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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

大家往往把在战场上立下
无数功勋的人称为“英雄”，但我
认为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们同样也
是英雄。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一
位阿姨推着一辆三轮车在呼啸的
北风中喊着：“卖豆腐，新鲜的豆
腐。”这声音如同是汹涌澎湃的海
面上掉了一颗小石子一样微小不
堪，因为这样的天气，路上人少，
几乎没人买她的豆腐。我很同情
她：“好冷啊，我穿这么厚都冻得
直哆嗦，何况她只穿了一件薄薄
的衣服哪！”狂风无情地抽打着
她，她的声音也越来越沙哑了。

这时，一个小男孩跑过去想
买豆腐。只见她熟练地切了一块
豆腐，用刀铲上豆腐放在称上称
后，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到塑料
袋里，递给了小男孩。小男孩递
过钱一把接过豆腐飞奔了出去。

“哇……”只见他一不小心摔倒在
地，豆腐也被摔碎了，小男孩伤心

地哭起来。“别哭了，孩子，阿姨再
给你切一块。”说完，她扶起小男
孩，又熟练地切了一块豆腐，装在
袋子里。小男孩低着头支吾着
说：“可我……我……没钱给你。”
只见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把袋子
递给他说：“我这块不要钱，送你
的。”小男孩接过豆腐，抬起头感
激地说：“谢谢你，阿姨！”“以后走
路可要小心哪！”小男孩不好意思
地笑了。那位阿姨也笑了，好像
洁白世界里的美丽花朵。

风依旧在吹，雪依然在下，
它 们 好 像 在 为 阿 姨 唱 着 赞 歌 。
卖豆腐的阿姨是我心目中永远
的英雄！
（点评：本文从一件平凡的小

事写起，突出卖豆腐阿姨的优秀

品质，小中见大。在细节的处理

上，小作者善于用环境描写烘托

气氛，展示人物的品质。同时，把

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穿插其中，

让文章更加生动、具体。指导老

师 刘本■）

平凡英雄
四（三）班 吕明瀚

我爱我“家”，大家不要误解
了，这个“家”不是我吃住的家，而
是我的学校。

走进校园，大门右侧是三小的
吉祥物——七彩娃，它象征着生机
和活力，代表着三小人乐观向上的
精神。左侧是三小的校微和校旗，
校徽有红、黄、蓝三种不同的颜色
组成。校旗上中间的校徽代表着
太阳，寓意着它像太阳一样照亮着
师生的成长之路。

向前走右侧的墙上赫然印着：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
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
望。”这些话语折射出国家对教育
的高度重视。继续向前走，抬头可
见教学楼的墙体上张贴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向左右看分别看
到了一楼的栏杆处，红色的长方形
隔断上写着黄色字体的志愿者服
务精神和服务理念。

穿过休闲长廊在一楼楼梯外

向右走，头顶是古诗风韵，抬头便
可领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的曼妙，两侧是照
片墙，右侧是“新时代好少年”的照
片，左侧是学生参加各种活动的照
片。课间时，同学们都会驻足观
看，不时发出赞叹声，他们一定是
下定决心付诸行动，争取自己也能
获得这样的殊荣吧！

二楼楼层的文化主题是感恩，
每个柱子上都有关于感恩的话题，
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三楼楼层的
文化主题是励志。励志的格言诗
句充实着整个楼层，散发着满满的
正能量……

我的“家”给我温暖，给我丰富
的知识，培养我高尚的品德，让我
养成了很多好习惯。我吸收到了
多方面的营养，我爱我“家”。
（点评：文章按参观的顺序，介

绍了学校的环境布置，内容有详有

略，语句通顺流畅，充分表达了小

作者视校如家的真挚感情。指导

老师 张廷新）

我爱我“家”
三（一）班 李紫晗

妈妈的爱是一首动听的歌，是
一幅美丽的画，是一首优美的诗。
而我觉得妈妈的爱是一碗热乎乎
的汤，滋养着我健康快乐地成长。

妈妈的爱是一把遮雨的伞。
上大班时开家长会，突然下雨了，
眼看着天越来越黑，我也越来越焦
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妈妈看
出了我的心思，她把外套脱掉包在
我的身上，拉着我冲进了大雨中。
回到家，看着妈妈浑身湿淋淋的衣
服，再看看我干干的衣服，我的眼
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妈妈的爱无处不在。每天早

