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趣事
育红小学五年级 刘瀚博

暑假里，做了几件好玩有趣的傻事。 现在让我给你们讲
一讲吧！

第一件，就是上作文课的事。 我记得老师通知上课时间
是 3 点半到 6 点半，于是，3 点的时候，我骑上自行车，飞出
了家门。边骑我边想：这回我肯定会比较早。可是，到了教室
我就傻眼了，大脑一片空白，因为大家坐得整整齐齐的，全
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老师说：“瀚博，3点半你才来。 ”

我不在状态地问：“我来早了？ ”说着我就往外走。 老师
扑哧笑着拉住了我，“不是，是你来晚了！ ”我赶紧坐到自己
的座位上，虽然打开了教材，但心里还是一片迷茫：“难道不
是 3点半上课？ 难道不是 3点半上课？ ……”我的大脑里循
环往复的就是这个问号。 我记得老师说天气太热，推迟到 3
点半啊！

终于下课了，我去问老师，才知道一开始我就把时间听
错了。 唉，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还呆呆傻傻地问：
“我是不是来早了？ ”唉，糗大了。

第二件，是我上羽毛球班的事。 那天刚刚下过雨，我不
知道在哪踩了一脚黑泥。 来到羽毛球馆， 我浑然不知地跑
步，跑圈下来了，教练看到了我踩在地上的黑泥，还以为是
狗屎呢！“刘瀚博，是不是你踩了狗屎了？ ”教练的一句话把
大家全都逗笑了，好多队员的泪都笑出来啦。

我闷头看自己的脚下，才知道我踩了一脚黑泥。 于是又
跟教练解释了一番。 不过，我最后被教练罚打扫场地，还必
须用墩布把场地墩干净。 唉，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这就是我的暑假好玩的故事，是不是很好笑啊！

都是“吸铁石”惹得祸
小学五年级 程美婷

最近，我非常苦恼，因为我们的伙伴中出了两个“吸铁石”，所
以晚上都不敢去跟伙伴们骑车健身了。究竟怎么回事呢？让我给你
们讲讲吧！

前几天，我捡了一块吸铁石，一直玩，感觉吸铁石的魅力很大。
晚上，骑车去找伙伴们玩，我们绕着操场骑。骑到半路，我不知不觉
将车子偏向了楠楠，我想：“车子是铁的，难道楠楠接受天地之灵气
变成了吸铁石？ ”于是我随口叫了一句“南极吸铁石”，因为楠楠的
名字有“南”的谐音，于是，我们的骑车队伍的第一个“吸铁石”诞生
了。

第二天，我们照样骑车绕着操场转圈健身。 月光、星光和灯光
将操场装扮得格外朦胧又美丽。 突然，“啊”地一声，我们看见朵朵
的车子和小伊的车子撞到了一起，车头都撞歪了。因为是小伊的车
子骑歪了，于是我们队伍里第二个“吸铁石”诞生了———“北极吸铁
石”小伊。

随着两位“吸铁石”的诞生，我们的队伍也不再安宁了。每天骑
自行车都必须避让这两个危险的“吸铁石”。 于是，巧妙避让“吸铁
石” 的游戏每晚准时上映……欢声笑语就此起彼伏地在操场上荡
漾起来。

唉，都是“吸铁石”惹得祸！

西安游记
幸福源小学一（3）班 刘辰宇

暑假里，爸爸妈妈和我来到西安玩儿。 初到西安，最
显眼的当是钟鼓楼。它们是西安的中心地标建筑，在古代
用于报时。两楼东西相望，庄严肃穆。晚上华灯初上、流光
溢彩，很是好看。

来到西安， 一定要去参观最负盛名的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它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虽然心里早有准备它的
盛威,但是当我真正看到这些埋藏于地下 2200 年的金
戈铁马时 , 还是深深得被震撼到了。 我不禁有点冲
动，想伸手去摸摸这些士兵和战马，来一次历史的穿
越！

距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不远的另一处名胜古迹华
清池，那里有天然温泉是供唐代皇帝、妃子、大臣避暑洗
浴的地方。 也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发生之地！

走了这么远，说一说西安的美食吧！西安有一条回民
街，汇集了当地所有的美食：羊肉泡馍、陕西凉皮、灌汤
包、肉夹馍……还有很多很多，只怕肚子太小呢。

（指导教师 郭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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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
育红小学五年级 孟令桦

放暑假了，无聊时，便在自己家、爷爷家、姥爷家三家转悠。 昨
日转到爷爷家，写完作业下楼玩，蓦然，我在小屋的一个角落看到
了那辆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小四轮自行车。

