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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

春天来了，小区里各种各样

的花竞相开放。洁白的玉兰花像

一个个玉石的小烛台，金灿灿的

迎春花挂满枝头，像一串串风

铃。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紫

中透红的辛夷花……我最喜欢的

月季花，也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

盛开了。

月季花是家乡南阳的市花，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月季花有树

状、藤状、还有最常见的株状月

季。月季叶子是羽毛状的，绿油

油的，叶子边缘还带着小锯齿，它

的茎非常细，上面有暗红色的小

刺，花朵是球形的，大的如碗口，

小的只比一元硬币大一点。月季

花色彩缤纷，有娇艳欲滴的大红

色、清新淡雅的粉红色、洁白如雪

的白色。更奇妙的是一些月季花

是双色，而且还会随着花期颜色

会不断改变呢。我在爷爷的帮助

下也种过一棵“红双喜”月季，它

的花瓣外边是红色，里边是白色，

一片片花瓣层叠起来，构成了一

朵朵外红内白的双色月季花，漂

亮极了！

月季花又称花中皇后，它象

征着幸福和希望。它的种类有五

千多种。我喜欢它的美丽，月季

花花色多，种类多，既可观赏，也

可以绿化我们家乡的环境。月季

花的花期很长，每年5月份可以开

到11月份；花可以入药，喝了它可

以活血消肿、美容养颜。

家乡的月季花中外驰名，每

年五月份都要举办月季花展。今

年家乡还举办第一届世界洲际月

季大会，全世界的友人都来观赏

家乡的月季，欣赏它独特的美。

（点评：文章语句通顺，层次

清晰，内容具体，语言生动活

泼。文章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

对月季的注视与喜爱。指导老

师 张瑞雪）

月季之乡
四（一）班 王弘毅

寒假，我读了《回忆鲁迅先

生》这篇文章，心里不禁感慨万

千，涌起一层层巨浪……它让我

对“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有了更

深层的理解。

文中鲁迅先生视时间为生命

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怀着羞

愧的心情读完这篇文章。因为和

鲁迅先生对于时间的“小气”相

比，我对时间的支配，那可谓是太

“阔气”了！鲁迅先生白天工作繁

忙，他的休息时间，不是听留声

机，不是出去散步，也不是倒在床

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

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这

样一天一天忙碌下来，已是后半

夜了，本该睡觉了，但鲁迅先生却

又开始了工作。读着读着我的脸

红了，不禁想起了自己。

那天上午，灿烂的阳光射进

屋里，晒在沙发上，暖洋洋的，真

是又暖和又舒服，躺在沙发上的

我简直要被暖化了。早已把要写

作业的事抛到脑后。“不是要写作

业吗？”妈妈柔声提醒道。望着那

书本和文具，我不觉犯难了。一

面是作业在向我招手，而另一面

是温暖的阳光向我微笑。“假期时

间还长着呢！今天先享受一下

吧！”我自言自语道。最终，阳光

还是战胜了作业本。我调换了姿

势，在温暖的阳光下，又舒服地闭

上了眼睛，不觉已到中午了。如

今看到鲁迅先生对时间是那么珍

惜，而我却不懂珍惜时间，任宝贵

的时间白白流逝，是多么不该啊！

鲁迅先生不单单对自己的时

间视如生命，还同样珍惜别人的

时间。他说：“时间就是生命，无

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

异于谋财害命。”这句话显示出鲁

迅先生崇高的境界，鲁迅先生视

时间为生命，我被他这种精神感

染着……

“时间就是生命”，我在心中

默念着，同时我也在告诉自己要

做一个如鲁迅一样“视时间如生

命的人。”

（点评：小作者能有感而发，

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深刻而朴

实地叙述自己从书中受到的教

育。全文思路清晰，层层递进，结

构严谨显示了小作者一定的语言

组织能力。指导老师 李艳春）

时间就是生命
五（三）班 白乔予

开学第一天，魏老师就对我

们说：“每天坚持读书，坚持练

字。一个月后，能坚持下来的同

学，我会发红包奖励。”

