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的味道
金华小学五（3）班 张晓迪

人， 在她的生活中总会有一段最幸福的时刻。 当
然，从中我也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

记得我最幸福的时刻出现在去年 9 月份的一
天。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爸爸
提议说：“咱们要不要去公园散散步，锻炼一下身
体？ ”妈妈说：“等我收拾好了再去，反正她也写完
作业了！ ”就这样，我和爸爸先换好衣服，等着妈妈，终
于，妈妈也收拾好了，我们一起出发了。

到了达活泉公园，我们先上了桥，左右两边是密密
麻麻的、绿油油的荷叶，下了桥，左右两边是一排茂密
的柳树，再一直往前走，到了人工湖，我看到了波光粼
粼的水面，在水中嬉戏的小鱼儿，美丽极了，我们坐在
路边的长椅上，依偎在一起，手牵着手。 顿时我感受到
了幸福的味道，是那么甜，那么美。太阳快落山了，我们
手牵着手一起走在这充满幸福的路上。

就在那一时刻，我感受到了幸福是多么美好，虽
然只在那短暂的一瞬间， 但这种幸福的味道是说
不出来的，只要你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感受，才会
尝到这幸福的味道！

� 富贵迎春 杨羽彤（11 岁）

画鼻子
二十五中附小四年级 马骉

早晨，妈妈把我从暖和的被窝里挖出来，我不情愿
地起了床，吃了饭，跟着妈妈去上作文班。路上，天有点
灰蒙蒙的，半路上还下起了蒙蒙细雨。

到了作文班，推开大门，几片梧桐叶子静静地躺在
地上，好像在享受大地母亲温暖的怀抱一般。 大树上，
昨夜刮了一夜的风后，只剩几片稀稀落落的叶子，在寒
风中瑟瑟地抖着。 我上楼，进了教室，开始上课。

老师说我们玩一个游戏，叫画鼻子。我一下子兴奋
起来！ 老师第一个叫了我，我的心里砰砰砰地，七上八
下，忐忑不安。 我慢慢地站在讲台上，按着老师的要求
画了一个圆脸。 接着老师用围巾蒙住了我的眼睛，瞬
间，我陷入了漆黑的世界，心里害怕极了，好像有魔鬼
在我周围正张牙舞爪的一样。

老师把我转了 10 圈，我已经彻底转晕了，东西
南北全没概念。 周围一片喊声，一大群人围着我，
这个说：“向前，” 那个说：“向后，”“向左，”“向
右”……大家七嘴八舌，我已经迷糊的不能再迷糊
了。 还好，我很快沉静下来，仔细回想教室里的东
西的方位，慢慢找着黑板的方向。

终于找到黑板了， 谁知同学们又围了上来，这
个说“偏了！ ”那个说：“正好！ ”我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主
意，落下了手中的粉笔。 最后一笔画完的时候，老师摘
下了我的围巾，我定睛一看，哈哈，我真的画在圆内啦！
太幸福了！

我画完了， 轮到其他同学了， 大家真是各种的意
外，各种的状况，教室里欢笑声都快把房顶掀翻了。 最
好玩的是张添越， 他竟然找错了方向， 先是摸到了东
墙，接着又摸到了西墙，然后又回到东墙，最后在西墙
上画了一个大笑脸，哈哈，真是太有趣了！

画鼻子游戏在我们的欢笑声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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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洗衣机
冶金小学三（1）班 任家辉

我家有一台海尔牌全自动洗衣机，它是我们
全家的好帮手。

这台洗衣机是爸爸、 妈妈结婚时姥姥给买
的，这可把奶奶高兴坏了，因为它可节省奶奶好
多时间。 洗衣机身子接近长方形，穿着一身白色
外衣，正上方有一扇折叠门，就像是一张大嘴巴，
在嘴巴的前面有好几个按钮，身后还有一根小辫
子和一条黑尾巴，它们便是电源线和排水管。

每次奶奶抱着一堆脏衣服来到它跟前，它就
会张开大嘴巴把衣服吞进肚里，这时，奶奶按几
下按钮，它就会"隆隆隆"地响起来。 一会听见"滴
滴滴"的声音，这时衣服就洗好了，奶奶把衣服从
它肚里拿出来，一件一件的脏衣服，就变成了一
件件干净的衣服。

它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为我们全家服务，成
了我们家的好帮手。

（指导教师：秋韵）

冬日的英华园
英华小学四（4）班 张学泽

冬天，走进了我们英华园，每一个角落都是
美的。

假山下面的小池塘结冰了， 可是鱼儿还在
下面摆着尾巴快乐地游着，有时，鱼儿也游到薄
冰下，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你再看看同学们，一
个个都穿上了绿色的棉坎肩，多精神呀！这棉坎
肩是学校专门为同学们设计量身定做的， 学校
考虑到同学们上课写字，如果穿着厚厚的棉袄，
胳膊打弯儿不方便，写不好字，所以给大家定做
了这一款绿色的棉坎肩，上课写作业又方便，下
课出去玩又护心儿， 学校领导为我们考虑得可
真周到呀！

过了圣诞节又是元旦， 冬日里的节日真不
少！ 此时的英华园里的求知亭也被打扮得靓丽
起来。园里的小树上，花藤上，葡萄架上，彩灯闪
闪；抬头再望，夜空中的星儿也在闪烁，灯儿闪
闪，星儿闪闪，给这冬日里的校园增添了不少节
日的气氛。每到晚上，我们排队进餐厅路过求知
园时，心总会跟着彩灯一起闪动，英华园是我的
家，我的梦想在这里启航。

