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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

本版特约编辑
蒋爽，南阳市姜营小学的

一名老师，长期担任中高年级

语文教学工作，年级教研组

长。在作文教学中，采用“情景

体验”“想象作文”“采访练笔”

等多种方法，进行指导教学。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大胆创新，

因 材 施 教 ，被 评 为“优 秀 教

师”，并多次参加市、区级优质

课大赛获得殊荣。

南阳风景美如画，月季花开

甲天下。这几天，南阳的大街小

巷，到处都是月季洲际大会的宣

传语，我也被深深地陶醉了，我

为南阳而自豪。

五一假期，我和妈妈迫不及

待地来到月季大观园，一睹向往

已久的月季花风采。一踏入大

观园，我就被门口的月季造型吸

引了，月季造型的大门热情地张

开双臂，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路的两旁，各色月季花五彩

缤纷，争奇斗艳，让我目不暇

接。走近一看，月季花的花蕊像

一个个小小的橄榄，它的花瓣非

常特别，大多数花的花瓣是向上

的，而它的花瓣却向下卷曲着。

月季花的主茎上还长着坚硬的

剌，就像一只小剌猬蜷曲在那

儿。花的香味更是清香怡人，沁

人心脾。

妈妈告诉我，月季花象征着

美丽、高贵、优雅，它是一种世界

名贵的花种，被称为“花中皇

后”。月季花花期长，生命力强，

它这种顽强的精神，值得我们去

学习。

我爱月季花，我爱南阳！

（点评：小作者用生动的语

言描绘出月季花的特点，展示魅

力家乡的风采。指导老师 汤

书娟）

花中皇后
二（一）班 肖岚忆

妈妈，在您心中，我仍是儿时

那个傻气而又天真的小女孩。其

实，您知道吗，我已经长大了，我

懂得您对我付出的爱。

一个初夏的早晨，万里无云。

我津津有味地吃完您精心为我准

备的丰盛早餐，背上书包准备去学

校，可是，刹那间天空乌云密布，不

一会就哗啦啦地下起了倾盆大

雨。妈妈，您对我说：“孩子，下雨

了，路滑不好走，我送你去上学

吧！”尽管我再三推辞，您还是坚持

要送我去上学。妈妈，您递给我一

件雨衣。我疑惑地问：“妈妈，你怎

么没有穿雨衣啊？”您说：“快走，不

然就要迟到了！”

