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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登台背诵
达活泉小学六年级 王皓林

我从小就不敢登台背诵，写字，因为我生怕出错，导致
老师批评。 所以，记忆中的第一次登台，就显得格外的令人
难忘。

那是我第一次上讲台，那是我刚上五年级。 一天下午
放学之后，老师留的作业是背诵综合学习的《采蜜集》。 放
学回到家，我把那项作业背得滚瓜烂熟。

第二天一早，第一节课就是语文课，快下课的时候，老
师站到了下面，请同学上去背诵。 和平常一样，我习惯地低
下了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老师叫到的是我的名字。 我犹
豫不决地走到了讲台上，感觉自己的心跳的怦怦的，快到
嗓子眼了。

我傻傻地望着台下的同学， 他们都紧紧地盯着我，等
待着我背诵结束，大家就可以下课了。 就在我大脑一片空
白的时候，老师开口了：“王皓林同学请你背诵昨晚的家庭
作业，”老师的口气很温和，我好似听见了她心里对我的鼓
励，也明白老师为什么非叫我上台背诵，而不叫其他比我
胆子大的同学。

时间仿佛凝固了，老师轻轻走到我的身边，同学们看
着我，“坚强点孩子，只是背诵，背一下，”老师的话又像在
我的耳边。 瞬间，仿佛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我暗暗对自己
说：“加油王皓林！ ”

终于，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大胆地背了下来，等我背完
的时候，台下突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的心一下子
从嗓子眼里落了下来， 带着一种温暖感动兴奋的情绪，我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从那时起，每次遇到背诵，我都会积极地举手，因为我
知道，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指导老师 赵颖）

可爱的小蚂蚁
邢台县浆水完小四（2）班 刘延源

我家门前的台阶下住着一窝蚂蚁， 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
去看它们。

有一次我把一只小青虫放到蚂蚁的洞口。 一只小蚂蚁看
见了，爬到了青虫的旁边，一口咬住了小青虫，我心想：你这么
小的身躯能是小青虫的对手吗？果然小青虫的身子由直变弯，
一下子就把小蚂蚁甩到了一边，小蚂蚁又勇敢的扑上去，又被
甩开。我想对小蚂蚁说：“算了吧，你不是小青虫的对手。”小蚂
蚁仿佛听到了我的话，离开小青虫，向它的家去了。

我以为小蚂蚁知难而退，放弃了。 谁知道，它不一会儿又
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一大群蚂蚁，只见它们浩浩荡荡的奔向小
青虫，一起扑向小青虫，有的咬住腿，有的咬住身子，有的爬到
背上，还有的钻到身下，小青虫用力挣扎，身体一会儿弯的像
一张弓，一会儿挺直像一支箭，一会儿向前猛爬几步，一会儿
在地上直打滚，想尽一切办法去甩掉蚂蚁，然而小蚂蚁就像一
个个钉子钉在小青虫的身上。 甩掉了再扑上去。 终于，在小蚂
蚁们的齐心协力下，小青虫不动了。 小蚂蚁们一起唱着歌，连
拉带推，将胜利的果实小青虫抬回了家。

当我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小蚂蚁， 小蚂蚁
这种不畏难、不放弃、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直鼓励我前进。

（辅导教师 翟利敏）
� 马拉松 杨洋（10 岁）

风雨过后见彩虹
英华教育集团六（6）班 李泽玮

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什么
声音？ 哦，原来是舞蹈《雀之梦》的演员在喊节拍，告诉你吧，我
就是其中一员。

“孔雀舞要跳出它的优美，它的高傲，它的妩媚。 所以，一
定要有三道弯———挺胸、收腹、提臀。 ”这是我们的舞蹈指导老
师马正华经常说的一句话。 马老师边说边示范，在看过老师优
美的舞姿之后，我便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跳好这支舞。 可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这天， 我们又开始在舞台上练孔雀舞了， 练了一遍又一
遍，三道弯仍不明显。“抬头，挺胸，提臀，双腿微微弯曲。 ”马老
师的话音又在耳边响起，并帮我们摆好姿势，可不一会儿，我
们就又被打回了“原形” 。

