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猴学本领
英华教育集团三（２）班 柴少洋

� � 森林小学开学了，小动物们都来上学学本领，有聪明的小
白兔，漂亮的花喜鹊，可爱的山羊，还有伶俐的小猴子。

小白兔作文写得好，常常受老师表扬。 小猴想：我要是能
像小白兔一样写出一手好文章就好了。 于是便向小白兔请教
作文的窍门。 小白兔很热情地教小猴作文，还天天找小猴写日
记。 可是不久之后，小猴便坚持不下去了。

花喜鹊会吹喇叭，同学们都爱听。 小猴想：我要是也能像
喜鹊一样会吹喇叭该有多棒！ 于是，小猴便拜喜鹊为师。 几天
过去了，小猴的嘴巴都吹麻了，“呜———呜———呜———”吹出的
声音还是不好听，便没了信心。

小山羊是个跑步的高手，跑起来像一阵风似的。 小猴想：
我也会跑，还是和小山羊练跑步吧！ 可是小山羊跑得实在太快
了，小猴怎么练也跟不上。

一转眼到期末考试了。 小白兔得了小作家奖，花喜鹊被评
为小音乐家，小山羊被评为跑步小健将，只有小猴什么奖也没
有评上。 看着同学高兴的样子，小猴很难过，它想：这是为什么
呢？

种下一棵吉祥树
金华三年级 刘宸熙

3 月 15 日上午，周末，早晨，妈妈早早地就把我从被窝里
拽了出来，因为我们要去皇寺参加一个“种下吉祥树，绿遍太
行山”的植树活动。

一路上，阳光温柔地照着大地，一棵棵光秃秃的大树从我
们的车窗边倒退。 去往皇寺的路很宽，我一路叽叽喳喳，来到
了植树的地点。

一下车才发现，人好多啊！ 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老老少
少，好热闹！ 妈妈拿来了一个牌子，对我说：“写上祝福语，一会
儿就挂在咱们栽的树上。 ”我走到一张桌子前，拿起笔来苦思
冥想，写什么呢？ 有了，就写“祝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吧！
可能是想写好看点了，我一下笔就写错了，只好又重新写了一
张。 祝福语写好了，妈妈拿起铁锹，拉上我就走。“去哪啊？ ”我
迷惑不解地问妈妈，妈妈说：“跟上大部队就行。 ”

跟着大部队，我们来到了山坡上。 人很多，大家都各自找
着自己栽树的地方。 风也很大，把我的小辫子都吹歪了。 妈妈
火眼金睛，很快找到了植树的地方，马上带着我飞奔过去，开
始挖坑。

妈妈铲啊铲啊，很快一个树坑的形状就出来了。 看着妈妈
挖坑，我也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想挖，妈妈说：“好吧，给你，
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 ”我抓着铁锹，感觉这铁家伙好沉啊！但
是我没有退缩，也学着妈妈的样子挖了起来。 一会儿，铁锹碰
到了一块大石头，于是又换成了妈妈挖。

树坑挖好了，开始栽树，我和妈妈抬起小树放到坑里。“我
来浇水吧！ ”“好！ ”我自告奋勇来浇水，浇了一桶又一桶，生怕
小树喝不够。 一切都完成了，就在要走的时候，突然想起没挂
祝福卡。 我赶紧把祝福卡挂在了小树上，跟着妈妈和大部队一
起撤了下来。

“今天我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我兴奋地对妈妈说。“为什
么？ ”妈妈故意问我，“因为我为这个城市栽了一棵小树，绿化
了环境，美化了荒山啊！ ” (指导老师 赵颖）

向善的海，滴水汇聚
市一中高三 庄志莹

若你问我，海是怎么形成的，我只说：“源在每一
滴水。 ”若你问我山是怎么由来的，我只说：源在每一
粒砾石。 ”行善亦如此，勿以善小而不为。 千万人的爱
心汇聚起来，便是爱的汪洋。

有人说 :只帮助个别的乞丐永远也拯救不完。 犹
太人却说：“拯救了一个人，就拯救了世界。 ”诚然，施
舍一个乞丐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乞丐需要施舍。可
是行善若不从“1”开始，何来一片呢？ 如果每一个人
都愿奉献出一份尽管很微小的爱心，社会也会洒满善
的种子，爱之林即可憧憬等待。

一个人的行善可能不会是什么惊天之举，却仍可
投射一束暖阳在人间。 德兰修女没有刚强之躯，却仅
依靠手、一个拥抱，抚慰着一个个住在散发恶臭味道
的贫民窟中的流浪者，她解决不了所有贫民的生存问
题，她却让每一位贫民燃起了生的希望，她说她感到
了自己的力量其实很微小，我却分明看见几滴晶莹的

“水珠”汇入海中。
一个人的行善或许改变不了所有的社会问题，却

仍可撒一片花香留给他人芬芳。陈光标高调行善引发
争议，送给农民工的红包可能无法让他们从此过上舒
适的生活，但至少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他人的肯定与支
持。 而陈光标行善的目的全在于“希望通过我的行为
感召社会”无论外界怎么说，他就是这样做了，而且
坚持做下去。 或许他想看到的，正是那千万人爱的海
洋。

