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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会成功
金华初二 张一帆

多年前的一次次努力，成就了今天的我。
九年前的夏天，“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

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罗大佑的《童年》唱出了我当时写照。快乐的童
年，我快乐地成长。记得看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骑着
自行车，来去自如，想去哪就去哪的时候，我决定学
骑车子。

从妈妈同学家借来一辆小的两轮自行车， 先推
着它满院子地跑，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我都快飞起
来了，爸爸妈妈看我这样，便开始让我骑上去。

天哪！ 这哪是自行车，这就是一匹“野马”，上去
之后东倒西歪，左右摇摆，让我头晕眼花。 爸爸在后
面帮我掌握重心，我只负责向前骑，就这，我也不行。
不一会儿就摔了七八次，还摔得浑身是伤。 恨它，这
“野马”太难驯服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我开
始了在家静养。

在家待着不去惹那匹“野马”，顺便把因为它弄
得一身伤也养好。 妈妈看我兴致不高， 便开始鼓励
我：“帆帆，你不学骑车子了吗？”我心想：不学了，
再也不学了，我怕了它还不成？我下定决心点了
点头。 妈妈又开始说：“帆帆，你要学会了骑车，
上小学就能自己去上学了， 不用爸爸妈妈接送
了， 就成大姑娘了； 放假你还可以和同学出去
玩。”我的心动摇了，在妈妈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我答应再试试那匹“野马”。

于是，我又一次“大义凛然”地站在了那匹“野
马”面前。经过妈妈的一次次指导，我的一次次尝试，
最终，它被我驯服了！ 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而今，我骑车上学放学，与朋友一起出去玩耍，
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开心极了。

不管成功与失败，对自己说试试看！如果你鼓足
勇气试了，即使没有成功，你也不后悔；不试，就永远
不会成功。

课间十分钟
育红小学五年级 路梓涵

“叮铃铃，”清脆的下课铃声刚刚响完，操场上就
炸开了锅。

太阳公公露出了几日不见的笑脸，笑眯眯地注视
着操场上热闹的人们。 从教学楼上远远望去，同学们
像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豆豆。 有的在踢毽子，有的在
玩老鹰捉小鸡，有的坐在大树底下专心地看书……

我和同学们也跑了下去，我们要玩踢毽子。 李欣
桐先踢，只见她轻松地提脚、送毽、再提脚、送毽……
整套动作流畅自然。 再看她的小辫子，随着她身体的
摆动，也一上一下，活像一只上下翻飞的小蝴蝶。 呀！
李欣桐踢了整整 100个呢！ 太棒了！

我们旁边就是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有玩的，有看
的。 不好，凶猛的“老鹰”扑向了“小鸡”，慈祥的“鸡妈
妈”挡住了“老鹰”，“老鹰”失败了。 但“老鹰”不气馁，
它又一次扑向了“小鸡”，“小鸡”们在“鸡妈妈”的保护
下，大惊小叫着，开心极了。

“哎呀！ ”一个沙包向我扔来，原来是淘气的男生
和我开玩笑呢！ 不远的大树下，一位女生正静静地痴
迷地看着一本书，看她那盯着书的样子，仿佛外面的
热闹一点也没有听到，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她吧。

“叮铃铃”上课的铃声清脆地响了起来，操场上瞬
间鸦雀无声了。很快，教室里就传来了琅琅的读书声。

窗外，太阳公公笑得更开心了！

我的弟弟
三中初三（16）班 赵子奕

准确点说，他是我的表弟，叫棒棒。为什么叫棒棒呢？
因为我们希望他身体棒、学习棒。 说实在的，在刚出生的
几天里，他只会哭，连个笑都不会，又瘦小又干瘪。 他一
哭，我就只有一个想法：“真烦！ 你是咋的了，身体里是水
分过多排不出来，换个方式排出来吗？ ”但是很快我的想
法来了个 180°大转弯。 因为棒棒后来不知怎么了，一看
见我就笑。“呵呵，你笑啥，没见过帅哥呀？”于是我开始抱
抱他。再后来，棒棒会和别人玩了，也好动了。手里总是要
抓个什么东西，如果没有，他就哭。一得到一个东西，就往
嘴里放。 我说你上辈子是不是饿了几十年没吃东西啊？

棒棒的故事很多，比较经典的就是“一只袜”。因为他
总会只穿着一只袜子，另一只呢？ 在手里抓着甩来甩去，
一会儿一只袜子就放嘴里了。所以，棒棒又收获了一个外
号：“吃袜哥”。还有就是不让人坐，这个就有些怪了。就是
在抱着他的时候，站着抱啥事儿没有，一坐下，就开始“河
东狮吼”。 哦，不对！ 是“怀中娃吼”了。 有一次，站着把他
抱着哄睡了，说坐下歇一会儿吧，一坐，这小东西立刻醒
了，大哭。 我说：“你这娃咋回事儿，站着和坐着有什么区
别？有本事学着你哥点！屁大点儿贡献没有要求还挺高。”

棒棒的服饰在舅妈回来之前就像个土娃， 舅妈一回
来，买了些新衣服，棒棒才由“娃”变成了“豪”。

怎样，是不是一个傻呆又精明的表弟？
资料：棒棒，2014 年 7 月 12 日生于邢台，男，经常得

病，爱抓东西，爱吃袜子，故得外号“吃袜哥”。

开学记
十二中三年级 武子淼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太开心了。一想到可以见到陈海
瑞、景皓轩他们，我就激动不已。

现在已经是正月十六的深夜了，我躺在床上，怎么也
睡不着了。 没办法，我只好数羊了，一只、两只、三只……
两百只，“王子源会不会长胖了？陈家堃长高了没有？”哎，
我怎么数着数着羊又想到了我的同学们啊，呵呵。就这样
折腾到十二点才睡着了。