路上，雨越下越大，我不由得

紧紧地抱住了您的腰，这时，要上

坡了，我看见您瘦弱的身躯显得

更加疲惫，额头冒出了许多细密

的水，一滴滴顺着脸颊流下来，那

水，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雨水……

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仿

佛凝固在了那个瞬间。原本只要

十分钟的路程，我却感觉过了一

个世纪。到学校后，您替我拿下

书包，帮我背在肩上，对我说：“快

进去吧”。然后目送着我进教室。

妈妈，我长大了，我懂得您对

我的爱！

（点评：本文出彩之处是小作

者的心理描写，通过语言，衬托出

母亲对孩子浓浓的、贴心的关

爱！指导老师 尹伟娜）

这爱我懂
五（二）班 赵玉满

妈妈的手，是我生命中的一缕阳光，给

我无限的光明和温暖。妈妈的手，是呵护

我的一把伞，帮我遮住人生中的风和雨，让

我在爱的呵护下快乐地成长。

每当看到妈妈的手，我就会想起小时

候的往事。4岁的我，非常喜欢玩硬币。

一天晚上，我拿着一枚金黄的硬币玩，硬

币在灯光下闪着诱人的光，让我想起金黄

的水果糖。 我就想尝尝这个硬币是不是

像水果糖一样甜呢？于是，我把硬币放到

嘴里，谁知硬币“咕噜”一声，就跑到我的肚

子里。 我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妈妈正在

淘米，听到我的哭声，立刻从厨房里冲出

来，顾不得擦干手上的水，焦急地摸着我

的头，“孩子，你怎么了？”虽然妈妈的手凉

凉的，但是在她挨到我皮肤的瞬间，我心里

暖暖的。我害怕地说：“我不小心把钱吞到

肚子里了。”妈妈顿时吓得脸色苍白，她用

微微颤抖的手掰开我的嘴，一看我的嘴里

已经没有了硬币。她急忙让我头朝下趴在

她腿上，使劲拍我的后背，想把硬币拍出

来。 妈妈拍了很久，时而快时而慢，手在

不停地颤抖，嘴里不停地说“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我吓得哇哇哭。妈妈用她那

温暖的手，擦干了我的眼泪，轻声安慰我：

“乖，咱不怕”。

很快，妈妈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我紧紧

地搂在怀里，对爸爸说：“走，去医院”。我

非常害怕，缩成一团，躺在妈妈怀里。妈妈

的手像温暖的小锤，轻轻敲着我的后背，不

停地抚摸着我，平息着我心里的不安和恐

惧。这是一双多么神奇的手，在妈妈的爱

抚下，我心中的恐惧一点一点消失了，静静

地躺在妈妈怀里。到了医院，妈妈抱着我

冲向了急诊室，医生告诉妈妈：“硬币小，可

以和大便一起排出来。”妈妈听了，用她温

暖的手抚摸着我说：“别怕，没事了！”

这就是妈妈的手，它也许平凡，也许不

再光滑细腻，不管将来它变得如何苍老和

僵硬，如何不灵活，但在我眼中永远是最美

的。我爱你，妈妈。

（点评：文章描绘出对自己的孩子无

私奉献的母亲形象，思路清晰，情感真挚而

又感人至深。指导老师 郑金科）

手
四（二）班 石睿哲

盼望已久的五一假期终于来到了，心

里别提有多高兴。因为我要和爷爷奶奶去

青岛旅游。我之前在电视上见过介绍青岛

的一些画面，心想这次可算是能见到大海

了，心情无比激动。

到了目的地，我们迫不及待直奔海边，

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海水是蓝

蓝的，我第一次见到大海，心里既激动又紧

张。海风袭来，大海上掀起了层层浪花，我

赶快脱掉鞋子跑向海边。刚一下水，水凉

凉的还真有点害怕，玩了一会儿就适应了，

我们还在海边捡贝壳，照了好多照片。

时间过得好快呀，在那里玩了两天我

们就依依不舍地回家了。这次青岛游给我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机会我还会去青岛

玩儿的。

（点评：文章层次清晰，心理描写到

位，富有儿童情趣。指导老师 勇文）

青岛游
一（二）班 刘伊苒

高尔基说过：“只有人的劳动

才是神圣的”。而我觉得：“人只

有劳动过，才算是真正的成长。”

