妈妈只好同
意了，但要求我只能呆在我的房间
里看书。

我回到房间，打开台灯，拿起
我最爱的《西游记》，津津有味地
看起来，忽然我感觉自己化身成
孙悟空，手持金箍棒一路斩妖除
魔，保唐僧取得真经。正当我高
兴地手舞足蹈的时候，忽然听见
妈妈的声音，当我正在疑惑为什
么会有妈妈的声音的时候，被妈
妈叫醒了。原来我早已不知不觉
进入了梦乡!

我喜欢这个不一样的春节，它
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点评：你很善于观察身边的
人和事，能敏锐的捕捉一个个有意
义的瞬间。指导老师 沈 磊）

“别样”的春节
五（三）班 王紫涵

我总喜欢把记忆藏进脑海里，
让时光去雕刻、去封存，回忆起往
事，校园生活的大课间最让我记忆
犹新。

下课铃一响，大课间美妙的音
乐声就响起了，每个班级排着整齐
的队伍，如长龙般向操场奔去，宁
静的操场上顿时沸腾起来，一排排
队伍有序地站在指定的位置，似乎
只待一声号令，就义无反顾地奔赴
战场。

每次我一抬头，总能看到和蔼
可亲的老师们在操场上默默地关
注着我们。只听，广播里响起：“准
备进行拍拍操表演，一二三开始！”
小伙伴们跟着节奏一起嗨起来，可
不一会儿，大家有点手忙脚乱了。
原来节奏是一遍遍加快的，看着大
家心急火燎的样子，老师们期待的
看着我们，好像在说“同学们加油，
你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渐渐
地，大家适应了越来越快的节奏，
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最 有 意 思 的 要 数 一 圈 到 底
了！这个游戏对于身体协调性

不好的同学们来说，简直是洋相
百出：反而让平时调皮捣蛋、手
脚麻利的同学大显身手。大家
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呼啦圈要穿
过所有人的身体回到原位才行，
游戏过程中不仅相互拉着的手
不 能 松 开 ，还 不 能 用 手 。 说 时
迟，那时快，眨眼间的工夫，圈套
在了小李同学身上，只见他和左
边 的 小 王 同 学 很 有 默 契 ，手 一
抬、头一伸、腰一扭，呼啦圈便乖
乖地套在了右边的小张同学身
上。只见小张同学，身子前倾，
双手摊开，昂首挺胸，像一位神
采飞扬的革命战士，又像一只展
翅欲飞的大鸟，他的表演使同学
们大饱眼福，哈哈大笑……

上课铃一响，大家又开始了紧
张的学习生活。幸福的大课间就
像神奇的画笔，画出了我们丰富多
彩的校园生活。

（点评：文章开头简而得当，
通过丰富人物的语言和动作，衬
托出人物的思想品质。指导老
师 李 倩)

幸福大课间
六（四）班 樊天成

竹，没有牡丹高贵，没有葡萄
可爱，没有水仙美丽，可它却是我
的最爱。我老家屋后有一大片竹
林。

春天，竹子露出一个个尖尖的
小脑袋，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
奇。过了几天，春雨便“淅沥淅沥”
下了起来，雨停后竹子便长出1米
多高。微风吹来，它们开心地跳起
来和风婆婆跳起舞来。

夏日，竹子都由“幼童”变成了
一个个成熟的“大人”了。风一吹
发出阵阵声响，好像在开一场音乐
会，好听极了。一场大雨过后，花
草都低下了头，而竹子虽然接受了
大雨的洗礼，但是它依旧挺直了坚
实的脊梁，似乎在说：“看，我多么
顽强呀！”

秋日，大地都披上了金黄色的
外衣，只有竹子还穿着翠绿的外
衣。在这幅金色油画的陪衬下，越
发显得苍翠茂盛，为着萧瑟的秋
天，增添了几分生机。

冬日，大地都穿上了白色的棉
衣。菊花、牡丹、荷花都受不了冬
天的冰冷，早早地钻进大地母亲的
怀抱。只有竹子不畏严寒，还穿着
翠绿的外衣，挺直了脊背，直立在
寒冬中仿佛一个个士兵在守卫这
片土地。

竹，为大地增添生机的同时
也教给了我们许多道理。如“虚
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
教我们谦虚，“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告诉我们面对
困难，要坚持不懈。竹子能够食
用，竹竿可以用来做家具，还能供
国宝大熊猫食用，有些竹子还可
以做观赏品。

竹子为我们奉献得太多太多，
我们无以回报，只有保护环境，热
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友好相处，才
能让竹子万古长青，四季常青。

（点评：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
描绘，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梦境一
般。指导老师 杨 聪）