上，妈妈不辞辛苦的早起为我做早
餐；每个晚上，妈妈拖着疲惫的身
体，一边做着家务，一边还要辅导
我的学习；每个星期六，妈妈牺牲
自己休息的时间，带着我去学舞
蹈，每一个动作，她记得比我都清
楚……

正是妈妈这种无私的爱，让我
一天天健康快乐地成长！妈妈，我
爱你！
（点评：这篇习作从小事着手，

用朴实的语言写出了妈妈对“我”

的爱，是一篇不错的习作！指导老

师 徐延秋）

妈妈的爱
三（二）班 方琳皓

我参加了多场丰富多彩的小
记者活动，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

“巧手做披萨”和“树叶创意画”活
动。

那天是星期天，我醒得特别
早，吃过早饭，小姨坐了20多分钟
的公交车才赶到活动地点，已经
有很多小记者在那里了。三色鸽
的大姐姐先让我们穿上围裙，戴
上帽子，套上鞋套，然后让我们洗
了手。四个人一张桌子，两盘材
料，每个人手上还拿了一小团发
好的面。大姐姐对我们说，要先
把面团揉成圆形，然后用擀面杖
从面团中间向两边碾压，再用牙
签在面团上扎小孔，然后涂上番
茄酱，加一层芝士粒，再加上培
根、红萝卜。姐姐还对我们说，洋
葱、辣椒是出味的，加适量即可。
我按照姐姐教的方法，认真地做
披萨，大功告成，我又小心翼翼地
把面饼放进烤箱里。

在烘烤披萨的漫长等待里，我
们又做了树叶创意画。我用两片
圆圆的树叶做小金鱼的眼睛，用一
片椭圆形的树叶做小金鱼的身体，

还用了一片枫叶当小金鱼的尾巴，
又悉心给画面做了装饰。最后，我
还给我的创作编个惊心动魄的故
事——《金鱼和鲨鱼的故事》：有一
天，两条小金鱼在大海里玩耍，突
然来了一条大鲨鱼，对它们说：“小
金鱼，你们到我家做客吧！两条小
金鱼心中暗想：这不是黄鼠狼给鸡
拜年——没安好心吗？小金鱼说：

“我们不去！”大鲨鱼立刻露出了狰
狞面目：“你们要是不去，我就吃了
你们！”小金鱼转身就跑，很快游到
了自己家族人的身边，大鲨鱼看有
几百条小金鱼，它也不敢冒然发动
攻击，小金鱼重新获得了自由……

披萨终于烤好了，接过黄橙橙
的披萨，我深深地吸一口气，轻轻
咬了一小口，啊！真香！顿时有点
飘飘然的感觉。

小记者活动让我学到了课堂
上学不到的知识，我对下一次活动
充满了热切的期盼！
（点评：小作者详细叙述了活

动经过，真实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

受。本文语言生动形象，结构安排

合理得当。指导老师 崔光伟）

难忘
五（四）班 秦澳越

一天老师走进教室说:“同学
们，3月8日是妇女节，希望每一位
同学都能为妈妈做一件力所能及
的事，来表达你对妈妈的爱。”老
师话音刚落，同学们就七嘴八舌
议论起来。我也陷入了沉思：我
给妈妈准备什么礼物呢？正在苦
恼之际，突然想到电视中小男孩
给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我灵机
一动，决定也给妈妈洗脚。

放学回到家，我看见妈妈正
躺在沙发上看书，于是就轻轻地
走进房间，把书包放在桌上，拿了
一个洗脚盆进了卫生间。先把洗
脚盆里接小半盆凉水，又放了些
热水，用手试了试，刚刚好。我轻
轻地把洗脚盆端到妈妈身边，对
妈妈说：“妈妈，平时都是你照顾
我，今天是妇女节，我应该为您做
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让我给
您洗洗脚吧。”生怕妈妈不答应，
我赶紧又加了一句，“这可是老师
布置的作业哦！”在我的软磨硬泡
下，妈妈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妈妈把鞋子和袜子脱了下
来，把脚轻轻地放入水盆。“真不

错，水温调得刚刚好！”妈妈夸奖
道。我蹲下来开始给妈妈洗脚，
老师说脚上有许多穴位，我细心
地给妈妈捏脚。脚趾、脚背、脚
心，每一处都轻轻地捏一捏，揉一
揉。妈妈的脚是那么粗糙，脚底
还有厚厚的老茧。这都是妈妈整
日为了工作，为了接送我上学终
日奔波劳累造成的。我多么希望
我轻轻地按摩，能让妈妈所有的
疲劳都烟消云散呀！