刚刚开始我还不太情愿，不

过在发红包的诱惑下，我还是读

了起来。每天写完作业，我就读

书、练字。爸爸每天给我拍照发

到朋友圈儿，老师还给我点赞

呢！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

周一班会上，老师拿了一大沓红

包，说要发给同学们。同学们兴

奋极了，老师开始宣布阅读之星

名单，当听到我的名字时，我心里

乐开了花。拿着红包，老师还给

我们拍照留念，我感觉心都快跳

了出来。老师说红包不能拆开，

必须和爸爸妈妈一起看。放学

后，我一进家门就大叫：“妈，快看，

红包，我的红包。”我和妈妈把红

包打开，里面装着一张纸条。上

面写着：“贵家长：由于孩子坚持读

书，练字一个月，特奖励：一、免去

双休日作业。二、实现孩子一个

愿望。”看完之后，我抱着妈妈又

蹿又蹦，这个红包我太喜欢了。

那个双休日我不仅痛痛快快地玩

了两天，还吃到了我梦寐以求的

必胜客大餐。

从此以后，我读书、练字更有

劲儿了，我要把阅读进行到底，争

取多挣几个大红包。

（点评：题目引人入胜，文章娓

娓道来，写出学习生活的快乐。

笔墨不多，但师生形象跃然纸

上。指导老师 魏厚香）

发红包
三（四）班 徐子蔚

书籍，如好友般伴我成长。

我从三岁起，每晚睡觉前，总

是迫不及待地缠着妈妈给我讲故

事，我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依偎

在妈妈怀里静静地听着。伴着妈

妈娓娓动听的故事，我进入甜蜜

的梦乡。

六岁时我就爱上了书，书中

那一幅幅有趣的图画让我痴迷。

武松打虎的画面教我勇敢，孙悟

空降妖除魔的图片让我看到了人

世间的善恶与真情，刘胡兰从容

就义的图片使我深受感动。

现在，我书柜里的藏书，早已

被我翻遍了。为了获取更多的知

识，爸爸带我到图书馆去看书。

一进图书馆，我就被各种图书吸

引住了。认真挑选几本喜欢的

书，找个地方坐下来，双手捧着

书，津津有味地读，对我来说，那

真是一种享受。

轻轻打开书的扉页，缕缕墨

香在心田上萦绕。书香氤氲中，

我与李白畅谈诗词，同曹操纵论

天下英雄，和黛玉一起品味葬花

词；我为爱斯梅拉达的命运叹息

过，对老葛朗台的自私吝啬愤恨

过，为简爱的最终幸福欢欣过；我

理解辛弃疾“可怜白发生”的无

奈，钦佩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的豪情，品味荆轲“壮士一去

兮不复返”的悲壮……阅读那一

本本不朽的名著，让我明白了悲

欢离合，善恶美丑，令我的生活更

加充实。

我想永远穿梭在浩瀚的书海

中，领略文字传达的神韵。它让

时光不再蹉跎，让时间为我止步，

让我永葆青春。和书一起旅行，

我的人生将更加精彩纷呈！

（点评：文章熟练运用比喻、

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表

现出对书本的喜爱和对知识的渴

求。指导老师 何英）

和书一起旅行
六（三）班 王琦宗

今天是个放风筝的好天气，我

拿着“喜羊羊”风筝和爸爸去白河

边。

白河岸边长满了青青的小草，

花儿竞相开放，好像在比美似的。

柳条刚刚抽出新芽，像小姑娘美丽

的发辫，随着风儿飘动。

抬头望去，天空中飘着各种各

样的风筝，我迫不及待地想让风

筝飞上天空。于是，我拿出风

筝，让爸爸双手举着，我拉着牵

引线，慢慢地迎着风一边跑一边

放线。不一会儿，我的风筝就在半

空中展开了那美丽的翅膀，一会儿

飞得高，一会儿飞得低，好像在和

白云做游戏。

看着空中飞翔的风筝，我多

想和它一起飞上天空，欣赏家乡

的美景。

（点评：小作者观察细致，用优

美的词语描绘了放风筝的经历，写

出来更有真情实感。指导老师

李明昕）

放风筝
一（二）班 杨翼■

“加油！加油！”欢呼声不断

从教室里传出来，那是我们在玩

一个有趣的游戏——”抢饼干”。

上课了，老师从一个袋子里

拿出一大包饼干，神秘地对我们

说：“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并

在黑板上写上了”抢饼干”这三个

大字。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

“我们这么大了还抢饼干，也太小

儿科了吧？”有的说：“我一定要多

抢一些饼干，回家分给妈妈。”我

心想：这个游戏怎么玩？我很期

待。老师讲了游戏规则：两人胳膊

放在桌子上，专心听口令；老师喊

左手，就要用左手，老师喊右手，

就用右手，谁先抢到谁就赢。

老师刚说完游戏规则后，同

学们都把手举得高高的，进入备

战模式。游戏开始了，第一组上

场的同学有小巧玲珑的芳菲，人

高马大的彦宏。他们各自走上讲

台，坐在桌子的两旁，芳菲面带微

笑，显得十分镇定。而彦宏一会

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一

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想：芳菲