我第一次劳动是在六岁时，

那天正好是妈妈生日，我左思右

想，不知道该送妈妈什么礼物

好。这时我的眼睛扫过有点脏的

地面，一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闪

现出来。

妈妈前脚刚出门，我就开始

了一场战斗，与垃圾的战斗。我

拿紧手中的武器——扫把，风风

火火地扫地。我左扫右扫，可是

刚聚在一起的灰尘，又漫天飞舞

起来。终于在我龙卷风般地疯狂

攻击下，灰尘终于屈服了。

地扫完之后，我又开始了另

一项“浩大工程”——拖地。有

了上一次扫地的经验，我就轻

松了许多。我拿起拖把，左手

在前按住拖把杆，右手在后，像

转 方 向 盘 一 样 灵 活 地 操 控 方

向；左腿在前，膝盖弯曲，右腿

伸直蹬着地；后背前倾，像一座

弯弯的小桥！我低下头，眼睛

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下的污迹，

仔仔细细地拖地！历尽千辛万

苦，终于把地拖得干干净净，

唉，真是累死我了！不过看着

像镜子一样的地板，我心中充

满了成就感。

我刚刚放下拖把，妈妈就回

来了，看着这么干净的房间，她惊

呆了。我跑到妈妈跟前对妈妈

说：“妈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

物。”妈妈什么也没有说，但她的

眼神中透着欣慰，似乎说：“孩子，

你长大了，懂事了”。我的心中乐

开了花。

这是我第一次劳动，我也从

中明白了劳动的意义。劳动是艰

辛的，又是令人自豪、高兴的。

（点评：作者能把自己劳动的

过程详细地写下来，而且融入了

真实的内心感受！指导老师 李

淑娜）

神秘礼物
五（一）班 张奕铭

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就是

我的数学老师王老师，也是我的

班主任。她漂亮大方，性格开

朗。在生活方面简单朴素，在工

作上更是呕心沥血，辛勤劳碌。

有一次，她生病了，嗓子嘶

哑，每说一句话都好像在忍受着

巨大的痛苦。但她并没有因此请

假耽误一节课，还是微笑着面对

我们，认真负责地上好每一节课，

她那嘶哑的嗓音依旧那样激情满

满。这让我对她产生了崇敬之

情。她为了给我们上课，忍受着

痛苦，难道这不是无私奉献的精

神吗？

王老师不但教会我们知识，

还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她说，

世界上没有“笨同学”，只有“懒同

学”，只要你努力奋斗，就一定会

成功。当我遇到困难时，王老师

告诉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每

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只有克服困难，才能不断成长。

王老师就如我心中的一道彩

虹。感谢她用自己的生命之光，

照亮我人生的旅途。

（点评：小作者用朴实的

语言，平凡的事例刻画出一

位普通老师的优秀品

质，用真情实感写出了

对老师的赞美和

敬佩之情。指

导 老 师

蒋爽）

最爱班主任
六（一）班 叶倩如

每当我想起那次生日，总会热泪盈眶，感动万

分，至今仍旧难以忘怀。

九岁生日那天，正好是星期五，放学的铃声响了

起来，我走出校门，像离弦的箭一样向家里冲去。今

天可是我的生日呀，不知道爸爸妈妈为我准备了一

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一进家门，我便像只小猫似的

左顾右盼。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蛋糕没看到，礼物