“怎么回事？ 你们的毅力在哪里？ 不想上台了吗？ ”马老师
一脸严肃，又让我们摆好姿势，“好，就这样坚持住！ 坚持一分
钟！ ”妈呀，我的全身由于高度紧张，现在酸痛酸痛的，真想撂
蹶子不干了。可是，上台表演一直是我的梦想呀，岂能放弃？我
咬咬牙，深呼吸，练！

经过一番苦练，我的“三道弯”终于有了成效，可是表情又
成了问题。“要喜庆一些，笑，笑，笑，为什么你们要摆着一张苦
瓜脸呢？ ”马老师又开始训话了。

是呀，我们怎么光让老师着急呢？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
股狠劲。 舞蹈教室———我练； 课间时间———我练； 晚上回宿
舍———我练，就连晚上做梦都还在练孔雀舞呢。

风雨过后，终见彩虹！ 经过不懈努力，我从一只大青虫摇
身变成了婀娜优雅的蝴蝶，而且，我们的舞蹈《雀之梦》被邢台
电视台选中，要上春晚了。 这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啊。 （指导教师 梁丽萍）

再向前跨一步
金华初一 高若宁

通往成功的路程总是艰难的，大多数人都会刚刚走到
半路就会被困难和疲惫打倒。 勇敢地坚持下去的人，才是
赢家。

有一次数学小测，那张卷子难得出奇，大多数同学都
和我一样，披荆斩棘，艰难地做了前面的题，只剩下最后的
一道题了。

这道题让我一筹莫展， 我旁边的同学也都皱起了眉
头。 这道题似乎不在我们学过的范围之内，可没学过也不
可能考啊！ 问题在哪呢？ 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起来。 我一
边思考一边在草稿纸上计算。 整整用了半张草稿纸，我也
没有算出来。

有的同学干脆放弃了这道题，直接交了卷子。 我的心
里也萌发了放弃的念头，但马上又被我抑制住了———这是
一道 10 分的题啊！ 我可不甘心就这样随随便便丢分。 于
是，我抱着一种类似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心态，接着计
算这道题。

我在草稿纸上一遍一遍算着，但每次思路都陷入了死
胡同。 正在我因做不出来而急得直想跺脚的时候，又有一
些同学放弃了这道题，无奈地交了卷子。“不行，我绝不能
放弃！ 10分啊！ 哪能这么就丢掉了！ ”

我又陷入了“思考风暴”，渐渐地我想出了一些新的思
路，可是和之前一样，我进了死胡同。 一遍又一遍，不甘心啊！

交卷子的同学越来越多，教室里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
个人，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仍然奋战在解题的第一线。 这样
算不行，那样算不对，我也越来越急，“淡定，淡定！ ”我不停
地安慰自己。

突然，灵光一闪，我竟然找到了新的思路，经过计算果
然得出了答案。 我高兴极了！ 欢天喜地地交了卷子。

成绩发了下来，我和坚持到最后的几个同学都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而放弃的那些同学则“痛哭流涕”了。

成功的路，总是不平坦的，再向前跨一步，也许会看到
不一样的精彩世界。

悠悠球比赛
郭守敬小学五（6） 周圣

嗡嗡嗡……天外银龙！ 嗡嗡嗡……直升机！ 嗡嗡嗡
……..五角星！ 知道我们在玩什么吗？ 哈哈哈，这是我和几
个伙伴在公园比赛悠悠球呢！

第一场我们比的是看谁睡眠时间长。 裁判一声哨响，
我们几个人同时发下了自己的悠悠球。我的玄铁磐龙 S发
下后，稳稳地飞快地旋转着，这一场我有了获胜的信心。我
偷偷斜了一眼旁边的伙伴，这一看不要紧，玄铁磐龙 S 突
然偏了，我立马调整角度，虽然调过来了，但是速度却慢了
下来。 逐渐的，有对手的球“死”了，我努力不让球停下来，
最后只得了第二名。 刚才不往旁边看就好了，我暗暗地责
怪自己。

第二场我们比的是环绕世界看谁坚持的时间长。我用
力把玄铁磐龙 S抛向空中，让球在手臂外不停地旋转。 做
出环绕世界的花样。 我正做的风生水起的时候，发现对手
早就不行了。 这一场我轻轻松松赢得了第一名。

