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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写作课堂

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

市三多村，那里盛产竹子。曾经，

有个农民晚上6点多在竹子身上用

柴刀随意砍了一下，没想到竹子哗

哗地流出了“眼泪”，吓得那个农民

魂不守舍，撒腿就跑。回家后大病

了一场，在家人的再三追问下，他

才说出了“秘密”——自己砍到了

“竹王”，竹王流泪了，家人闻所未

闻，百思不得其解，这件事在当地

轰动一时。

那么竹子真的会流泪吗？

竹子不可能流泪，只会流出像

泪一样的水，那么，水是从哪里来

呢？

原来，这种竹子的根深深地扎

进泥土里，它们拼命地吮吸地下的

水份，并把多余的水储存在一个个

竹节里，虽然竹节是封闭的，但仔细

地看就会发现，整个竹壁上密密麻

麻布满了纤细的导管。一条看似不

起眼，但是成千上万条在一起就不

可小视了，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运

输管，整个竹子从上端到下部都是

贯通的。当你用刀砍一下竹子，导

管口破裂，水就从导管口流了出

来。有人想问，全国这么大，为什么

只有广西的竹子才会流出水呢？

首先有品种因素，广西能流出

水的竹子主要是甜竹和麻竹。这

两种竹子都属于丛生竹。丛生竹

的根叫“竹兜”，一个竹兜就是一个

竹子家族。另外，竹兜生长的地方

要雨水充足，保证有足够的水分。

白天，出于自身生长的需要，

竹子的水分在光合作用和自然蒸

腾中挥发了。傍晚太阳落山，光合

作用渐渐停止。到了晚上，温度降

低了，竹子不需要散热，蒸腾作用

也停止了。此时，竹子正常的生理

活动消耗的水分减少了，只要没有

风，在竹子上钻一个小孔，多余的

水就会流出来。如果晚上有风，它

会把竹叶表面的水蒸汽带走，加大

竹子储水难度。所以要在无风的

晚上，竹子才会流出水来。

自然界里存在着无数的奥秘，

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认真学习，相

信许多的奥秘将会被人类所揭开。

湖南省隆回县岩口镇大观完小
五年级184班 袁想
指导教师 蒋盛玉

总以为时间还早，总认为毕业

很遥远。谁知道，转眼间，我们就

要小学毕业了。很多的事已经淡

忘，记忆深处最难忘的，还是老师。

每天，老师早早地来到学校，

教我们读书、背书。他常对我们

说，时间飞逝如流水，唯独珍惜，才

不负这大好时光；只有好好学习，

才能为进入中学打下扎实的基础。

这些年来，在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坚持读《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75
首》。看着班上的学生会背会写，

他开心地笑了。他教我们读“对韵

歌”，在“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

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中，

我们了解了自然界的变化，感受了

汉字的韵律美、对称美。

写字课上，他一笔一画在黑板

上示范。他常说“写字如做人，一

笔一画都不能马虎”。办手抄报、

写字比赛、作文比赛等活动，激发

了我们的学习兴趣，大家参与着，

进步着。他给优秀者奖励小礼品，

得到表扬的我们，不断地写啊写，

不亦乐乎。

课前，他带来一个神秘的黑色

塑料袋，不知老师“葫芦里卖的什

么药”。我们个个睁大眼睛，伸长

脖子，老师笑而不语。哎呀，老师，

别吊我们胃口了，快打开让我们瞧

瞧，好不好？

铃声响，那神秘的袋子终于打

开了。哈哈，你猜是什么？原来是

五颜六色的气球。真服了老师，学

生面前敢玩气球。他边走边吹，气

球越来越大。我害怕得捂住了耳

朵，闭上了眼睛，生怕气球在我身

边爆炸。

“砰——”气球爆了，我们的心

也放松了。“拿起笔，写下刚才看到

的、想到的。10 分钟，计时开始！”

