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水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二（10） 吴瑞楠

叮咚，叮咚，是谁在山上弹琴？哦，原来是一股清泉从石
缝里冲出来。

它穿过高山，流过草原，流到了菜园里。
菜园里的蔬菜大口大口地喝着泉水。泉水说：“喝吧，喝

吧！ 我的水很多很多，喝饱了，你们能长出更多有营养的蔬
菜，人们吃了有营养的蔬菜身体会更健康！ ”

丁冬，丁冬，泉水流到花园里。 美丽的花儿高兴地喝着
泉水。 泉水说：“喝吧，喝吧，我的水很甜很甜，喝饱了，花朵
里的花粉会更加香甜， 小蜜蜂就能做出更多香甜的蜂蜜
了！ ”

叮咚，叮咚，泉水欢快地向前流着……
（指导教师 李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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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 3》影评
市三中初三 16 班 赵子奕

这部影片是从前两部开始的。 整部电影美得让人击掌称赞。
自由的理想总是在经历中产生， 而感情也是在相互的交错中喷
发，只要是真诚的，那就是有爱的。

动物题材动画的续集一般都是加入很多伙伴，更多大杂烩，
更多埋线。 尽管如此，还是让人感觉到影片的欢快气息。 背景音
乐也很配，与流行音乐挂钩。 很诧异他们如何表现欢乐气氛的效
果，光影效果做的很棒。

他们是一群动物，却怀揣着不灭的梦想。 在老虎终于钻过戒
指大的拱圈，摇起那炫彩的舞台圈圈，动物们卖力的表演时，我
被打动了，那种精神，实在让人很感动。

他们只是一群动物……
他们不只是一群动物……
时间不能倒流。 我们常说：不要忘记初衷，但比起忘记初衷

更可怕的是，其实初衷早已改变，但我们还不知道。 在《马达加斯
加 3》中，流浪到罗马的亚历克斯、何尔曼、马丁、荷马姐，为了回
到故乡纽约，利用一个快倒闭的马戏团，训练那些演技生疏的动
物，然后用精彩的演出博得去纽约的机会。 其实亚历克斯并不会
马戏，欧洲的动物也没那么容易驯服，再加上那个变态的女人杜
波娃为得到狮头而时不时从天而降地对它进行追杀， 整个任务
简直不可能完成。 但就跟人类一样，执着可以做成任何事。最后，
在栅栏外，望着当初的家，亚历克斯却说："我记着当年那块石头
没那么小"。就在它突然明白，应该向前看时，命运再一次耍了他：
告诉你，你醒悟得太晚了……于是，我深思了。

这是一部充满笑点和看点的作品， 其中的一场大马戏表演
更是如梦如幻，看得让人如痴如醉。 这是难得拍到第三部依然在
不断进步的电影———更有力的反派， 更有趣的场景以及更多的
笑点。

此外，电影的特效也是无法模仿的：飞机无视惯性的下落，
汽车在大家疯狂形势下却不用担心人员伤亡，可爱的大眼睛、更
富夸张的表情还有随意的场景和道具， 这些足以使我沉浸到电
影中。

趣味联欢会
郭守敬小学三年级 刘叙麟

� � 那天下午去上学，刚出家门，微风就温柔地抚摸上了
我的脸，舒服极了。到了学校，学校里的柳树摇着她那长长
的头发，好像在跟我打招呼。

进了教室，班里的同学们都欢天喜地的，因为今天我
们要举行一场“趣味联欢会”。 大家都期待着这节课早点
上。

联欢会开始了，第一个上场的是王耀晗，她给我们讲
了一个故事《苍鹰和麻雀》，她讲得声情并茂，故事仿佛真
的就在我们面前发生一样。她刚讲完，大家就热烈地鼓掌，
我把手掌心都拍红了。

第二个上场的是侯国剑，他是我们班名副其实的“武
林高手”。今天他给我们表演了翻跟头、空手翻、劈叉等，大
家都是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接下来该我表演了， 我要给同学们表演一个魔
术。 我先把一个球放进口袋里，然后我让同学们看我
的手，手里什么也没有。 随后我把口袋翻一下，口袋
里也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一伸手，我的手里变出了一
个球。 教室里立刻发出了阵阵欢呼声，那是我永远也
忘不了的欢呼声。

很快 ， 联欢会在我们的依依不舍中结束了 。
走出教室 ，我觉得路旁的柳树那长长的头发好看
极了。 真是一个愉快的下午 ，一场快乐的联欢会
啊 ！

无声的高贵
逸夫小学四年级 毕逸飞

每天都有许多事情发生， 今天公交车上的一幕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无声的高贵。

公交车在某站停靠后，一个艳丽的女人上了车。 她咕咚咕咚
地喝了一罐饮料，然后吧嗒吧嗒嘴，随手将易拉罐扔至地上。 车
上的人都顺着声音看着，易拉罐又被另一位乘客踢走。 就这样，
那个“不幸”的小东西被踢踩了几次，变得"伤痕累累"。此时，车内
仿佛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哪个人只要一吭声，车里立刻就会炸
开锅。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刚好公交车到了站，一位穿军装的“小
战士”上了车，他一眼便看到了那个“受气”的易拉罐，迈上一步，
腰一弯，手一扬，就把易拉罐送到了垃圾桶里。 就在那一刻，我的
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再看“小战士”：绿军装，绿军帽，一颗红红的
五星那么耀眼。