洗着洗着，我感觉水有些凉
了，就拿起毛巾给妈妈的脚擦拭
干净。这时我看到妈妈的脸上挂
满了幸福的微笑。“妈妈真开心！
我家点点长大了，会给妈妈洗脚
了！”

妈妈天天为我操劳，而我只
做了这么一点点的事儿，她就知
足了！爱，需要回报；爱，也需要
表达。妈妈，您辛苦了！
（点评：文章取材真实生活，

过渡自然，叙事具体，语言、心理

描写到位。有这样一个懂事的孩

子，妈妈一定很幸福。指导老师

张自伟）

洗脚
三（一）班 吴镇宇

“您拿好，慢走。”每次进入这
个店，我都能听到这种声音。我
家后面有一间刚开的店，里面油
盐酱醋，吃喝玩乐的东西样样俱
全。单单这些还不是打动人们经
常去那里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她
有一张“巧嘴”，只要有人到她店
里，她脸上就会挂着两个小酒窝。

有一次，妈妈让我去买一袋
盐，我就急速跑到她店里，气喘吁
吁地说：“阿姨，我买盐，这袋盐多
少钱啊？”

“一元钱。”她微笑着说，声音
像三月里的春风。

“那好，我买了。”我高兴地拿
起盐，往口袋里摸钱，我东摸摸，
西摸摸。

“小朋友，你怎么了？”她见我
这个样子，疑惑地问我。

“没，没什么。”我连话都说不
清了，心里想：糟糕，钱忘带了。
我万分尴尬，结结巴巴地说：“阿
姨，不好意思，我钱忘记带了。”

我本以为她会骂着把我赶出
去，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她店里买
东西。可是，她的话却令我出乎
意料，她的小酒窝又显现出来了，
说：“没关系，你把这袋盐拿去吧，
不用付钱了，算我送你的。”我愣
了下，鼻子一酸，跑出小店。我回
头望了望，她正看着我，随后又微
微笑了笑……

有了微笑，生活才会变得更
美好。
（点评：一个活灵活现的热心

肠阿姨出现大家眼前，栩栩如生

的故事令读者眼前一新，向主人

公致敬。指导老师 白涛）

微笑的力量
三（四）班 薛如玉

我是一个小女孩，特别胆小，
不爱说话，更别提在课堂上举手
发言了。

妈妈经常鼓励我：“宝贝儿，
你要挑战自己，让自己勇敢起来，
你看，著名的主持人董卿，她在舞
台上能出口成章，全靠台下的努
力锻炼。我们要勇于在人生路上
突破自己。”我不好意思地对妈妈
说：“可是，我不敢。”妈妈说：“只
要你敢于给自己一次机会，即使
结果不完美，对自己来说也是一
种成功，因为你在努力呀！”听了
妈妈的话，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我
仿佛看到了讲台上的那个正在尽
情演讲的自己……

第二天来到学校，刚一上课，
就听到老师说：“今天上午，我们
要举行讲故事大赛，大家做好准
备。谁先来呢？”听老师这么一
说，我心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可是我能行吗？万一我的声音不
够大，同学们听不清楚，怎么办？
万一我讲得不够动听，同学们嘲
笑我，怎么办？这时，我仿佛又听
到了妈妈的声音：“符音，加油！”
于是，我就鼓起勇气，把手举了起
来。

“符音，你先来吧！”老师微
笑的双眸定定地看着我，我深深
地吸了一口气，内心稍稍安定了

一些。我慢慢地走上了讲台 ，
“大家好，我……我今天给大家
讲的故事是《捣蛋鬼的日记》。”
我的声音带着颤抖，脑中一片空
白。这时，老师再次微笑着对我
说：“符音宝贝的声音真美，你再
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得到！”我
顿了顿，想象着自己带着同学们
一起来到了童话世界中，我手舞
足蹈，像捣蛋鬼一样，边说边表
演起他闯祸的样子，真是滑稽极
了，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在老
师和同学们的赞许声中，我高兴
地走回自己的座位。