吹气球是假，写作文是真。呵呵，

没什么难的，大家快速地写着。“时

间到。”老师说停我还在写，我控制

不住啊！

在老师的引导下，我的作文从

100字到 400字到 500字。慢慢地，

我不怕写作文了；渐渐地，我喜欢

上了写作文。这，有老师的功劳。

每次过节日，他总会给我们准

备惊喜。一张张小奖状、一颗颗棒

棒糖、一本本课外书，都是我们的

最爱。拍照、留影，微笑与快乐永

远存在了心中。

毕业的钟声即将敲响，跟母校

说再见的时候到了。但，不能忘记

的，永远是我的老师。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伍仁红
指导教师 邱达官

天晴的时候
雨后天晴，

我到小径中走走，

可爱的蚂蚁，

运着食物来来往往。

小鸟在枝头歌唱，

树梢跟着摇晃。

美妙的音乐，

让花儿不再胆怯，

绽放了。

让小草洗净了尘垢，

嫩绿了。

蜜蜂、蝴蝶，

在花丛中自在闲游。

树叶流下最后一滴泪，

一缕缕阳光让它们，

换上了崭新的面貌。

紧紧抱住爱
紧紧抱住爱，

如果它将离去，

生活将会变成一片荒野，

被冰雪覆盖。

紧紧抱住爱，

如果它不会离去，

生活将会一直幸福下去，

心也会被滋润。

紧紧抱住爱，

插上爱的翅膀，

戴上爱的花环，

飞入爱的世界。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慧源校区
四年级 代萱依

我的妈妈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好妈

妈。她有着长长的头发，水汪汪的眼

睛，细长的腿。笑起来的时候，就像一

朵美丽的玫瑰花；哭起来的时候，她的

泪珠闪着银光，好像一串断了线的珍

珠。但是她很少哭，她经常都是快乐

的。你们知道吗，我的妈妈可是一个

“魔法师”！

我的妈妈可以“变”出很好的文章，

因为她是一个作家。她写了一本童话

书，叫做《乔丁叔叔的小屋》，这本书写

得很有创意，里面的人物又活泼又可

爱。乔丁叔叔的小屋里，住着一个搞笑

而又善良的大叔，他帮助了很多小朋友

实现愿望。虽然，妈妈的童话没有杨红

樱阿姨的书好看，可我还是要给她面

子，每一本我都要仔细看，因为她是我

最亲爱的妈妈呀。

我的妈妈还有一个身份是老师，她

可以“变”出优秀的学生。妈妈对学生

要求很严格，她教出来的学生学习很

好，他们有的成为老师，有的成为导

演。他们创作了很多有趣的动画片，比

如，我喜欢看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在

电影院里，妈妈告诉我，这部作品也有

她的学生参与制作，我听了好激动啊。

妈妈最大的魔法是“变”出了我。

我是妈妈独一无二的宝贝，我也喜欢写

作。我第一次写作文的时候，写了一篇

流水账，妈妈说我像唐僧念经，把我笑

惨了。她告诉我，写作不能拖拖拉拉，

文字要优美，要精炼，她让我观察生活

中的细节，把有意义的事情写下来，就

可以变成好文章了。有了妈妈的教诲，

我终于把文章写好了，还发表在报纸

上。

妈妈还能“变”出无数个充满爱的

瞬间，让我终生难忘。比如，有一次我

发烧生病，半夜当我醒过来时，都能看

到妈妈明亮的眼睛，她用温柔的手抚摸

着我，像一阵风轻轻吹过。到了早晨，

我退烧了，妈妈又端上亲手熬的米汤，

香甜的滋味让我一下子元气满满。比

如，妈妈经常给我推荐很好看的书籍，

书里的世界让我大开眼界，里面有奇思

妙想、有丰富的知识、有精彩的故事，我

感觉生活一下子变得辽阔与美好。

我希望像妈妈一样，长大以后成为

“魔法师”，“变”出好文章，“变”出快乐

和幸福。但是妈妈说，这需要大量阅

读，才能练出深厚的功力，成为一个强

大的“魔法师”。所以，我要多读书，多

写作，朝着梦想前进。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二（8）班 冯锘嘉
指导教师 陈婧

每个孩子在美好又烂漫的童年里，总会有

那么一个充满遐想的秘密基地，我的小房间里

有毛绒绒的布娃娃，有精致的芭比娃娃，还有活

蹦乱跳的小气球。在这目不暇接的玩具中，我

最喜欢的还是——毛绒小鸭。

这只可爱的小鸭子，是我10岁生日那天哥

哥送我的玩具。瞧！两颗又黑又圆的珠子闪着

黑珍珠一般的光，胖乎乎的肚子上披着一件深

蓝色的小马甲，和明艳的黄皮毛格外般配。小

鸭还学着大人打一条五色斑斓的小领带呢！看

起来真是好玩又可爱。它有着扁平的脚，又长

又黄的嘴，好像在对我说:“我不是鸡，我是鸭子

哦！”小鸭摸起来又松又软，身体里的棉花一定

在睡觉，不然怎么会一动不动呢？这可爱又有

意义的礼物让我格外珍惜。

毛绒小鸭不仅长得有趣，还是我学习时的

好伙伴呢！在我做作业时，它会在一旁蹲着静

候，好像害怕打扰我学习似的。可是，写作业前

还没和我玩够的小皮球总是“兴奋过度”，上蹿