翠竹
五（二）班 吴培垣

早晨，一缕缕柔和的阳光照
到我的脸上，几乎洒满了我的床，
窗外已经变成了一片白色的世
界，此刻，我已经迫不及待去拥抱
大自然了！

妈妈喊道“吃早饭了！”“好
吧！”我拖着慵懒的声音回答妈
妈。吃完饭，我全身武装，准备把
小伙伴们都叫来玩。刚走进雪
地，就被小伙伴们的雪球打中了，
于是我开始反击，打得正激烈，忽
然看到旁边在雪上画画的小红，
她画了一只小猪在雪地上，然后
洒上自己喜欢的颜料，圆嘟嘟就
像一个小球。可爱极了！我灵机
一动，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我对
小伙伴们说：“来吧！玩雪大赛开
始了！”小伙伴们有的画画、有的
滑雪、有的打雪仗，还有的……好
不热闹阿！

原来不仅我们这些大朋友在
玩，小动物们也在玩雪。小鸟在树
上又蹦又跳踩着表面的积雪，小鸡
在地上印出一个又一个的脚印，小
狗在雪地里尽情地打滚……我们
的笑声回荡在空中。

一会儿我们又做起了小游戏，
老鹰捉小鸡、雪地捉迷藏……大家
玩得乐此不疲！美好的时光总是
短暂的，转眼间就到了中午，该回
家吃饭了！妈妈叫我回去，我不答
应：“我还没耍够呢！”只好恋恋不
舍地回家了。

天黑了，我再次仰望星空，雪
地里玩耍的情景不断浮现在我的
脑海里，难以忘怀！

（点评：小作者对人物的语言、
神态、动作等，进行精心细腻的描
绘，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指导老
师 闫秋帆）

玩雪大赛
四（一）班 郭力飒

除夕夜，我们小孩子最高兴了，
我急急忙忙跑到桌前把饭吃完，就
约上好朋友去看烟花了。

此时，周围早已是烟花的世
界。你瞧，多美呀！一朵朵烟花在
广阔的夜空绽放出最璀璨的一面。
有的像腾飞的龙扭动着身子，呈现
出“s”形，然后发出尖锐的叫声；有
好像要升天的火箭，气势磅礴；有像
千姿百态的菊花，绚丽极了；有像隐
隐约约的流星，留下一道似有若无
的痕迹…….

我们也赶紧拿出烟花爆竹，弟
弟点燃引线后，像小兔子一样逃走
了。“1——2——3——”我们大声喊
着，随即，烟花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

的弧线，绽放出灿烂的光芒，给新年
的钟声又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线。多么绚丽的烟花啊！我赞叹
着，欣赏着这美丽的烟花。

我拿出爸爸买的穿天猴、烟
雾弹、二踢脚、小礼花……轻轻点
燃，烟花腾空跃起，如同小火箭
猛的窜上云霄，一眨眼，便消失
得无影无踪了，过了一会，一颗
流星乘坐着降落伞在翩翩起舞，
宛如一位仙女从天而降。我欢呼
着，雀跃着……

这可真是个有趣的寒假啊！
（点评：作者观察仔细，文章清

逸婉丽、流畅连贯，叙述时井然有
序。指导老师 汪 凡）

看烟花
六（三）班 晏一槿

东风浩荡满眼春，只争朝夕启
新程。新学期、新起点、新梦想，2
月 21日上午，学校全体师生齐聚
校园，在校园里举行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在护旗手们整齐的
步伐中，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在少
先队员的敬礼中拉开了帷幕。

政教处孙主任告诫我们：不积
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
江海，从点滴小事做起，养成良好
行为习惯，铸就未来大梦想，这是
政教处的梦想。

吕校长讲到：“立志，定目标，
当一个有志气的人，俗话说:立志
就立三不朽之志，做人就做千古
第一等人。我们正在年少时期，

不要虚度光阴，做一个有志气有
理想抱负的人。心中有正义，做
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学会感恩，
回报社会，回报学校。这是吕校
长的梦想。”

我觉得我的梦想更加明确了，
那就是认真听取老师们的教导，好
好学习，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做
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使命、有情
怀的新时代的好学生，长大了，为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贡献自己
的力量！

（点评：文章内容生动具体，中
心明确，重点突出。指导老师 梁
彦超）

我们都是追梦人
六（二）班 王梦媛

寒假生活多姿多彩，寒假里发
生的事情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熠
熠发光，摘取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那就是我征服马山坡的经历，至今
仍历历在目。

大年初一，风和日丽，真是个
爬山的好天气，我们一家人决定去
爬马山坡。我们骑车到了山脚下，
抬头向上望，山相当的高。虽然是
冬天但山上苍翠依旧。那从山脚
一直延伸至山顶的斜坡，就像一条
白龙蜿蜒盘旋而上。