成功原来并不是想象中的那
么难，我竟然也可以！看着同学
们那一张张的笑脸，我的内心高
兴得连走路都感觉到轻飘飘的。
放学后，我把课堂上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妈妈，妈妈连声夸我了不
起！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遇到
任何困难，我们都要勇敢面对！
挑战自己，以后，我要更加勇敢！
（点评：符音小朋友，你能通

过对人物语言、动作、心理活动的

描写，真实生动地写出了一次课

堂发言经历，更让老师看到了你

的成长。老师期待你在课堂上有

更多，更精彩的发言；也希望你能

多读书，读好书，写出更多更好的

习作。指导老师 王蔚）

勇敢
四（四）班 符音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书可以把我们带到知识的海洋，书
可以让我们领略到人生的真谛，我
爱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体会
到了无穷的乐趣。

读书的乐趣在于随心所欲。你
是书的主人，是你去读书，而不是书
来管你。试想：一个大书架，塞满了
书，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诗歌、动
漫……看哪本都可以，不用着急。
而它们对你来说，则是呼之即来，挥
之即去。你可以在四大名著中领略
孙悟空、诸葛亮、梁山好汉、贾宝宝
林黛玉的风采；你可以向孙子请教
兵法，跟海明威谈斗牛，和司马迁讨
论历史……慢慢地，你会觉得生活
如此多彩，世界如此之大，大自然又
是如此奥妙无穷。

读书的乐趣还在于解决问题，
当你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百思不
得其解的时候，打开一本书，发现
已有人对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论
述解释，正好帮了你大忙，这种“山

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感觉是那么舒服，真叫人拍手称
快。

读书的乐趣还在于，当你在众
目睽睽之下发言时或与朋友谈话
时，你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当你在
写作文时，能把作文写得语言优美
情节生动；当你在做阅读分析时，
能总结得准确、全面、精彩。读书
多的人，别人会羡慕你：士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啊！

读书的乐趣是无穷的，只要多
读书读好书，你的脑子将会变得越
来越聪明，你就会越来越健康快
乐，同学们，让我们放下手机电脑，
共同来读书，好吗？
（点评：这是一篇描写读书乐

趣的文章，小作者与书是良师益

友，在书中体验到了字里行间蕴含

的无限乐趣。对于书带给我们的

乐趣，以及书可以陶冶情操的描

写，语言生动具体，段落严谨分

明。指导老师 王建娜）

读书乐
五（一）班 夏丹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送走了严寒的冬天，春
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悄悄地来到
了人间。

春天来了！你看，山上融化的
雪水把小河叫醒了。你听，哗啦，
哗啦……它是大自然的歌手，唱着
清脆悦耳的歌，向前奔流，告诉人
们春天来了。沙沙，沙沙……下起
了小雨，仿佛是春姑娘用画笔在那
一件绿衣服上装扮一番。春雨贵
如油，河边的柳树舒展开了嫩绿的
枝条，在微风的吹拂下，就像是一
个个身穿绿纱裙的仙女在河边跳
着舞。桃花红得如火，芍药花粉得
如霞，玉兰花白得如玉，它们竞相
开放。有的花蕾满枝，有的含苞初
绽，有的昂首怒放，美丽极了。

春天的小河像一面镜子，一照
就可以看到春天的景象。大地万
物复苏，鸟语花香，呈现出一派生
机。小草伸了伸懒腰，揉了揉惺忪
的眼睛，把土顶开，将头使劲伸出

来，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小树也披
上了一层薄薄的绿纱。桃花张开
笑脸，就像一个个身穿粉色纱裙的
小仙女在翩翩起舞……

我爱春天的小河，她带给人们
心旷神怡的愉悦；她无私的滋润万
物，让两岸花草树木葱茏茂盛；让
河里鱼虾成群；让两边居民生产生
活便利……那些有着小河品质的
人们不正像小河，默默无闻，不知
疲倦，不求回报，兢兢业业坚守岗
位，辛勤地工作着？
（点评：学习主题单元“春潮”

后，孩子对春水深深热爱，从习作

可以看出对春水的理解。首先会

运用古诗句开头，引出春水这一写

作对象——小河。并会运用比喻、

拟人等修辞手法从正面和侧面描

写春天的小河之美，语言生动、形

象。最后不但写出小河的美丽，更

难能可贵的是由河的品质升华到

像河一样默默奉献的人，点明文章

的主题。指导老师 王卓玉）

春天的小河
四（一）班 王怡涵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小动物
们都停止了冬眠,爬上地面欣赏春
天。小鸟鸣春,百花争艳,小草发
芽,燕子也飞回来搭窝了。

