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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跳水的青蛙 郝阔然（10 岁）

快乐一日游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四（6）班 姚畅畅

我盼望的星期天终于来了， 爸爸驾车带我和妈妈一起
去了邢台县西黄村的黄旮旯村，快乐一日游开始了。

来到黄旮旯村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小河，仔细一
瞧，河里满是田螺。 爸爸说：“我们捡一些田螺，回去煮煮吃
吧！ ”这个建议不错，我和妈妈异口同声。

我们换上拖鞋，拿上水桶，就开始捡田螺。 这条河里有
许多田螺，伸手在水里一摸，就能摸出几个。 很快我们捡的
田螺已经半桶了，捡着捡着一个不小心，我的裙子沾上泥水
了。 我正郁闷呢，妈妈竟然朝我脸上洒水，哦，我快成落汤鸡
啦，妈妈呀，我不能对您手下留情了。 我展开攻势，用水草向
妈妈泼水，河边的泥和水，一起飞向妈妈。“哦，不！回去要洗
衣服了。 ”空气中满是妈妈求饶的声音……

中午，爸爸找了个有山有水有树的地方，铺上毯子，摆
上面包、点心、啤酒、饮料、西瓜。 开开心心地吃了起来，饭后
我架起吊床，我们在毯子和吊床上休息。 休息了一会儿，我
们开始自由自在地向大山呼喊。 我抬头一看，一个大惊喜，
树上还有去年的黑枣呢。 妈妈说是小鸟没啄完，给我们剩下
的。 我们用木棍敲下来，放到嘴里，甜甜的、劲劲的，像 QQ
糖一样，谢谢小鸟给我们留下的美味！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太阳快要下山了，临走前，我
把垃圾都装到了食品袋里，唯独西瓜皮留了下来，妈妈问这
是为什么， 我快乐地告诉她：“小鸟为我们留下了纯天然美
味，我们也应该给小鸟留下一点吃的啊。 ”爸爸妈妈夸我是
个善良的好孩子，我心里美滋滋的。

快乐的时光如此短暂，美好的旅行结束了，虽然我们没
有去什么名山大川， 一个小小的黄旮旯却给我带来了无限
快乐。

夜晚的邢台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四（6）班 胡烨华

今天晚上爸爸回来的很早， 所以我们一家人坐着爸爸的车去
邢台天一广场逛超市。

在路上，我们看见了街道的每一座建筑物上都有霓虹灯，五彩
斑斓、灯火璀璨，把这座城市打扮得比白天还要漂亮。 这让我想起
了我们英华学校，每年元旦前夕，我们的校长都会在求知园挂上彩
灯。 傍晚，彩灯点亮了，求知园就变成了童话的世界，眨着眼睛的

“小星星”在树上跳跃，在葡萄架上荡秋千……真是美丽极了。
唉！车怎么停了，怎么回事？只见马路中间聚集了很多人，不知

道在干什么。 爸爸走下车，去看个究竟。 原来是一位老奶奶不知什
么原因摔倒了，手上擦破了，衣服也破了个洞。 几位叔叔急忙扶起
老奶奶，打算送她老人家去医院，可是老奶奶说什么也不去。 最后
一位叔叔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老奶奶的家人，十分钟时间，她的家人
赶来，对大家连声道谢，老奶奶被接走了。路上的人渐渐散去了，爸
爸回到了车上，车又缓缓开动了。 刚才的一幕让我感到温暖，我觉
得今天的夜晚更美了。

很快我们到了天一广场，哇！跟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人真多，
而且也没关门，来到超市里边还有点儿挤呢，真是不可思议呀！ 逛
完超市付账时我竟然看到一位英华的老师。我主动跟她问好，她也
很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妈妈夸我有礼貌，我心里跟吃了蜜一样无比
开心！ 出了超市看看夜晚的邢台更加美丽动人了。