一定反应敏捷，我相信她准赢。

只听老师故意拖着长腔，制造紧

张气氛，数到：“1——2——3——

左手”。芳菲像闪电一样，伸出左

手，迅速抢到了饼干。芳菲眉开

眼笑，彦宏丧气地走下台。

第二组被挑到的是我和王姝

涵，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心里

非常紧张。我冷静了一下，开始

猜老师的心思：上次老师说左手，

这次肯定会说右手，所以我就把

右手往前伸了一点。谁知，老师

说左手，我迅速把右手伸向饼干，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伸错了手，准

备收回手。说时迟那时快，王姝

涵已经拿到了饼干，摆出胜利的

姿态，我面红耳赤。

游戏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

结束了，我还沉醉在游戏的情景

中，这虽然是个小小的游戏，不仅

给我带来了快乐，还让我明白了

一个道理：做事只要专心致志，遵

守规则，就一定会成功。

（点评：文章充满生活气息，

以声音开头，做到了言之有序。

心理活动描写，中心突出。指导

老师 李付恩）

游戏大战
四（三）班 张天赐

我遇到过许多惊险的事情，

电梯突然快速下降，去公园玩和

妈妈走散了，但有一次的经历却

让我刻骨铭心。

暑假的一天，爸爸、妈妈和我

一起去游泳。到了游泳馆以后，

我们换好泳装来到了泳池边，刚

准备下水。爸爸说：“儿子，下水

前先热热身，这样游泳时才不会

抽筋。”我满不在乎地说：“你也太

夸张了，怎么可能会抽筋呢？”说

完，我就“扑通”一声跳到泳池里。

我游了一会儿，就对爸爸说：

“爸爸，咱们两个来比赛吧？”“我

来做裁判。”妈妈也兴致勃勃地

说。“预备，开始！”随着妈妈一声

令下，我一蹬池壁，率先冲了出

去。因为我的水性比爸爸好，所

以一路领先。等到快到终点的

时候，我突然感到小腿一阵疼

痛，浑身无力，身体快速下沉。

我感觉头昏眼花，呼吸困难，无

力地拍打着水面。这时，爸爸发

现我不对劲儿，立刻把我拽出水

面，我剧烈地咳嗽起来，不知是

害怕还是难受，眼泪和鼻涕一起

流了下来。爸爸把我拖上了岸，

又是拍又是揉，我才慢慢恢复过

来。爸爸对我说：“你看看，抽筋

了吧？这就是下水前不热身的后

果，下次可要记住！”听了爸爸的

话，我点点头。

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让我

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做好准备，才能避免意外的

发生。

（点评：小作者观察仔细，叙

述时井然有序，语言通俗易懂，贴

近生活实际，读来令人倍感亲

切。指导老师 杜天雁）

游泳惊魂
五（一）班 朱昱帆

放学的钟声响起，大家争先

恐后地走出校门。我吁了一口

气，真冷啊！北风“呼呼”地刮在

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我缩着脖

子，刚要穿过红绿灯口，一件令我

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一个黑瘦子高个儿男

生，正拦着一个“小萝卜头”。只

听他说：“快点，把你的围巾取下

来，借来围一围。”“小萝卜头”害

怕地摇着头，哀求道：“哥哥，这是

我奶奶给我的礼物，她去世了，这

是个纪念品……”他的哀求反而

激怒了“黑瘦子”，只见他叉开双

腿，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动手去解

围巾。“小萝卜头”挣扎着，眼里涌

动着泪水。

我决定冲上去帮他。可转

念一想：我一个黄毛丫头，根本

就不是他的对手，这不是白白送

“死”吗？我又看了一眼小男孩，

他 居 然 向 我 投 来 了 求 助 的 目

光 。 我 一 下 子 陷 入 了 矛 盾

中……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老师

教导我们，要见义勇为，要敢于

向坏人说“不”。我灵机一动：我

三步并作两步，向路口执勤的交

警叔叔求救。警察叔叔听完我

的叙述，火速直奔过来。“黑瘦

子”一看情况不妙，拔腿就跑。

警察叔叔表扬了我，行人也向我

竖起了大拇指，“小萝卜头”对我

连声道谢。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长大了！

（点评：运用“题记”的形式开

头很新颖，文章前后呼应，叙事清

晰，中心明确。心理描写生动形

象。指导老师 杜天雁）

见义智为
五（一）班 黎美贤

春
天
来
了

一
（
五
）
班

姚
姿
伊

小鸟儿在风中舞蹈，

欢快地跟小朋友说：

“春天来了！”

小草从土里偷偷地露出脑袋，

开心地跟大地说：

“春天来了”

小花慢慢地张开双眼，

高兴地跟蜜蜂说：

“春天来了”

柳树爷爷摆动着长长的胡须，

乐呵呵地跟小河说：

“春天来了”