第三场我们比的是摩托车，看谁先到达终点。 开始之
后，对手们急忙做出摩托车的花样向终点走去。 我不紧不
慢地跟在后面。 前面有两个人的球已经停了，按照规矩得
重新再来，我光顾着看他们了，忘了自己的球，球晃晃悠
悠，晃晃悠悠地歪了。 唉，我又犯了刚才的错误，这一场我
勉强得了第三名。

最终，我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第三名。我喜欢悠悠球，
更喜欢和伙伴们一起比球技。 （指导老师 王菲）

我的小狗
英华教育集团完小四（3）班 王聪瑞

我家有一条狗，它全身白色，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摸上
去毛茸茸，软绵绵的。 一双大眼睛像两颗黑宝石镶嵌在脸上。
吃食物的时候，一条大尾巴一摇一摆的，像小鱼在水里游泳。
生气的时候，它的尾巴又会卷起来，像个大句号。 它的尾巴还
有一个更大的用处呢，那就是扫地。 有一次我去洗碗，回到餐
厅，我看到它的尾巴偎着地，一会儿扫一下，一会儿扫一下，好
像我用笤帚扫地上的垃圾一样，真可爱！

它若是高兴，比谁都温柔可亲。 它一见我坐在沙发上，就
轻轻地跑过来，先冲我“汪———汪———”叫两声，然后就跳到我
的腿上，蜷缩着身子，有时还用舌头舔我的手，弄得我痒痒的。
我走路的时候，它会不停地在两脚间钻来钻去，有时还咬咬我
的裤脚，弄得我生怕踩到它，不敢迈步。 它若是不高兴，谁拿它
都没有办法。 即使你用平时最喜欢吃的骨头喂它， 它非但不
吃，还把肉叼到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回来冲着我直叫，好像我
做错了似的。

它有时候很胆小。 一根鸡毛从天空掉下来，一只苍蝇从眼
前飞过，都可能吓得它跳起来后退一下，那样子就像看到了大
怪兽。 有时，它又是那么勇猛，即便碰到比它更大的狗，它也会
毫不示弱地上去斗一斗。

我喜欢我的小狗。 （指导老师 郭朋燕）

聪明的公鸡
桥东实验小学三（1）班 许孜沛

公鸡和黑狗是好朋友，它们都很想去郊外走一走看一
看，于是约定日子，收拾好东西，就一起去郊游了。

它们一边走，一边玩，不知不觉天就黑了。 公鸡对黑狗
说：“黑狗大哥，我们赶紧找个地方过夜吧！ 要不然，遇上比
你厉害的野兽就麻烦了！ ”黑狗说：“公鸡弟弟，这事我自有
安排。 ”说完，就把公鸡带到一棵大树下，说，“公鸡弟弟，你
在上面树枝上睡，安全一些。 我在下面树洞里睡，可以保护
你。 ”说完，它们都各自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饿了一个星期的狐狸闻到了公鸡
的气味，左找右找，找到了树下，发现了树枝上的公鸡。 心
里想：“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 ”就说：“公鸡弟弟，听说你唱
歌很好听，下来唱一首歌吧！ ”公鸡说：“可以，可以！ 不过，
要让我的黑狗大哥也听听， 它也非常喜欢我唱歌哦！ ”说
完，公鸡就唱了起来，“七点啦，快起床！ 哦哦哦，……”

黑狗听到公鸡的歌声，就从树洞里走了出来。 狐狸看
见了，马上往自己家里逃。黑狗在后面一直紧追不舍。狐狸
本来就跑得不快，加上心里害怕，跑得更慢了，因此被黑狗
抓住，被痛打了一顿。

狐狸不但没有吃到公鸡， 还被黑狗打得落花流水，鼻
青脸肿。 而公鸡和黑狗收拾了收拾，又开始了它们漫长的
旅行。

有趣的游乐园
幸福源小学二（5）班 刘家恺

星期六，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坐火车去北京石景山游乐
园。 那里人山人海，许多小朋友都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玩。

游乐园里有过山车、摩天轮、激流勇进、奇妙屋、7d 电
影等好玩的设施，我最喜欢的是海盗船，它左右摇摆时，我
紧紧抓住栏杆，防止摔倒，海盗船越荡越高，越荡越刺激，
我紧紧闭上眼睛，趴在爸爸的腿上，身边的人们也发出一
阵阵的尖叫声。 这么刺激的海盗船真好玩。

（指导老师 郝占梅）

啄木鸟 柴佳悦（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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