通过这件事， 我深深地领悟到： 生活其实给了我们很多机
会，只要伸伸手、弯弯腰，人与人之间将充满温暖。

是的，生活中有一种高贵是不声不响的，也正因如此，它才
格外惊心动魄，使人对它刮目相看。

我的校园
三中附小四（二）班 张子炎

我的学校三中附小座落于历史悠久的开元寺旁，离我
家很近，每天步行十分钟就能到学校了。

它美丽又宁静，还很整洁，我为它而骄傲。
一进校门展现在眼前的不是教学楼，而是大块大

块绿油油的草坪和点缀其中的月季花。绿绿的草坪中
间还铺着两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给人画一般的情
趣。 如果你在早上去学校，会有更美丽的景色；阳光
照耀着草坪， 用手轻轻地抚摸它， 露水就跳动起来，
让人感到无限的生机。 那美丽的月季花，伸展着柔嫩
的花瓣向你道着“早上好”。 阳光照耀着小树，透过树
梢， 一切显得更加光明。 树上有的开出淡粉色的花，
有的还是含苞未放的花蕾，像少女一样害羞不肯探出
头来。 这是花属于早上的颜色。

下过雨的校园就更美了！ 雨滴滴答答地敲着石板
路，敲着小草，敲着台阶，敲着一片片撑着的五颜六
色的伞，敲着雨水汇成的小涧，这是鼓声。 脚底溅起
的水花“嗒嗒”的响声，仿佛时钟的声音，快乐极了，
吵着闹着要加入这场“音乐会”。 雨水落在绿叶上，倾
斜下去，在草地上汇成一条小溪。 那倾斜下去的声音
是主乐曲。 风儿呼呼地鼓着掌，它就是观众。 这么多
声音拼凑成了一场浩大的音乐会，在校园里回荡。

等到放学，我们一个个都冲出教室时，顿时人声鼎沸
热闹无比。而过不久我们都离开回家了。没有学生时，校园
好宁静。

这就是我们美丽可爱、整洁的校园。时而热闹，时而安
静的校园。

美丽的春天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一（11）班 冀时雨

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小燕子们从南方飞回来了，好
像在说：“春天真美啊！ ”

山上绿绿的小草发芽了， 五颜六色的小花露出了笑
脸。河边的柳树发芽了，河里的冰融化了，鸭子在水里游来
游去，玩儿得非常开心。

我爱美丽的春天！
（辅导教师 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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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
育才小学四年级 李懿琳

太兴奋了，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就要开始了。我们早早带
着自己的凳子，来到了操场上。咦，都八点多了，太阳公公怎
么还不露头呢？ 是不是昨晚喝多了？

操场上同学们排成整齐的方阵等着，突然，喇叭里传来
广播：“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下面，请队员准备，运动
会马上开始！”校长的讲话结束了，我们大家各个摩拳擦掌，
准备投入到运动会里去了。

我心里极度的紧张， 生怕我跑不好， 同学们会说
我，会怪我。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尹梦映走来打断
了我的思路，她说：“李懿琳，这次一定要跑好啊，上次
我没跑好，求求你，跑第一，把第一争回来。 ”我点点头
说：“我会的！ ”

“各队员就位！”我站在赛道上，心里想：我一定要跑好，
不辜负尹梦映的期望。“砰”的一声枪响，我吓了一大跳，停
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发令枪，于是我就跑了出去。很快我
追上了她们。我感觉我的大腿很酸，很无力，于是我减速了。

就在这时， 我看到我们班的同学在跑道外大声地给我
喊着加油，“李懿琳，加油！ 李懿琳，加油！ ”听到同学们的喊
声，我一下子就又充满了力量。我用尽全力向终点冲去，啊！
我得了第一名！大家都围过来，为我欢呼，为我喝彩，老师也
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太棒了！ ”

耶！ 我得了第一名！ 我兴奋地抬头看天，发现太阳公公
不知道什么时候露出了他的笑脸， 正用他那慈祥的微笑看
着我，好像在说：“小丫头，祝贺你！”我感到我的脸上暖洋洋
的，幸福极了！

捉鸟记
中兴路小学五（4）班 闫若琳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去姥爷家。
一到那儿， 我便发现姥爷与平时不大一样。 他先是笑而不

语，后来一直神秘兮兮地盯着我。 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事等着我。
我拉着姥爷的袖子，央求他说出来。 姥爷说：“我在家里藏了一个
……”话还没说完，我就找了起来。 可是，我把家翻个底朝天，也
找不到有趣的东西。

我问姥爷，他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便不再说了。 我心
想：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 我抬起头，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一只浑身长满艳丽羽毛的小鸟，正站在电视机上！

我猛地向它扑去，鸟儿受了惊吓，飞到书架上。 因速度太快，
我一头撞在电视机上，头上起了一个包，疼得我哇哇大叫，乐得
姥爷哈哈大笑。 我又羞又气，又去捉那只鸟。

那只鸟呢？ 一会儿啄啄书架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踩
踩姥爷睡觉的床，根本停不下来。 一时间，房间里被我和鸟折腾
地灰尘弥漫。 我累得直不起腰，向它喊：“stop,stop。 ”它却一点儿
也不听。最后，是因为撞上了玻璃，鸟才老实下来的。我看天色已
晚，就宣布停战。

哈哈，今天的事真有趣啊！ （指导老师 任红霞）

春天来了
幸福源小学三（4）班 孟媛媛

春天来了，
杨树穿上了绿大衣，
柳树梳理着长头发，
花儿张开了美丽的笑脸，
小草围在一起欣赏美丽的景色。

清澈的湖水像一面大镜子，
小燕子飞来，尾尖掠过湖面，
荡起一圈圈波纹；
小鹿在草地上奔跑，
为春天增添了一份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