（点评：小作者以稚嫩、活泼的语调

写出了自己在春天的所见、所感、所悟，

语言清新、流畅！指导老师 郑佳）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这是唐代诗人孟郊眼中

的妈妈。“见面怜清瘦，呼儿问

辛苦”，这是清朝诗人蒋士铨

眼中的妈妈。而我眼中的妈

妈是多变的。

“温柔”是女性的标志，可

我的妈妈却恰恰相反，她是个

倔强、执着的妈妈。“今日事，

今日毕”这六个字，可是让我

和老爸吃尽了苦头。记得我

刚上一年级时，每天坚持写

日记，星期日上午，我们全家

出去游玩。回来的路上，我

又累又困，不知不觉就睡着

了。谁知一到家，妈妈就立

刻把我叫醒，让我赶快完成

当天的日记。老爸说我太累，

先让我睡一会儿吧。可还是

动摇不了妈妈的决心，我也只

好起来，把写日记的任务认真

地完成了。

她 还 是 个 热 心 肠 的 妈

妈。妈妈不但性格开朗，而且

乐于助人，因此她的朋友特别

多。在我们小区里，有满头白

发的老年朋友，有和她同龄的

女性朋友，也有和我年龄相仿

的小朋友，无论谁遇到什么事

找妈妈帮忙，妈妈都会乐呵呵

地答应。虽然妈妈有时也会

“小迷糊”，但帮助别人从不敷

衍，她真心待人。

她还是一个满腹诗词的

妈妈。作为一名小学生，我每

天坚持背诵《经典诵读》。每

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向妈妈谈

起，今天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还不忘吟诗背诵学习的古诗

词。“少壮不努力”。妈妈笑着

接道：“老大徒伤悲”。有时我

们也会打乱顺序背诵古诗词，

有时归纳诗意背诵古诗，妈妈

说这样更能加深我对古诗词

的理解和记忆。

妈妈是多变的！但在我

眼中，她却是那样善解人意！

我真的好爱我的妈妈！

（点评：小作者通过自己

的眼睛去观察、去发现，使

一位伟大妈妈的形象跃然纸

上，有自己的真情实感的流

露，是一篇佳作！指导老师

胡云雪）

我爱妈妈
三（三）班 董知昊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想

送妈妈一个特殊的礼物，送什么

呢？左思右想，我想起来一个好

办法：给妈妈洗一次脚吧，让她放

松放松，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晚上，妈妈坐在沙发上休息，

我神秘地说：“妈妈，您把眼睛闭

上，不许偷看，我要送您一个惊

喜。”我悄悄的从卫生间接了一

盆热气腾腾的水，吃力地端到妈

妈跟前，说：“妈妈，您睁开眼睛，

我送您的惊喜就是给您洗脚！”

妈妈笑着说：“平时都是我帮你

洗脚，今天为什么想起来给我洗

脚啊？”我认真地说：“妈妈平时

很辛苦，还要照顾我，我想感谢

您！”妈妈听我的话，脱了袜子，

把脚放进水中，我用手轻轻地摸

一摸妈妈的脚背，又仔细地给妈

妈揉一揉脚丫，就像妈妈平时给

我洗脚一样。我在妈妈的脚心

挠痒痒，妈妈笑了，我也笑了，笑

声传到门外去。

洗脚的水渐渐凉了，我用毛

巾把妈妈的脚擦干，把水倒了。

我为自己做了一回“大人”而高

兴。 妈妈把我抱到床上，开心地

说：“这是我我收到的最好的礼

物。”我想每天都送妈妈这份礼

物，让她和我一样幸福、快乐！

（点评：文章语言通俗易懂，

贴近生活实际，通过丰富的语言

和动作，衬托出人物的思想品

质。指导老师 李艳春）

特殊礼物
五（三）班 王诗焯

春天到了，蝴蝶在花丛中翩

翩起舞，蜜蜂在花丛中采蜜，桃花

笑红了脸，柳树摇着绿色的长辫

子，小草从泥土里再次钻出来了。

我和爸爸来到人民公园里放

风筝。我们来到公园一看，公园

里放风筝的人可真多呀！我拿着

自己的三只“小蜻蜓”开始放了！

我听着爸爸的口令，边跑边拽着

绳子。刚开始，我怎么也飞不起

来，连续好几次都不失败了。我

只好找妈妈来帮忙。我们又试了

好几次，风筝才摇摇晃晃地飞起

来。不一会儿，风筝已经被放得

很高了！我高兴地大叫：“成功

了！”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只见

那美丽的风筝，在蓝天的衬托下

显得更耀眼了。三只小蜻蜓在天

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风筝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

翔，风筝成了人民公园一处美丽

的风景。

（点评：小作者观察仔细，通

过环境描写衬托人物心情，抓住

了景物主要特点，写出来自己的

真情实感。指导老师 许春晓）

我爱春天
一（七）班 魏紫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