也没看到，只是平常的样子罢了，只看见爸爸低着头

看手机，而妈妈平静地坐在沙发上看自己喜爱的电

视剧。

“大宝回来了啊，吃饭吧！”妈妈看到我连忙招呼

我吃饭。饭菜更是令我大吃一惊，哪有我最爱吃的

红烧肉和红烧里脊，连点肉都没看见，只有青菜，西

红柿炒鸡蛋。我的心顿时像泡进冰水里似的凉了半

截，过了许久，我终于忍不住了：“妈妈，你忘记了今

天是我九岁生日呀！”说完我气冲冲地扔下碗筷，冲

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嚎啕大哭。

更令我伤心的是，过了好一阵儿也不见爸爸妈

妈过来安慰我。突然，妈妈走了进来，安慰说：“宝

贝，别哭了，听我说……”可还没等妈妈把话说完，我

就说：“你们根本没有把我的生日放在心上，我不想

再见到你们了！”妈妈听了之后，脸色顿时暗淡了，我

的心也好像被针扎了似的痛。妈妈说：“好吧，那我

真的走了，可惜这么好看的书，没有主人喽！”妈妈像

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支钢笔。这是我曾经在校门口看

了又看，梦寐以求的钢笔。妈妈又掏出了两本书，

《狼王梦》和《素描教程》。这些都是我以前对妈妈提

到过的东西，如今我都忘了，而妈妈却记得。我心里

难受极了，一下子抱住了妈妈，哭了起来。

这个生日礼物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特殊的

生日礼物。妈妈送我那支钢笔，希望我要好好学

习，认真书写自己的人生。而那两本书则蕴含着

更深的含义，让我好读书，多读书，长大后成为一

个有志向，有理想的人。

（点评：小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抓住心理描写、

语言描写，写出了自己充满希望-伤心失望-惊喜感

动的心理路程，通过“特殊的生日礼物”也体会出父

母对孩子的爱与期望。指导老师 李明丽）

生日礼物
六（一）班 李宗毅

我喜欢春天。

春天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季

节。小草更有趣了，泥土里一棵

棵小草探出小脑袋，吸收着春天

的露珠，在春风中茁壮成长着。

春天的燕子和柳树是一对好朋

友，每到春天，小燕子就会用自

己剪刀似的尾巴，帮柳树整理头

发。柳树姐姐在小燕子的帮助

下，长出一条条柔顺的头发，在

微风中左右摇摆，就像舞者跳出

曼妙的舞蹈。

春天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季

节。每到春天，盛开着红得如火

的木棉花；五颜六色的月季花竞

相开放；粉嘟嘟的桃花，它们散

发出淡淡香味能吸引无数美丽

的蝴蝶。

春

天是一个

充满活力的

季节。小朋友

们约好来到河塘

边，一起钓鱼，一

起追虾。突然，一群

小鸭子也来河边捉鱼

吃，当小鸭子上岸时，走

起路来摇来摇去，好像吃

撑着似的。

春天给我们带来了快

乐，我爱春天！

（点 评 ：本 文 思 路 清

晰 ，从“ 生 机 勃 勃、五 彩 缤

纷、充满活力”三个方面，描

写 出 春 天 的 特 点 。 指 导 老

师 李明）

春天来了
三（一）班 高依然

大

自然里有

很多种声音，

我最喜欢雨声。

早上，小雨淅

淅沥沥地下着，敲打

在玻璃上，发出“叮当

叮当”的响声，好像在演

奏一支小舞曲，我可以闻

到雨滴落到地面上泥土的气

息。我在雨中漫步，也不用打

伞，感觉心情特别地舒畅。

不一会儿，雨下得有点急

了，雨滴砸到窗户上“叮叮当当”