连春雨、春雷都连绵不断地
来为我们报春。春天正是播种
的好季节,农民伯伯正趁着这个
好季节开始播种,到了秋天就有
好收成。

春天,它不像夏天那样干枯
炎热,不像秋天那样冷清,也不像
冬天那样寒冷。而春天是一个
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春天。这
使我想到了我们的母亲,母亲就
像大地,母亲生下我们,我们就有
了生命,大地回春了,就等于一切
都要重新开始,所有的生命都重

新来过。
人们可喜欢春天了,因为这美

丽的春天,给人以新的开始,新的
收获,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随着春天的到来,大地完全被
绿化了,从头到脚、由里到外都焕
然一新,整个春天都被绿色覆盖
着。

这春天,既给人以新的生命,
也给人以新的希望，我爱这美丽
的春天。
（点评：语句通顺，词语生

动形象，写出了春天的美丽，是

一 篇 成 功 的 作 文 。 指 导 老 师

张红伟）

大地回春
三（五）班 杨岚晴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时刻会
想起那句话：“做什么事情都要有
耐心，坚持下去才会成功”。

去年国庆长假，爸爸带我去
河边钓鱼，河边的公园里有散步
的老人，嬉闹的小孩儿，怒放的月
季花，唱歌的小鸟，但我无心欣赏
这眼前的美景，迫不及待地跑到
河边。

到 了 河 边 ，爸 爸 给 我 一 根
鱼竿 ，让我也学习钓鱼。看着
爸爸熟练的动作，我心想：钓鱼
也挺简单的嘛！于是我开心地
接过了鱼竿。谁知半个小时过
去了，我一条鱼也没有钓上来，
而爸爸已经钓了两条鱼。我十
分灰心，想放弃钓鱼。这时，爸
爸对我说：“做什么事都需要有
耐心，坚持下去才会成功，你静

下心来仔细观察水面 ，一定会
钓上来的。”我试着耐心地观察
水 面 ，一 会 儿 水 面 泛 起 了 波
纹。我感觉手里的鱼竿猛地一
沉，我连忙向上提起鱼竿，一条
小鱼上钩了！我兴奋得喊爸爸
妈 妈 过 来 看 ，他 们 夸 奖 我 说 ：

“儿子真棒！”
“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耐心，

坚持下去才会成功。”通过这次学
习钓鱼 ，我明白了那句话的含
义。当我遇到困难想放弃的时
候，就会想起那句话。
（点评：文章语言通俗易懂，

贴近生活实际，叙述自然生动、结

构紧凑，衔接自然连贯，中心突

出，人物的言行符合各自身份特

点。结尾恰到好处地点明中心。

指导老师 金学玺）

坚持
四（二）班 邹梓辰

我们的学校美丽极了。每当
我走进这可爱的学校时，我就感
到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春 天 ，我 们 的 校 园 生 机 勃
勃。桃花开了,露出粉红的笑脸，
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惹得蜜
蜂来采蜜，蝴蝶也赶来凑热闹，小
鸟儿更不用说，也叽叽喳喳地唱
着歌，高兴极了!小草偷偷地从土
钻出来，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大
地仿佛是软绵绵的，同学们在上
面玩耍。

夏天，校园里绿树成荫，舒服
极了。在操场里有棵大榕树，茂
盛的枝叶绿油油的，像是一把绿
色的大伞。别的地方像火炉一样
热，这里却是凉快极了。同学们
都喜欢在大树下看书、玩耍。

秋天，校园充满了梦幻。树
上的叶子变黄了，一阵秋风吹来，
一片片黄叶就像是一只只黄蝴蝶
在风中飞舞。小草原来是嫩绿
的，渐渐变成枯黄了。这时的校
园仿佛进入金色的世界，真漂亮!

冬天，校园就变得安静了。
同学们都回到教室里学习。有的
树叶子落光了，只剩下鹿角似的
树枝，别以为它会寂寞，其实它正
在欣赏自己另一面美，还有北风
不时吹来，飘来雪花为它解闷儿。

学校是我们学习的天地，是
我们成长的乐园，我爱我的学校。
（点评：本文取材真实生活，

选材恰当，很有新意，段落分明，

过渡自然，情趣盎然，可读性强。

指导老师 金学玺）

校园美
四（二）班 孙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