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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 吕诗颖（7 岁）

生活真美好 李思懿（9 岁）

妈妈，我想对您说
英华教育集团完小四（5）班 檀沛洋

妈妈，今年的母亲节过去了，作为您的儿子不能陪伴在
您的身边，只能在心中送去我对您的祝福：祝您节日快乐！每
当想起您对我的宽容，我都惭愧不已，因为我的倔脾气真的
伤了您很多次。

五一假期里，老师布置我们做一项手工作业，当时我只
寻思着开学时间还早着呢， 一时贪玩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
上，一直拖拖拉拉临近开学，我才开始着慌了，心里没有任何
头绪，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我拿出卡纸几番折腾，最终什么也
做不好，心里十分烦恼，索性把材料一股脑扔到一旁生闷气。
当时，你正和邻居聊天，见状安慰我说：“洋洋，做不好或者不
会都没关系， 尽力去做就行了， 要不把你哥哥喊过来教教
你？”我听您这么一说，还以为您嫌我手笨做不好，嫌我烦了，
就坐在屋里一声不吭， 心里总觉得有一股气儿堵着似的，眼
泪也直逼眼眶。直到后来，是您打电话给哥哥，让哥哥手把手
地教我，直到我学会为止。

妈妈，我也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是我老觉得自己笨嘴拙
舌，有什么话不敢跟您直说，只好闷在心里。 我越这样吧，您
和爸爸就越着急，你们一着急，我就越慌，就更不敢说了。 其
实我也知道我这倔脾气不好，一有事就成了闷葫芦，让您伤
透了心。上次开家长会您没来，我有好多心里话没告诉您，今
天我就借母亲节向您一吐为快，妈妈，对不起，我这头小倔驴
的脾气会慢慢改的，您不要着急了。 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和包
容，妈妈，我爱您！ （指导老师 罗翠霞）

我的朋友
市十二中初一 温子悦

朋友是快乐日子里的一把吉他， 尽情地为你弹奏生活的愉
悦； 朋友是忧伤日子里的一股春风， 轻轻地为你拂去心中的愁
云； 朋友是成功道路上的一位良师， 热情地将你引向阳光的地
带。 ———题记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镜头一：瘦弱的身材，处处都显得那么单薄，再加上那张圆

形的、既苍白又略带蜡黄的脸，就像大病初患的人。 似乎一阵风
吹来，她就会被刮倒似的。 她平时很少讲话，也很少与别人一起
玩耍，总喜欢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边发呆。细长的眉毛下嵌
着一双大眼睛，她的目光显得那样深邃，好像在深思着什么，令
人不可捉摸。 这一切显出了她文静的性格，她像一潭平静的水，
没有奇波大浪的壮观，却也泛着迷人的涟漪。

镜头二：真不巧，她迟到了。 她站在门口，双腿微微地颤抖
着， 犹豫了一小会儿，“报告” 两字才从她那薄薄的嘴唇里挤出
来。她那可爱的脸庞上，泛起了羞涩的红晕。一双圆圆的大眼睛，
黑瞳仁刚刚还是活蹦乱跳的，现在却一下子不动了，显得十分不
安，仿佛老师就要对她大发雷霆了。 直到听到“进来”两字后，黑
瞳仁才恢复了原状。她飞一般地跑到座位旁坐下，利索地拿出了
课本，马上抬起头来，黑瞳仁飞快地朝老师一闪。 她悄悄地向老
师吐了一下舌头，好险哪！

镜头三：期中考试之后，让人忐忑不安的卷子发下来了。 她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面色有些苍白，细长的手在发抖，眼睛里有
种绝望的神情。我跑过去一看，她的英语成绩竟然是 69分，她的
心里一定很难过吧。我上前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想安慰安慰
她。 可是没等我开口说话，她的嘴角微微地翘起了一下，说：“你
不用安慰我，我没事的，下次考试我一定会考得更好的。 ”我说：