地响，好像无数珍珠砸到玉盘上。

小草张开了嘴“咕嘟咕嘟”地喝着

水，仿佛渴极了。大街上的人们打

着五颜六色的伞，好像一朵朵盛开

的鲜花。我一边在雨中快步行走，

一边听着这雨声，真是心旷神怡。

雨越下越大，起风了，风声加上

“哗啦哗啦”的雨声，把人们关在了

家里。大雨中，小草低下了头，小树

也被压弯了腰，大雨也把玻璃刷得

干干净净。

雨终于停了，世界一下子安静

了很多。大自然真是一位神奇的魔

法师，空气清新了，小草更绿了，一

切都变得生机勃勃。

我喜欢雨声，这声音冲去我心

中的忧愁，让今后的我更加阳光，更

加坚强。

（点评：小作者用优美的语言描

述了“雨”由小到大的过程，为我们

呈现了一幅美丽的视觉盛宴。指导

老师 王娜）

雨
四（二）班 党经尧

随着春风的脚步，美丽的春天

来了。春天在哪里呢？让我去找

一找吧！

我来到花园。花园里，一片

姹紫嫣红。放眼望去，不远处

开满了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

花。红的、黄的、紫的、白

的……各色的鲜花竞相开

放。桃花、杏花、迎春

花……一朵一朵，都在

争奇斗艳哩。也许这

就是春天吧？

我 来 到 菜

地。菜地里，一

棵棵鲜嫩的绿

色映入眼帘，

你瞧！蔬菜

们正争先恐后地发芽、长大。远处

的田野里，绿油油的小麦伸直了腰，

金灿灿的油菜花也快要绽开笑脸。

这就是春天吧？

我来到小河边，柳树轻轻地垂

下万条丝绦。小鱼似乎也在欢迎春

天，他们正在快乐地游啊游。难道

这就是春天？

春天到底在哪儿？春天在每个

角落里！

（点评：小作者像一个可爱的

精灵，快活地飞舞在大自然里，去

捕捉春天的足迹。本文首尾呼

应，排比句式让文章层次清晰。

好词佳句的运用更是把春天里景

物的灵动可爱描写得淋漓尽致。

指导老师 杨丽敏）

乐趣
六（一）班 曹朕禹

寻找春天
二（四）班 何雨亭

奶奶很辛苦
二（三）班 李佳琦

昨晚放学，我看见奶奶

在捡垃圾，她满头大汗也不

肯休息，我的鼻子一酸。这时

候，奶奶缓缓地抬起头，看见

我，脸上绽放出慈祥的笑容

说：“放学了，琦琦，来，你把书

包拿过来，奶奶帮你拿”。我疾

步走了过去，想为奶奶擦汗，

为奶奶捶捶弯久的腰，可是奶

奶却率先把我手里的书包拿

走了，我知道奶奶关爱我、心

疼我，我拿起身边的桶说：

“我来给奶奶拿桶吧”。奶

奶眼里满是对我的赞

许，我们奶孙俩拿着

东西，来到了我们

的车上。

我和奶奶一块儿捡垃

圾时，我看见许多坏气球，我

把它们全都捡起来，放到奶

奶的桶里，还捡起了大孩子们

吃的零食包装，每个地方的纸

都捡得很干净。在我和奶奶

的齐心劳动之下，整个路面干

干净净，我们俩开开心心地回

家了。

也许到了明天，地上可能

还有很多垃圾，不过我相信，

我们劳动了，才能有收获。

（点评：通过细致入微

地观察和生动地描写，写

出了浓浓的亲情，体会

了劳动的喜悦。指

导老师 黄爽）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乐趣，读书、

画画、游泳、养花……我的乐趣是骑

自行车。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写完

作业，好朋友们就叫我下楼玩耍，他

们都骑着自行车，五颜六色的车子，

漂亮极了，再看他们骑自行车的样

子，简直帅呆了！我心里不禁升起

一股羡慕之情。

这时小明对我说：“把你的自行

车推出来，我们来比赛吧！”我失落

地说：“我没有自行车，我也不会

骑！”小刚接着说：“你也买一辆，以

后我们能一起骑了！”我满口答应。

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买一辆自

行车，还要骑得像他们那样好！

回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对爸

爸说：“爸爸！我想买辆自行车，人家

小明和小刚都有，并且都骑得很

棒！”爸爸同意周六去买，我开心得

不得了！

等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周六，

爸爸带我来到商场，自行车的样式

太多了，看得我眼花缭乱，最后我选

了一辆山地自行车，超帅！

回到小区，爸爸先教我学骑自

行车，小明和小刚也过来了，大家都

教我学骑自行车。小明说：“骑自行

车要先掌握平衡，两手扶着车把，目

视前方，不要骑得太快，还要注

意……”我第一次骑的时候，因为太

过兴奋，上来就狠狠摔了一跤，狼狈

极了。小刚连忙把我扶起来，说：

“别着急！慢慢

来！我刚开始还

不如你呢，都是慢慢学

的！”我不好意思地点

了点头，又一次骑了上去，

这次比上一次好多了。爸爸

语重心长地说：“儿子，加油！你

比刚才骑得好多了，再练练，没

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我的儿子是最棒

的！”听了爸爸的话，我心中暗想：

我还要更加努力！接着我又试了

几次，慢慢地我会骑自行车了！

之后，小伙伴们骑车的队伍里，

都有了我的身影，我和他们一样，会

骑自行车了！和他们一样，做着高

难度的动作，而且不会摔倒！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当我们

面对困难时，不能被困难的表面吓

到，要敢于尝试，敢于挑战！坚持

不懈地去努力，才会成功！因为只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经历了风雨

才能见彩虹！

这，就是我骑自行车的乐

趣！

（点评：小作者开篇以乐

趣入手，详细生动描写了

学骑车的过程和骑车的乐

趣，并领悟到人生的哲

理 。 文 字 富 有 感 染

力，语言有亲和力，

让人印象深刻。指

导老师 冉升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