爱的汪洋如何汇聚 ？“最美 ”精神同样贡献其
中 。 伸出一条腿救伤者的“最美女孩 ”刁娜；突发
脑淤血却保住一车人的“最美司机 ”吴斌；成功保
护全班同学的“最美教师 ”张丽莉……无不 用 自
己“最美 ” 的行为书写大爱之歌 ，而“最美 妈 妈 ”
吴菊萍一语道出真谛 ：“我做的不过是举手之劳 ，
希望大家也能从小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
的社会充满爱。 ”最美的“小”行为是最美大社会
的开端 。 正是这些“最美 ”精神的弘扬，社会还在
不断涌出更多的“最美 ” 。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每一个人都可用极小的行
为行善，而当这成为最平常的事汇聚到一起，这社会
便会呈现出善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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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倾诉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六（6）班 刘延杰

那天，
我来到林边，
坐在一棵树下，
听到一种声音，
我抬头寻望，
原来是树在呻吟。
我轻抚树的身体，
聆听树的心声———
天空失去了蓝色，
河水变成了黑色，
空气失去了清香，
大地尘土飞扬······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树可净化空气，
树能制造氧气，

树可吸尘降噪，
树能涵养水分······
可是，
人类却伤害了树！ ———
刀子留下的痕迹；
一次性筷子；
非法砍伐树儿······
地球的美丽容貌，
离不开树儿的功劳，
树请求人类，
快还树儿的绿色！
“世界森林日”已到，
快来一起爱树！

（指导教师 梁丽萍）

老师像什么
幸福源小学二（1）班 张艺珈

� � 老师像什么?
像一本精彩的书，
传播着爱和知识。
老师像什么?
像无边的海洋，
我们像鱼儿，
在大海中尽情遨游。
老师还像什么?
像春天明媚的阳光，
普照大地，
我们像花朵，
尽情地怒放。
老师，我爱您！
感谢您带给我们爱、知识、温暖和力量！

（指导老师 梁瑞雪）

� 小狐狸 闫韵竹（8 岁）

逆水而游的鱼
七中初一 苏骥桐

溪水淙淙，犹如一支乐队在演奏，不经意间低头一
看，几条逆水而游的鱼落入了我的视线。

只见它们使劲地摇动着尾巴，艰难地迎着浪花，逆水
而行。 我不禁感慨，逆水而行，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它们
本可以顺顺利利地顺流而下，而此刻它们却无知无畏地
逆流而上了。仔细再看，刚才的几条已剩下三条了，看来，
有两条鱼儿终于明白了眼前的形势，顺流而去了。

我追逐着几条鱼儿，想看看它们最终的结果。 又一
波风浪打来，浪头高起，一条鱼儿高高起伏在浪尖，又一
条鱼儿被风浪卷到了浪底。 几分钟后，只剩下两条鱼儿
了。我不禁为这两条小鱼鼓掌加油。 眼前，一条宽宽的小
河就在眼前，两只鱼儿你追我赶，兴奋地游向小河。

望着远去的鱼儿，我明白，它们已经得到了游入大海
的入场券，顺着这小河，它们就可以到达大河、大江、最终
游入大海。

逆流而上，或许，我也可以学一学它们的勇气。 面对
困难，面对困境，不放弃、不气馁，那么，我也将变成那两
条跃龙门，逆流而上的鱼儿。

逆流而上、坚持、坚持，再坚持，告诫自己，只有这样，
才是人生的赢者。

手机啊手机
郭守敬小学六（5）班 刘荣硕

许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
天涯海角，而是我坐在你对面，你却在玩儿手机。 无论你愿不
愿意，手机都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就连羊年的央
视春晚都开启了“摇摇抢红包”活动。

大年三十儿的晚上，家里的电视开着，春晚的节目演着，
可是，我和爸爸妈妈谁都没有看，因为我们都忙着抢红包呢。
我一边拿着手机使劲摇，一边哼着歌词：“只有我最摇摆，只有
我最摇摆……”老爸老妈也“咔嚓”“咔嚓”地摇着他们的手机，
一晚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 可第二天串门时，大家一见面不是
说“过年好”，而是问：“你抢到红包了吗？抢了多少？ ”亲友们聚
到一起，也不热聊了，都低着头玩儿手机、微信、ＱＱ、还有游戏。
连吃饭也不得安生，大家拿起手机是一阵乱拍。

以前出去逛街，我们一家三口总是有说有笑，可如今，爸
爸妈妈连逛街的兴趣都没有了。 进到商场，看见椅子就坐下，
拿出手机打开 wifi开始刷微信，谁也不理我，放眼望去，商场里
到处都是低着头专心玩儿手机的人，如今的人都怎么了？

大家能不能暂时放下手机，陪陪家人，和你身边的人说说
话，不要让手机冷漠了亲情。 （指导老师 安丽霞）

校园栽棵树
马路街小学四（6）班 李佳

� � 挖个小树坑，
校园栽棵树。
天天给浇水，
小树甜露露。
来年遮天伞，

招来小鸟住。
楼前添美景，
校园绿一处。

(指导老师 张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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