记得那时我刚 3 岁，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所以，我小小年纪就
成了爷爷家的常客。爷爷怕我孤单，就常常拉着骑在小四轮上的我
转悠。 近处，达活泉公园、紫金公园；远处，内丘、巨鹿，处处都留下
了爷爷和我的足迹。 而我的座驾，就是眼前的这辆小四轮。

就在我感慨的时候，一阵清脆的鸟叫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顿时
又想起了我和爷爷逮鸟的岁月。

爷爷是逮鸟高手，但爷爷每次只捉一只，每年只捉一次。 所以
爷爷的鸟笼里从来没有空过。看着爷爷将诱饵放在一个箩筐下，然
后静静地跑到一边，像一个猎人静等猎物上钩一样，真是感觉刺激极了。

然而，岁月匆匆，睹物思人，如今那个爱我的爷爷，已经去了另
一个世界。

那一年，爷爷患上了胃癌，我听到了这消息时不禁怔住了。 我
不相信我那坚强的爷爷会被病魔征服，我祈祷爷爷快一点好起来。
但是， 爷爷在和病魔争斗了两年之后， 还是在一个凌晨离开了我
们。 噩耗传来，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那个爱我的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

思绪又回到眼前， 那静静的在一角的小四轮， 是不是和我一
样，在思念爷爷呢？

“筷子兄弟”和“小苹果”
逸夫小学东校区五（三）班 程琛琛

“筷子兄弟”的《小苹果》那可是 2014 年最流行的神
曲啊！ 而我们今天却玩了这样一个游戏。

那是作文课上， 老师将我们分为几组进行的筷子夹
球跑的游戏。 游戏规则为:同学们分别分成三组，每组六
人，其中两人分别为指挥者和捡球者，另外两人为第一轮
比赛选手。用“长筷子”将球从“桥”的一端运到另一端。第
二组接力，同样把球运到桥的另一端。 哪个组先运到，哪
组获胜。 期间老师没说开始之前哪个组的“长筷子”先夹
到球便被罚五秒钟。游戏道具长筷子为接力棒，一个课桌
为桥，排球代表小苹果。

游戏开始之前，老师让我们开动脑筋讨论方案，我和
队友王涵玉为第一棒，王佳琦和马晨轩为第二棒，宋宣颖
和王皇喻分别为指挥员和捡球员。我们一起商量对策，我
提出“抬担架”的方法，就是一个人抬着两个接力棒的一
端，另一人抬着接力棒的另一端，球夹在中间。 这种方法
得到了全队大力支持。

我们队以必胜的信心上场， 我们几个女生把手放在
了一起，大喊了一声“加油！”我们都带着满脸的笑容为自
己加油打气。我和王涵玉跃跃欲试，早早地拿好球、筷子，
准备比赛。 教室里非常安静， 静到笔落地的声音都能听
见。 大家屏住呼吸，队员们都成半蹲状，虽说长筷子离球
很近，但是都没有挨到球。 老师喊道：“三、二、一……”没
有等到说“开始”，我就把球夹住，导致犯规被延迟五秒，
队友们都用愤怒的眼光看着我。 老师再次喊道：“三、二、
一……”时，我嗅到了教室里的火药味。 这时我发现自己
的手心全是汗，我暗暗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紧张。“开始！”
我和王涵玉以最快的速度稳稳地夹住球达到“对岸”，下
一棒是王佳琦和马晨轩， 他们同样飞速将躺在担架上的
球运了过去。 而其他队和“奔跑吧兄弟”节目中介绍的方
法一样， 两名队友并排站立， 一人拿住一根长筷子的一
端，球被筷子的另一端夹起，但这种方法始终不稳，球不
断地掉下来，中途发现了我们的方法开始学习。但只听一
声：“停！ ”也就是我们队率先赢得了比赛。 队友们开心地
跳了起来。

我们组的队员整齐地站在讲台上摆了一个胜利的姿
势，老师给我们照相留念，所有人都留下了灿烂的笑容。

从这个游戏中我知道了玩游戏要用脑子， 朋友之间
的默契和信任是赢得比赛的关键。

我的姥爷
金华中学初二（18）班 张恒玮

我又和姥爷闹别扭了。
姥爷已经七十多了，头发灰白，像鲁迅的头发一样朝天竖起。

皮肤黝黑，长寿眉斜插入鬓。 瘦高个儿，衣服下隐现几根突兀的肋骨。
我总觉得时间将我深爱的这个老人的理性和智慧都带走了，

他有时不太讲理，有时无理取闹，像个老小孩儿一样。
每次见到这样的姥爷，我就会想到他年轻气盛时的意气风发。
听妈妈说，姥爷年轻时是她老家的大能人。开着一座山一样大

的大货车，跑遍全中国。东奔西跑那么多年，愣是没出过事。不管货
物贵重还是低廉，他都一视同仁，尽心尽力。 姥爷还兼木工、瓦工、
甚至会写春联。 姥爷的传奇是，用一支捡来的破毛笔和小学学历，
奋发图强，竟然写出了一手飘逸俊秀的毛笔字，使得全乡的人都踏
破门槛请姥爷写春联。