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 我是多么的幸福啊！ 我爱美丽的邢
台。

（指导老师：国红岭）

掌 声
金华实验小学五（2）班 李逸洋

掌声，对于缺乏自信的你是鼓励、是鞭策；对于表现出色的你
是肯定、是赞美。 掌声对于一个人有着非凡的意义。

我八岁的时候，考钢琴四级。 在去往考场的路上我怀着忐忑
不安的心情一直在想：会不会顺利通过呢？通不过怎么办？这时我
感到压力好大。 一进考场，我发现台下黑压压一片，坐满了参加考
级的同学和陪同的家长。 我挤进去找到一个位置坐下，头上已经
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这时老师开始点名了,还好第一个不是我。
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了点。 接连有几个同学上台弹奏，看着他们
信心百倍地样子我也暗暗给自己加油、打气。

终于，老师念到我的名字，该我上场了。 我看到站在一旁的妈
妈做了一个鼓励的手势。 我站起身走上台在钢琴前的凳子上坐下
来，双手放在琴键上深呼吸了一下，开始弹奏老师为我挑选的三
首曲子。 第一首节奏较快，我弹奏的时候出现好几个小错误。 我
想：完了，肯定过不了。 这时，我的双腿不由得抖动起来，手指像僵
硬的木棍似的，已经找不准琴键了！ 突然，场下响起了掌声，虽不
热烈，但很清晰。我感到妈妈和老师都在说：加油，你能行！我正在
犹豫，这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瞬间让我信心百倍，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 把双手放在琴键上顺利完成了后面两首曲
子。 望着台下的观众我感激无比，我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
感激之情。

掌声，让我从濒临失败中站起来；掌声，让我从退缩中勇敢起
来；掌声，让我从此自信起来。在今后成长的路上,我会不断地为别
人鼓掌，为自己鼓掌，为精彩的人生增添一串快乐的音符。

（辅导老师：程东芹）

做事要想后果
幸福源小学五（1）班 姚明君

《伊索寓言》里有个“捕鸟人和眼镜蛇”的故事，读后
令我久久难忘。

故事说的是，一个捕鸟人看见一只大鸟站在树上，很
想捉住它，他把粘杆接长，仰着头，一门心思望着那鸟，可
是一不小心踩着了地下的眼镜蛇， 蛇一口咬住了他的小
腿，捕鸟人痛得哇哇大叫，临死前后悔地说：“我真不幸，
想捉鸟，却被蛇咬，还送了命。 ”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实例也很多。 比如，人们
为了自己满足，大量捕捉青蛙，导致害虫大量繁殖，
于是农民用农药越来越多，有毒食品就产生了。 又
如，在大街上，有人为了节省时间不走斑马线，结果
吃了更大的亏。

“捕鸟人和眼镜蛇” 的故事让我明白， 做任何
事 ，都不能只图眼前利益 ，要考虑后果 ，有得必有
失。

（指导老师：刘佳）

回望来时路
金华中学初一 穆宇飞

明月下，清风拂动，窗棂的格子映在书卷上。 回首相
望，真的是……真的是不堪回首啊！

我曾经是那个最聪明， 连寒窗苦读十余年的秀
才们都自愧不如， 指物作诗立就的方仲永。 我也曾
经是那个被父亲拉来拉去， 东家西家做客， 在全乡
出尽风头的方仲永。 我聪明超群， 不论什么都难不
倒我。 可现在呢？ 二十岁了，我和普通人一样，什么
文章也不会做， 什么活儿也不会干。 那曾经的门庭
若市现在已门可罗雀， 就连那几只门前嬉戏的小麻
雀，我都觉得它们叽叽喳喳地在嘲笑我。

上苍啊！如果你注定让我泯然众人，又何苦赐我
聪明的幼年时光？ 或许都怪我那见识短浅的老爹，
当初不叫我读书学习， 搞得我现在连字都写不好。
乡里乡亲走过我家门前都会叹息， 他们也说是父亲
毁了我。 可是，真的是父亲毁了我吗？ 别的孩子在学
校苦苦读书的时候， 我却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比他们
多得多的褒奖，他们的爹娘都对我爹说：“你可真是
天大的福气。 ”于是，我便真的得意忘形，真的以为
自己就是不用努力， 自己就是神童了。 日日不碰书
本，以为自己一样还是最聪明的。