我已迫不及待了，“一步，两
步，三步……”很快，我爬到了半
坡中，只听见：“姐姐，你等等我们
啊！”原来是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追
不上我，正在急得跺脚呢！我见爸
爸妈妈还停留在山脚下，便得意的
加快脚步。我心想：这一次，我一

定会第一个到达顶峰的。可是没
走几步，脚却有些累，于是我就坐
在旁边的石头上停留了一会。可
没过多久，耳边就响起了妹妹的叫
声：“姐姐，看我牛吧，我可是追上
你了哦！”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坐了
好久。我急忙站了起来，准备再爬
时，脚不听使唤。这时，爸爸一边
扶我一边说：“坚持就是胜利。”不
一会儿，我便爬到了顶峰。望着下
面，我大声地喊道：“我征服马山坡
啦！”

这个寒假的生活虽平淡却快
乐；平凡也热闹。虽然假期已经结
束了，但是这些趣事就是我最美好
的回忆！

（点 评 ：语 言 简 练 ，通 俗 易
懂 ，衔 接 连 贯 自 然 。 指 导 老 师
汪 凡）

征服马山坡
六（三）班 李悦阳

我想同学们都喜欢过周末和
寒暑假吧，作为一个小吃货，每天
都能吃到我最爱的火锅。要放寒
假了，我心里偷着乐呀！

寒假第一天，我就迫不及待地
提议吃火锅。爸爸妈妈经不住我
的死缠烂打，只好同意了，哈哈，做
火锅，首先要把菜准备好，土豆、生
菜、豆腐……想吃什么都可以准备
哦，然后要调制好芝麻酱和辣椒
酱，最后做清汤的锅底。锅中倒入
水，然后放入两块鸡汤味的浓汤
宝，再放入两片姜、2个香菇、1小
把枸杞、1勺盐把火锅里的水加
热，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10分钟，
清汤汤底就做好了。接下来就可
以边煮边享受美味的火锅了。

以前吃火锅，我只需要准备一
张嘴就可以了。这一次，我长大
了，可以帮父母分担一些家务。可
我能做什么呢？接着，我思索了一
会，对，调酱！我马上对爸爸说：

“爸爸，今天我来调酱。”爸爸半信
半疑地说：“你还小，不会调。”我嘟
着嘴嘀咕道：“真是的，看不起人！”
爸爸看我一副认真的样子，终于同

意了，倒芝麻酱进行地很顺利，倒
醋只能一点一点儿地倒，爸爸看见
了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吧！瓶
子里空气少，只能在空气多的地方
才能倒出来。”我试着按爸爸说的
那样操作，倒醋果真容易多了。心
想：原来简单的倒醋也有学问呀，
就算是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做起来
不一定简单呢！看来以后不能眼
高手低，真是光想不做假把式，凡
事只有尝试了才知道好不好做、该
怎么做。

调好酱后，我帮妈妈把刚做
好的菜端到桌上，再把火锅也端
到桌子上，一家人围着圆圆的桌
上吃着香喷喷火锅，爸爸妈妈夸
我勤快、好学，我的心情简直就是
九月的甘蔗——甜心。喜悦之情
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幸福的味
道不仅在美味的火锅里，而且随
着热气腾腾的烟雾飘进每个人的
心里，全家的欢声笑语久久回荡
在整个屋子里。

（点评：真是个小大人，文章条
理清晰、语言简练而准确。指导老
师 张红果）

吃火锅
四（四）班 芦 博

课堂就像一艘船，把我们从孤
陋寡闻变成博学多文，不信，下面
我就来说说每艘船的精彩。

语文课就像游轮，在茫茫无
边的大海中行驶，老师就是舵手，
她带领我们这帮船员驶向知识的
彼岸。当老师提出问题时，就像
船只遇上了狂风暴雨，只要勇敢
抵抗，既使强劲的暴风雨也拿我
们没办法；当老师让我们朗读课
文时，船划得非常迅速，朗朗的读
书声是快活的，船划动着双桨，在
变幻莫测的大海上扬帆起航。当
做练习题时，船渐渐寂静了下来，
每个船员都在思考下一步做什
么？该做什么?