姥爷是乡里的传奇，一等一的好手，但，那不是我心中的姥爷。
我是姥爷带大的。 儿时的记忆中，姥爷总是满脸笑容，一件白

色的汗衫，黑色的窄脚裤，手执一把蒲扇，脚下放着一只老旧的收
音机。他坐在路旁跟着收音机里的戏曲哼着，看着马路上人来人往
的热闹。 我一哭，他就把我放在腿上，轻轻抖着，嘴里哄着。 总有老
乡跟这个大名人打招呼，问到我，姥爷总是满脸开花地炫耀：“我外
孙女，外孙女！ ”

长大一点， 就记得他总是喜欢准备好多好吃的， 让我尝尝这
个，吃吃那个。 总把最好的留给我吃，他自己不吃。

记得有一次他过生日，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一些
感谢姥爷的话、过往的琐事、末了加了一句“我爱你”。 当时那严肃
的老寿星面无表情地收下了。 几年后，我已忘却这件事时，却在他
的抽屉里看见了这个本子，用红布包着，里面写满了祝福的话语。

那曾经的老人和现在的老人重叠，却发现哪里有些不一样了。
每当他又开始发脾气时，我想起往事就忍住了与他争执的冲动。

时光将足迹留在姥爷的白发上， 岁月也将烙印雕刻在了姥爷
日渐佝偻的身姿上。 常常想起姥爷，想起他的沧桑变化，想起他还
可以陪我多少年？他的孩子气我怎么就不能容忍呢？这样的爱我的
老人我怎能不爱他呢？

龟兔赛跑 张铁怡（10 岁）

逗猫
育红小学五（3）班 杜小鱼

猫是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我妈喜欢猫，我也喜欢。
我们家里养着两只小猫，大的叫喵木兰，黑色，整天像

个战士一样充满激情；小的叫喵牡丹，白色的，特别漂亮。
喵木兰和喵牡丹整天呆在屋里，会显得不耐烦，但领它

们出去玩儿又怕它们丢了。 于是，我会抽时间把它们放在窗
户外面放放风。 它们吹着外面的风，看起来舒服极了。 有一
次，我把它们俩放在窗户外面吹风，它们高兴地竟然打起架
玩儿，不料，喵木兰不小心掉了下去。 我正着急，只见它抓住
了二楼窗户的防盗网喵喵地冲我叫。 我马上下到二楼去救
它，它在有惊无险。

喵牡丹超级懒， 白天睡觉晚上和喵木兰打会儿架接着
睡。 它睡觉的时候会很乖，把它放在哪里就躺在哪里睡。 如
果把它放到喵木兰身上， 好戏马上就来了： 喵木兰就会咬
它，他俩马上就掐起来。 这时，我会悠哉悠哉地看着它们打
架。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手调停的。 有时候喵牡丹没事找
事故意抓喵木兰一下，结果它们俩就打了起来，我也只是观
战，它们打的越猛我就越高兴，我还给他们助威呢！ 我没事
儿时就会用手挠它们，它们从不咬我，偶尔会用手抓我。 我
的手左右摇动，它们的手也跟着摇，像机器猫一样。

它们爱玩线、胶带、绳子什么的，见到这些东西就会抓。
我好用胶带逗它们，它们想抓住胶带，就往上跳。 它们的跳
跃能力真的很好，每次都能抓住目标。 妈妈给它们买了一个
玩具老鼠，我把老鼠挂在墙上，它们看着老鼠在绳子上荡来
荡去，抓的可开心了。

我用两个冰糕箱子给两只猫做了两个窝， 在箱子上弄
了几个孔，把两个箱子放在一起，让孔对着孔。 它们俩见了
箱子就往里钻，一只钻一个，在箱子里看到对方就用可爱的
小爪子狂挠对方，特别好笑。 它们闲着没事还咬箱子，两只
箱子已经被它们快咬烂了。 喵牡丹还爱吃冰棍，我只要拿冰
棍在它面前晃一下，它就喵喵地跟着我跑，非得吃一口才不
追。 喵木兰相对来说就挑剔一点，猫粮都要挑拣着吃。

我喜欢我们家的喵木兰和喵牡丹。 没事儿了逗一逗它
们，真开心。 （指导教师 李文朝）

乒乓球 付子明（8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