(指导老师 张英宇)

快考试了
郭守敬小学六（五）班 刘荣硕

期末考试马上就到了， 在学校我们天天围
着试卷转。 语文课做试卷，数学课做试卷，英语
课还是做试卷。 看见试卷我就想吐，好不容
易熬到放学，我逃命似地跑回了家。

刚想看会儿电视放松一下， 妈妈把一
大袋子练习题放到我面前说：“儿子， 快考
试了，多做点题吧。 俗话说得好，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 ”妈妈的话音刚落，我听到了自
己心脏碎裂的声音。 苍天啊！ 大地啊！ 哪位
神仙姐姐来救救我啊！ 我已经变成做题的
机器了。

都是考试惹的祸 ，我垂头丧气地提着
袋子回了屋，打开一看，什么《全练》、《期末
一百分》、《举一反三》……我脑袋都要爆炸
了。

终于把妈妈留的习题也做完了， 这下
我可以看电视了吧。 可是， 我按了 Ｎ 次开
关，电视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奇怪？ 难道
电视坏了？ 我去问妈妈，妈妈竟然不紧不慢
地说：“是我把电源拔了，在你考试之前，电
脑、电视、手机一侓不准碰，你要抓紧一切
时间复习，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过年回老家
妈妈脸上也有光啊！ ”

我简直无语了，不让看电视，回房间看会儿
书吧。没想到，书架上的书也被妈妈藏了起来，映
入眼帘的全是复习题。

唉———考试，考试，到底为什么考试？ 老师
为了排名次，家长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们又为了
什么呢？

盼春
达活泉小学四（4）班 陈科迪

每年一到冬天， 我都非常想让春天马上就来
到。

可是别人说：“别着急啊，你看这冬至都到了，
春天很快就会来了。 ” 我多么希望能有不同的答
案，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问同学们，可是每一个
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一直等。到了冬天的最后一天，我晚上睡觉
做梦的时候，梦到了春天的样子。

花儿姐姐露出了笑脸，小溪妹妹唱起了歌，大
树哥哥在山上枝繁叶茂，把山爷爷都染绿了。柳树
姐姐把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的， 连住在南方的小鸟
都被吸引过来了。小鸟在柳树姐姐的怀抱里唱歌，
歌声很动听，唤醒了我们。 我看了看窗外，鸟语花
香的，很美丽！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一看，春天的样子，跟我
做梦时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还记得老师跟我们说过， 只要把消寒图画
完，春天就来了。我赶紧打开消寒图，一看，消寒图
已经画完了。 我笑着对姐姐说：“谢谢你帮我涂上
了最后一笔颜色。 ”

爱心滋润我成长
逸夫小学六(2)班 沈睿晗

从小爸爸、妈妈教会了我很多，其中影响最大
的就是：做人一定要有爱心，懂得帮助别人，快乐
自己！

自从我记事起，爸爸、妈妈就一直用爱心影响
着我。就拿去年冬天的一件事说起吧。 那天，妈
妈带我来到一位老奶奶家。 她是一位孤寡老
人，是妈妈参加市里组织的“一对一”帮扶活
动的对象。 这位老奶奶有一个儿子，但不幸去
世了。 老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走起路来一跛
一拐，手指也变了形。那天，我和妈妈一进屋，只见
屋子又黑又小、阴暗潮湿。只有一张简陋的床和火
炉。 这位老奶奶今年七十二岁了，在她长满皱
纹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想，这笑容
应该是很少的吧。 学校里都在比谁的名牌服
饰多，单位里都在比谁的家境好，社会上人们
又都在比谁的车多、钱多、房多……当我们大
家都在物质上比高低时， 有多少人想过那些
孤寡老人呢？ 他们想要的只是有人陪伴和平
静的生活，仅是这点，竟也成了一种奢求，一
种期盼。 就在我们临走时，妈妈让我把几百元
钱递给老奶奶置办年货 。 可她却不肯接受，
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她那枯瘦的双手在
不住地颤抖， 那混浊的双眼里滚动着晶莹的
泪珠，老奶奶轻声说道，“孩子，谢谢你们这些
好心人，我不能接受你这些钱，我每月都有低
保，够花了。 ”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却让
我学会了帮助别人。 从那以后，我悄悄的给
自己许下一个愿望 ： 做一名社会慈善家 ，
用更 多 的 爱 去 帮 助 那 些 真 正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拥有爱心是我的家风之一。 正是家风伴我健
康成长，让我的精神世界更加富足。使我的青春格
外夺目，人生更加精彩。

（指导老师：田莹利）

我叫小雪花
英华小学二（10）班 张佳琪

我叫小雪花。 最初，我是小水滴，小溪、长
江、黄河、大海都是我的家。

有时，太阳公公和我打招呼，我就变成气慢
慢的升到空中。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伙伴，我们
手拉手连成一片在空中飘浮着， 人们给我们取
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云彩。

不要小看我，我会变色哦！ 晴天时，我是白
色的，阴天时我是黑色的，早晨和晚上我还能变
成红色。 我还喜欢变成各种有趣的东西和小朋
友们玩，有时我会变成“棉花糖”，有时我会变成
“小绵羊”，有时我还会变成“云房子”请小鸟来
住下。

冷风爷爷最爱跟我玩了， 它会把我变成小
雨滴，洒向大地。 还会把我变成小冰雹掉下去。
冬天，冷风爷爷又把我变成了小雪花，我从空中
飘下来，小朋友们开心极了，他们用我打雪仗、
堆雪人。

(指导老师 李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