下跳的，吵得我心神不宁。这时，我会用小鸭又

宽又大的翅膀抱住小气球，使小皮球“冷静”下

来。这时，小皮球便躺在温暖的棉花里睡着

了。房间里安静了下来，我立刻夸奖小鸭，小鸭

害羞地一言不发。

晚上，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睡。虽然我体

型大，但是胆子小啊！我怕凶猛的老鼠乱叫，

怕恐怖故事里的鬼怪，更怕黑夜将我吞噬！这

不，老鼠趁着半夜三更来偷吃我房间里的零

食。我立刻被这“小场面”吓得惊慌失措，这

时，我一把抓过小鸭，紧紧地把它抱住。毛茸

茸的棉花融化我对黑暗的恐惧，娇小的身体为

我筑起勇敢的城墙。于是，小鸭陪我度过一个

又一个心惊胆战的夜，听我讲述一件又一件心

事。

小鸭为我带来希望，带来快乐，带来慰藉。

小鸭，一个没有生命的玩具，成了我的最爱。

隆昌市大南街小学 郑力
指导教师 郑杰琼

推荐理由：“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
远。”即将小学毕业的孩子们，心中有千言
万语总想说出来。他们心中不能忘记的，
是老师。作者通过“读背古诗词”“教写字”
“教作文”“给孩子过节日”等场景的描写，
表达了对老师的崇敬与感恩之情。文章详
略得当，首尾呼应，简单明晰的情节中，处
处包含着对老师的不舍。

推荐指数：

闪
光
佳
句

课前，他带来一个神秘的黑色塑料袋，
不知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个个
睁大眼睛，伸长脖子，老师笑而不语。哎
呀，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快打开让我们
瞧瞧，好不好？

铃声响，那神秘的袋子终于打开了。哈
哈，你猜是什么？原来是五颜六色的气球。
真服了老师，学生面前敢玩气球。他边走边
吹，气球越来越大。我害怕得捂住了耳朵，
闭上了眼睛，生怕气球在我身边爆炸。

“砰——”气球爆了，我们的心也放松
了。“拿起笔，写下刚才看到的、想到的。10分
钟，计时开始！”吹气球是假，写作文是真。呵
呵，没什么难的，大家快速地写着。“时间到。”
老师说停我还在写，我控制不住啊！

特别推荐 师恩永难忘师恩永难忘

第一首诗歌活泼轻快
的笔调，描述了雨后天晴的
美丽景色；第二首诗歌用排
比、重复手法烘托出对爱的
赞美之情。不同的风格展
现出作者娴熟的文字功底。

点
评

几只鸟儿在一起聊天，它们觉

得现在的生活太无聊了。

一只美丽聪明的喜鹊姐姐说：

“要不我们来比赛吧！”穿一身黑白

相间衣服的燕子哥哥点头答应：

“我们来比赛谁飞得快吧！”

于是，他们决定在十日后进行

比赛。喜鹊姐姐每天都去捉许多小

虫子来吃，把体力补充得满满的。

燕子哥哥则每天都去比赛场地飞几

圈，为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

终于到了比赛的那一天，喜鹊

姐姐和燕子哥哥早已飞到了场地，

猫头鹰裁判也到了。赛场上人山

人海，热闹极了。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猫头

鹰裁判一声令下，运动员就像离弦

的箭一般飞了出去。你瞧！一开

始，燕子哥哥遥遥领先，喜鹊姐姐悄

悄地瞟了一眼，呀！大事不妙，自己

竟然落后了。她赶紧使出吃奶的劲

向前飞，超过了燕子哥哥，得意地看

了燕子哥哥一眼，仿佛在说：“我能

赢你的。”燕子哥哥也不甘示弱，使

劲往前飞，又超过了喜鹊姐姐。就

这样，你追我赶，互不相让。

马上到终点了！十米、五米、

三米、一米！燕子哥哥率先到达终

点，大家欢呼着把燕子哥哥送上了

领奖台，他满面春风地举起奖杯，

为大家讲述飞行经验。喜鹊姐姐

听得格外认真，她下定决心，以后

一定要多多练习。

这真是一次有趣又有意义的

比赛呀！

中江县实验小学校东街校区
二（1）班 陈孟熙
指导教师 向顺玉

作者善于发现大自然的奥秘，以流“泪”的标题引起
读者的阅读兴趣，通过设问的表达式把问题依次铺开，也
把读者带进了神秘而有趣的竹林。

点
评

会流会流““泪泪””的竹子的竹子

我的妈妈是我的妈妈是““魔法师魔法师””

比比谁最快我的毛绒小鸭我的毛绒小鸭

在作者稚嫩的笔下，妈妈这
个“魔法师”变化多端、无所不
能，流露出对妈妈满满的崇拜
感，神奇的“魔法”离不开后天的
努力，这一阐释升华了主题。

点
评

作者语言幽默诙谐，对句子的把
控能力强。文章从对玩具鸭的外形
特点，到给“我”带来的快乐与慰藉都
描写得形象逼真，画面感很强。

点
评

文章想象丰富，充满
童趣，作者把喜鹊的神
态、动作刻画得惟妙惟
肖，结尾不忘点题，是一
篇比较励志的想象练笔。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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