第二天的早晨， 爸爸带着我一起乘公交车去学
校，哇，路上太堵了，好多都是送孩子上学的车，不
愧是开学日啊。 爸爸开玩笑说，我们的交通又进入
了上学模式，哈哈。 如果大家都能少开车，我们的路
就不会那么堵了吧。

终于来到了学校，我看到了我的好朋友陈海瑞，
于是我想吓唬他一下，我悄悄地走到了他的背后，没
想到的是，我还没出手，他突然转过头来，啊！我反被他吓
了一跳，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我笑着对陈海瑞说“新
年好！”他也对我说：“新年好！”然后我俩就有说有笑地进
了教室。

来到教室，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热闹地说
着假期的趣事。上课了，我们交了作业，又发了书，就开开
心心地回家了。

开学第一天，好开心啊！

观《超能陆战队》有感
中兴路小学三（4）班 张紫寒

� � 昨天， 小辉奶奶带着我和添添一起去新鼎电影院观
看《超能陆战队》。 听奶奶说，这部电影还获得了第 87 届
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呢。 所以，我心里充满期待，恨不
得马上看到这部电影， 看看这个得过奖的电影到底讲了
一些什么。

到了电影院后，我们赶紧坐下来，屁股刚碰到椅子，
电影就开播了。电影院漆黑一片，只有屏幕的亮光在告诉
我们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充气机器人与天才少年联手
……他们与菜鸟小伙伴组建超能陆战队……坏人的阴谋
被粉碎……

两个小时的电影很快就结束， 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
让我和添添意犹未尽。我禁不住惊叹道：“这电影太棒了，
真不愧是奥斯卡获奖电影！ ”

小辉奶奶说：“是啊， 好电影一定有它的精妙之
处。 ”“那个白白胖胖的大白实在是太可爱啦，我真
想上去拍拍它。 ”添添不好意思地说，“如果它和我
在一起，我晚上一定会抱着它睡觉。 ”我也抢着说：
“还有那个小宏因为爱读书，懂那么多知识，在我心
里简直就是天才。 我要像他一样，做一个勇敢、正义
的人。 ”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就去感受一下吧，相信
你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哦！

（指导教师 雷凤云）

打羽毛球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 郝一墨

今天阳光明媚，我和妈妈一起去院子里打羽毛球。
我最喜欢和妈妈打羽毛球了，记得一开始，我不

会发球，更别说打了。于是，妈妈就教我发球，可是我
一打一掉，一打一掉，但是，我没有泄气，按照妈妈教
给我的方法去练习， 到现在我都能跟妈妈互打好几
个回合了。 从此我便爱上了打羽毛球。

今天妈妈一说打羽毛球，我就高兴地手舞足蹈。
看， 我打的羽毛球犹如一只飞燕在空中划过一条美
丽的弧线，飞到了妈妈的跟前，妈妈奋起一接就又给
我打了回来，我心里乐开了花，然后，我猛地一扣，把
球迅猛地扣了过去，妈妈有些措手不及，可是妈妈还
是接住了，我却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正在我得意的
时候，球飞到了我的身前，于是，我就赶紧把球往上
挑，来了个高球，妈妈一跳就给我打了过来，我们打
得难分胜负，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西斜，我和妈妈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和妈妈打羽毛球真有趣啊!
(辅导教师 董媛媛)

我要成为写作“小女神”
幸福源小学三（1）班 卢梓钰

我喜欢写作文，不止是喜欢，更是酷爱。
以前， 也就是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上过报

纸了，我很开心。要写好作文是要静下心来的。可是，
很多次老师都是让自习课的时候写， 好多同学都在
那里说话。但是，只要当我想起我的同学李羽桐得到
世界华人大赛的一等奖时，我就能够静下心来写，这
就是我写作文的妙招。

有一次，刚下语文课，老师留了写作文的作业，
让下午交，第二节课是数学课，这时候，我还在写老
师留的作文。 上课铃响了，我只顾着写作文，幸好同
桌提醒我上课了，我才赶紧拿出数学书继续上课，要
不然被老师发现可就糟了。你说，我是不是沉迷写作
文了。

这就是我，一个沉迷作文的我。
（辅导老师 李宁）

餐桌上的爱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 三（4）班 张梓妍

每次走进学校餐厅，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我
的心里总是涌起一股暖流， 因为在我们餐桌边总会
看到一张像妈妈一样和蔼可亲的面庞， 负责我们餐
桌的胡老师一声声温暖的叮咛， 总会让我觉得饭菜
特别香甜。

我从小吃饭特别挑剔， 小时候每次吃饭都让妈
妈担心，自从来到英华学校上学后，妈妈的担心变成
了放心， 每次回家我都会给妈妈讲起在学校的学习
和生活， 但是我谈的最多的还是细心照顾我们吃饭
的餐厅师傅。记得有一次我牙疼的厉害，坐在餐桌旁
看着香喷喷的饭菜无法下咽，这时我想起了妈妈，牙
疼加上想家， 我那不争气的眼泪便一滴一滴落了下
来，这时，一双温暖的手摸着我的头，胡老师温和地
问我怎么了，我说牙疼的厉害，她端起饭盆送到我的
嘴边，亲切地说：“牙疼必须多喝汤水，来，先把汤喝
了吧。”接过饭盆，我的眼泪流得更急了，但我知道那
是感动的泪水。

我为生活在家一样的英华园而开心， 这里有我
喜爱的老师和同学， 这里有细心照顾我们的生活老
师和餐厅师傅，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
回报他们每个人对我的爱！

（辅导教师 张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