“那你一定要加油哦！ ”看来她也是一个乐观的女孩。
你们想知道她是谁吗？ 那就让我告诉你吧！ 她，就是我最好

的朋友———游美琪。

成败只在一念间
金华中学初一（21）班 陈奕帆

野鸭架里出现了两个硕大的蛋，鸭大婶和鸭子们在议论
这里面是什么“怪物”，终于两只小鸭破壳而出。“哎呀！ 你们
快看，这两只小鸭灰不溜秋的，真丑！ ”鸭大婶厉声的叫嚣引
来了所有家禽，德高望重的鸭大伯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只是
真正的白天鹅，而另外一只却是丑小鸭，可他却故意把真天
鹅说成丑小鸭，把丑小鸭说成真天鹅，他就是想看看丑小鸭
经过努力能不能变成真天鹅。

“丑小鸭”因为丑被赶出鸭群。“丑小鸭”有时在沼泽地里
捉食吃，有时练习飞翔以防危险，他在河里尽情的游泳、嬉戏
还和小鱼小虾成为了朋友。秋去冬来，水面开始结冰了，尽管
“丑小鸭”一直在努力用他瘦弱的双腿不停地游动，但终于耐
不过冬季的严寒，他昏倒了，和冰冻在一起。春天来了，“丑小
鸭”苏醒了，他发现自己是一只美丽的天鹅。

再看那只“真天鹅”，自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整日骄傲
地忘乎所以，鸭妈妈带小鸭们学习游泳，他就在树下睡觉，鸭
妈妈带小鸭们学习飞翔，他也不理不睬，鸭妈妈带小鸭们学
习觅食，他就去抢虫子吃，骄纵蛮横地对小鸭们说：“我就是
不学习也是尊贵的白天鹅……”一天天过去了，他终于变成
了不会游泳，不会飞翔，一无是处的“肥天鹅”。因为他整天的
无所事事与傲慢，引起了鸭群们的反感，最终被牧场的女主
人赶了出去，没过几天，这只真肥鸭就饿死在了路边……

自视优越而不求上进只能一事无成，如果“假天鹅”在最
初就被告知是天鹅，却从不骄傲，一直努力，即使最后还是鸭
子，也同样会得到别人的欣赏和赞扬，成败只在一念间，你的
选择决定你的人生，愿我们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像“丑小
鸭”一样坚持不懈，向着自己的梦想去飞翔。

（指导老师 邢佳佳）

爸妈夸我长大了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二(12)班 宋一凡

星期天，爸爸妈妈忙的不亦乐乎。 我呢，也不例外。 我先和
爸爸一起打扫卫生。 洒水、扫院子，尤其是角落里的垃圾被我打
扫得精光。 我们把小院打扫得一尘不染。 爸爸轻轻地擦去我额
头上的小汗珠，和蔼地说：“凡凡真能干！ 你什么时候学会扫地
了呢？ ”我自豪地说：“当然是在学校了，我还是班里的劳动小模
范呢！ ”爸爸说：“你长大了。 走，找你妈妈领奖去。 ”

我和爸爸悄悄地来到屋里，看见妈妈正在包饺子。 我伸出
食指，放到嘴边暗示爸爸别出声。 爸爸心领神会，坐到沙发上看
电视去了。 我走到妈妈身边，学着妈妈的样子，拿起饺子皮，也
用勺子向皮里加点馅，像模像样地用小手攥紧饺子，可是，攥出
的饺子扁扁的。 妈妈说多盛点菜会好些。 我按指点多加了点
菜，两手再一攥，饺子皮又坏了。 妈妈说：“你用力太大了！
包饺子，不是看着那么简单，你需要动手反复实践，才会包
出既好看又好吃的饺子来。 ”我按妈妈的意思，包了一个又
一个，开始还是拿捏不准，在妈妈的鼓励下，我慢慢地包得一个
比一个好。 这时，爸爸说：“咱们的凡凡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好吃
懒做的娇公主了，会做家务了。 妈妈是不是该发个红包奖励一
下呢？ ”妈妈笑呵呵地说: “当然要奖励了！ 我的凡凡真的长大
了,祝你更上一层楼! ” （指导老师 李双芬）

我的秘密行动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 四（10）班 赵佳硕

从小到大， 我天天享受着爸爸妈妈的照顾，饭
来张口、衣来伸手，我很想为家里做点事，减轻妈
妈的负担。

今天吃完了早饭，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我也开始
了我的秘密行动———做家务。我学着妈妈的样子，首
先将抹布洗干净，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擦地板，还
没擦上一个房间，我已经热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了。 想到妈妈每天都要做这些家务，我终于体验到
了妈妈的辛苦， 我到洗手间洗了把脸， 继续擦起
来。 坚持就是胜利！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
将每个房间的地板全擦了一遍，地板亮了，我也累
得趴在沙发上起不来了。 但是看着亮得能照出人
影的地板，我心里乐极了。