英语课仿佛是载人飞船，在
浩瀚的宇宙中把我们带到另一个
星球。到了这里，我们换了一个
陌生的环境，给人一种奇特的感
觉，在这种奇特的感觉中夹杂着
新奇，似曾相识的复杂情绪。不
论你再怎么不会拼读，船长也会
不厌其烦，手把手的教你读音标，

拼单词，整句对话。不论你再怎
么胆怯也不用怕，只要有信心，不
言放弃，你的胆怯不一会就会变
成你口中的“a.b.c……”所以在陌
生的环境下学习，会领略别样的

“异国风情。”
数学课犹如皮划艇，在狭窄

的“赛道”、里穿梭，我们遵循着比
赛的规则，把我们的力量集中爆
发，只为了快速达到比赛的终点，
取得优异的成绩。在探索未知的
领域里，赛手们谁也不甘落后，勇
跃的发表着自己的想法，大家就
在你追我赶中互相前进 .成长。

每一节课就像一幅幅生动的
画面，像博弈，又像是团结互助，
经验丰富的舵手们带着我们在知
识的海洋里勇往直前，不畏艰险，
让我们逐渐强大，迎接更强烈的
暴风雨!

（点评：文章语言生动，情节精
彩曲折，仿佛将读者带进了开心乐
园 ，令 人 眉 开 眼 笑 。 指 导 老 师
韩 锦）

精彩的课堂
六（一）班 李娟

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父
母的关爱是不可缺少，每位父母
都会真心地对待孩子，可我们却
从不知他们的辛苦。

父母每天上下班、做饭，看似
很容易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
每当他们做饭时受伤了，不像我
们受了伤就哭，就让别人吹吹，就
让别人抱抱。他们只能默默无
闻，独自承受。

父母上班的时候会出错，一出
错就被老板骂，会扣工资，可能还

会被开除。在工作中他们所受的
伤，也只能默默无闻，独自承受。

父母就像一把雨伞为我们遮
风挡雨；像是太阳，给我们无限的
温暖；像是黑暗中的一盏灯，照亮
我们前进的路……

感谢父母，是他们让我们来
到这个世上，感恩父母，因为他们
是我们前进路上的坚强后盾。

（点评：比喻贴切，用词生动，
叙述时井然有序。指导老师 王
景杨）

感恩
五（四）班 张紫杰

在刚刚过去的寒假中发生
过很多事，但其中有一件事最让
我开心。

假期的一天，我很早就把作
业写完了，所以后来很无聊，爸
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于是，
他说：“我带你去广场玩吧！”我
高兴地回答道:“好！”

于是爸爸骑着摩托车带着
我来到广场。到广场后，我发
现这里的人真多啊，有的荡秋
千，有的玩滑板，还有的踢足球
……围得广场水泄不通。我最
喜欢踢足球，看到大家踢足球，
我心里就痒痒的。旁边的男孩
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喊道：

“嗨，过来玩呀！”很快，我就加
入到踢足球的行列，第一回合

开始了，对方先发球，我眼疾手
快地跑过去把球抢到了。然后
我又把球传给在对方球门附近
的队友，他们又使劲一踢，球进
了！真是太完美了！第一回
合，我们胜利了！我们越战越
勇。正玩得起劲的时候，爸爸
叫我回家了。我只好恋恋不舍
地回家了。

这 一 天 是 我 最 快 乐 的 一
天。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团结
就是胜利，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
中，我要和朋友同学齐心协力干
好每一件事，长大以后给祖国奉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点评：作文通俗易懂，生
动 紧 凑 ，趣 味 性 强 。 指 导 老
师 冯巧燕）

快乐足球赛
四（二）班 王士博

记者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它勇
敢，敬业，不畏酷暑严寒，不畏风雨
交加。记者的身影出现在硝烟弥
漫的战场上，出现在奥林匹克的赛
场上，出现在追求真相的第一现场
……我为成为报业传媒小记者而
感到骄傲。

今天我迎来小记者的第一个挑
战——采访。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多
个老师今天来我们学校参观，学校
选了十二名小记者去采访，我很荣
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在来访老师到
来之前，我就不断地练习采访的问
题、语气、动作、礼貌用语……

终于，在老师们参观完之后，
我们小记者就去采访他们了。看
着老师们，我就十分紧张，感觉有
一只小兔子在我的胸口乱跳一

样，但我还是鼓足了勇气去采访
了一位老师。当我对她说“您好，
我是报业传媒小记者，请问我能
采访您吗？”她微笑着对我说：“当
然可以啊。”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
下来，因为她并不像我想象的严
肃古板，而是温柔美丽。这是我
的第一次采访，这次采访让我很
开心，对自己也有了自信心。采
访后，我连声向老师道谢！

通过这次采访，我明白了遇到
困难不退缩，要勇往直前。只要你
敢于迈出第一步就是成功。所以
我要更加努力，成为一名更加优秀
的小记者。
（点评：文章选材恰当，内容具

体，过渡自然，叙述时井然有序。
指导老师 梁彦超）

第一次采访
六（二）班 赵婉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