可就在我忘乎所以，沾沾自得的时候，我当年的
玩伴，那个笨笨的李生，竟然不知何时已考中进士。
我比他聪明啊，凭什么他考中进士？ 我不甘，我眼睁
睁看着当年那些来我家祝贺的人又将李家的门槛踏
破。 眼睁睁看着他功名加身，赶赴京城做官。 而我，
只是一个普通人， 连那些乡亲们的目光投向我，也
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 方仲永啊方仲永， 你真
是个废物！

忽然惊起，再一瞧，还是现在的我，那个没用的
我，唉！ 时光啊，你回返十五年又如何？ 我一定会好
好读书，那样，现在我也正在大展宏图。 唉，奈何！ 奈
何！

拂袖拭去泪水，月影清晰如故。
方仲永啊！ （指导老师：赵颖)

朋友的陪伴
金华初中初二 18 班 陈奕龙

成长的路上，给予我关爱与力量的，就是朋友的陪伴。 它像一
股清泉，纯净、透明，在你看不见的时候，默默地在后面陪伴着你。

记得有一次，在放学的时候，我与同桌开了个玩笑，结果他当
真了，顺手拿起旁边同学手里的一个玩具就往我头上打，我一急，
起身把他推倒了。 他走了，我一个人在班里坐了近一个小时，当我
想好准备回家的时候， 我忘记了我没有骑车， 习惯性地向车位走
去。 这时，我看到我的同桌就在车位待着。 我走到一半想起自己没
有骑车，调头打算走，他喊住了我：“嘿，一起走吧！ ”他不和我同
路，但为什么想和我走呢？我停下了脚步，等他过来，“等了你
那么长时间，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是吗，你等我干什么？ ”

“嘿，怕你被陌生叔叔拐走。 ”我被他逗笑了。 就这样，我俩打
完架，没事了。

那天晚上，他陪我走回了家，尽管并没有多说几句话，但这种
有朋友陪着的感觉的确很踏实，让人放松。 走到了我家门口，他跟
我说了一声“再见”就骑车走了。再看他的背影，那是一种熟悉又亲
切的感觉。

陪伴，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字眼，此时此刻，在我的心里变得更
加清晰起来。 朋友的陪伴，是你失落时默默的关怀；是你需要他时
qq或微信的秒回；是你一回头就在你身边的安慰。 朋友的陪伴，让
我不再孤单和寂寞。 有朋友陪伴的人生，真好！

猴子荡秋千 张博滔（10 岁）

一件后悔的事
南宫市剑桥英语学校五（2）班 李林溪

在我的童年有一件后悔的事使我至今难忘。
那天，我发了英语卷，考了 86 分。 心想：怎么办啊，

回家又要挨批评了。 忽然，我心里闪出一个念头———改
分。把 86 分改成 96 分不就完了吗！可是我心里又想少
先队员干这种事，被人知道了，还怎么做人啊！

想到这些，这个念头就立马消失了，可是不改分又会被
父母批评，为了不挨批，还是改吧！ 于是，我拿起红色油笔，
双手颤抖着把分改了。

终于，拿着改好的试卷，蹦蹦跳跳回家了。
爸爸看到了我的试卷，说：“不错，这次考的不错！ ”而我

的内心却在深深地谴责自己。
晚上我回到房间，开始痛苦起来，想到爸爸每天早上起

来给我做早饭，每天送我去上学，我却骗了爸爸，真不应该。
我决定向爸爸坦白。

等爸爸下了班，我对爸爸说：“爸爸我错了，我没有
考 96 分，我只考了 86 分，是我自己把分改了，请您原
谅我。 ”我没想到爸爸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夸我是个
好孩子，还对我说，“孩子，诚实永远超于一切。 ”我点
了点头。

从这件事中我明白了：诚实永远超于一切。 一个人只要
诚实，比做了什么好事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