休息了一会儿，看看时间快十点了，我又开始了第
二项秘密行动———帮妈妈煮米饭。 我从米斗里舀出一
些米放在盆子里，然后学着妈妈洗米的样子，用手
反复将米在水里搓洗， 等洗出的水变得比较干净
了，再将米倒进锅里，添了足够的水，盖上锅盖，打
开火开始闷米饭。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的时候，高
压锅压力阀开始跳动了，厨房里弥漫着米饭的清香，我
心里有些激动，米饭终于熟了。关了火，我坐到沙发上等
妈妈下班。

终于，我听到了开门声，妈妈一进门 ，惊喜地
说：“哟，今天的地板怎么这么亮啊？ ”“是我擦的！”
我从沙发上跳下来， 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劳动
成果，“妈妈快到厨房看看，还有惊喜呢。 ”说着我
就将妈妈拉进厨房，“看看，我还闷了米饭呢。 ”我
掀开锅盖兴奋地说：“妈妈，尝尝我的手艺。 ”说着，
拿筷子夹了一点米饭放到妈妈嘴里，“嗯，真香啊！
我儿子长大了，会给妈妈做事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
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我的秘密行动成功了。
（指导教师 田亚琳）

读书伴我成长
幸福源小学五（1）班 安珈娴

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爱好，我也不例外，我最大
的爱好就是读书。

开卷有益，读书可以让人增长许多知识，让你从书
中汲取很多知识。 读书还可以让你举手投足之间，言谈
话语之中都能显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这也就是人
们常说的“胸藏文墨虚若骨，腹有诗书气自华”。 想想当
你长大后升学或工作面试时， 你那与众不同的气质，言
之有物的谈吐，一语中的的独到见解，都会为你增色不
少，使你获得成功的机率大大提高的。

除了上面这些好处以外， 书还能陶冶你的情操呢！
当你看一本书看得入迷时，书中的人物伤心了，你也
会跟着伤心，甚至流下咸咸的眼泪 ； 书中的人物
开心了 ，你也会跟着开心 ，看什么东西都 和 绽
放的花儿一样美丽 。 潜移默化之间，你会从书
中的那些人物身上学到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方法，体
会社会的多姿多彩。“人自书中乖”这话可是很有道理的
哟！

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喜欢读书，喜欢好书！成长的
路上，有了好书的陪伴，才会洒满阳光！

我可爱的黑黑
育才小学四年级 白小涵

题目中的黑黑是我的小狗。 它长得很可爱，是黑色的，所以
名字叫黑黑。 它的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蓝宝石似的鼻子，让
你看得入迷。 它是我一个叔叔送给我的，它现在已经八岁了。

它小时候特别听话，我经常喂它火腿肠吃。 后来它渐渐长
大了，特别喜欢出去跑。 有时我带着它出去玩，它总会跑一段路
就撒一泡尿，我问爸爸为什么，爸爸说：“因为它怕回去找不到
路，”原来小狗这样聪明啊。 它经常“汪汪汪”地冲我叫，仿佛在
说：“姐姐，姐姐，我饿了！ ”它和我玩时，喜欢舔我的手，还喜欢
和我握手。

有一次它在外面玩，怎么也叫不回家，正好家里也没有火
腿肠了，于是爸爸拿着一根蜡烛把它骗回了家。 回到家里，它一
个劲儿地叫，仿佛在说：“为什么骗我，我好伤心呀！ ”

它很聪明，有一次我逗它玩。 我上台阶，它也上台阶，我看
它一上台阶，我就下台阶，就这样反复了几遍，它变得聪明了。
我再上台阶，它不动了，我下台阶，它也不动，眼睛盯着我，好像
在说：“我不上当了，”直到我走起路来，它才起身追我。 我拍了
拍它的头，对它说：“好吧，我认输了，你很聪明！ ”它冲我“汪汪
汪”地叫，好像在说：“我赢了，我赢了！ ”

我可爱的黑黑，后来被送回了老家，我好怀念以前在一起
玩耍的情景，黑黑，聪明的狗狗，你想我吗？ （指导老师 赵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