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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春节，本应该是一个

合家团圆，幸福美满的时刻。可是

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我们

的生活打乱。

这一切都源于新型冠状病毒

的侵袭。在病毒潜伏的昼夜，每个

城市都显得那么安静、那么冷清、

那么孤寂。大街小巷中一个人也

没有，新年的热闹仿佛从来没有

过，那条熟悉的街道上，仿佛不曾

繁华过。

世界仿佛按了暂停键，大家都

躲在家里。有的心情恐慌、有的害

怕、有的情绪低落。

许多城市、乡镇乃至村子都采

取了封路等等一系列防止疫情传

播的措施，手机上每天都报道疫情

的发生。人们遵循“一宅二戴三

洗”的原则，戴着厚厚的口罩，这些

口罩遮住了人们脸上灿烂的笑

容。以往的新年，大家走亲访友、

拜年、串门，而如今只能一个字

“宅”。

可是后来，当看见一个个被治

愈的患者，仿佛一轮暖阳，在祖国

上空，照耀着大地……我的心情便

不再失落，而是感到自豪、兴奋。

因为，一直有一群人为抢救病人夜

以继日地工作。他们是武汉和各

地的医务人员，人们心中的白衣天

使，他们在新年的黑幕下，在第一

颗启明星升起的时候，立下誓言：

不离不弃，不计报酬，同武汉共生

死，同进退。她们说：“穿上这件白

大褂就不怕了，因为有了这件衣服

就有了责任，有了信仰。”

武汉啊，你要坚强，你不要忘

了，在你的身后有着强大的祖国，

我们等你康复！

热干面啊，你也要加油，等到

了春暖花开之时，我们不戴口罩，

走在大街上，繁花与共！

通江县铁溪镇什字小学 梁可欣
指导教师 朱昶霖

下午放学后，我和妈妈商量，

到楼下的空地去打羽毛球。

我兴致勃勃地去拿球拍和羽

毛球，拿到后迅速跑到空地中央。

这时候妈妈已经做完热身了，摆出

一个帅气的姿势。

“妈妈，准备好输了吗？”我调

皮地问。

“没准备好，但我准备好赢你

了。”妈妈回道。

“看球！”我把羽毛球向空中一

抛，瞄准目标，用力一拍，羽毛球就

被我打得老远。妈妈迅速向羽毛

球降落的方向跑去。“啪！”羽毛球

又被妈妈拍了回来，羽毛球对着我

飞过来了，我连忙用球拍去接，这

次我用的力更重了。糟糕！我用

力过猛了，竟把羽毛球打到旁边的

树顶上去了。

正当我们苦恼时，爸爸来了。

他像一只行动敏捷的猴子，“嗖”的

一下就爬到树顶上，把羽毛球拿了

下来。“你俩真笨，羽毛球都拿不

到，我要向你妈挑战。”爸爸一边热

身，一边得瑟地说。“好的，我就当

裁判吧！”我搬来小凳子坐在一旁

观看比赛。

首 先 ， 爸 爸 来 了 个 “ 快 又

高”，让妈妈措手不及，没接到

球，妈妈不服气。爸爸又来了一

个“声东击西”，这回妈妈可气得

够呛，因为羽毛球飞到了她的头

上，把她砸痛了。接下来的几个

回合都是爸爸赢，妈妈输得心服

口服，对爸爸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三个又轮流打了会，就回家

了。

运动使我快乐，运动使我健

康，我爱运动！

湖南省隆回县六都寨镇中心小学
五年级146班 欧阳可

指导教师 尹菲

据说，菲律宾有两个好地方，一是

薄荷岛，一是长滩岛。长滩岛之美丽，

正如它的名字，一条长达七公里的银白

色沙滩。雪白的沙滩、碧蓝的海水、和

煦的阳光使长滩岛成为著名的度假胜

地，渴望阳光碧海的游客们在这里游玩

休息，享受着充满惊奇与欢乐的休闲假

期。

清晨，从酒店中散步而出，坐在椰

子树下，清凉的海风送来阵阵花香。潮

水已在黎明到来之前悄悄地退去，银色

沙滩露出了

宽阔的胸膛，

椰树摇曳着

修长的身影，

还有早起的

人 在 捡 贝

壳。黄昏，太

阳像一个生

气的小孩一

样，托着红红

的腮帮子，一个人静静地在海面上消

气。不一会儿，金光四射，海面上出现

了一条条金黄的丝线，美丽极了！大海

也像变色龙一样不停地变换着颜色，一

会黑蓝色、一会儿绿蓝色、一会儿紫蓝

色……各种组合让你目不暇接。

长滩岛上美景很多，美食更多！香

喷喷的烤鸡，让你馋得直流口水；原滋

原味的匹萨，非得让你做回头客；还有

凉凉的椰子冰淇淋，让你在30多度的地

方战胜炎热。如果再来一碗混合着韩

国泡菜和小煎蛋的牛肉拌饭，搭配着一

杯冰镇的芒果冰沙，那滋味简直妙不可

言！

说到玩，小朋友们最开心了。快艇

出海、落日风帆、滑翔伞……还有我最

期待的跳岛浮潜。可是，长滩岛刚经历

了一场台风，台风的余威还没散去，海

上的风浪很大，听说有的船都被吹翻

了，还有人受伤了。所以，安全第一，出

海浮潜的计划只能放弃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沿

着S1沙滩走到尽头，小山脚下有一条绿

树掩映的小道，顺着弯弯曲曲的小道，

穿过一个天然形成的礁石拱门，一片小

巧玲珑的银白色沙滩突然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被小山怀抱在山坳中的“世外桃

源”！

小山用高高的身躯挡住了火辣辣

的阳光，给这里带来了难得的阴凉，海

浪轻轻地抚摸着沙滩上的小石子，把它

们磨得又光又亮。几块礁石在不远的

海浪中忽隐忽现，好像几个皮肤黝黑的

卫士守护着这片美丽的海滩。

爸爸让我戴好潜水镜，带着我慢慢

游到一块礁石旁边，说：“你钻进水里，

看看礁石下面有什么？”我憋住一口气，

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紧划两下就潜到了

礁石下面。

哇，好多五颜六色的小鱼！我第一

次如此近距离地打量它们，那模样可真

是奇特极了。有的全身碧蓝，只在肚皮

上有几条斑纹；有的全身翠绿，尾巴和

鳍上布满黑色的圆点；还有的身上是红

黄绿三色条纹，别提有多美了！我忍不

住想伸手去触碰它们，可是鱼儿很是机

灵，小啄一口，就迅速地撤离，任你怎么

也捉不到它，只是在你的指缝中翩翩起

舞。

我浮出水面，兴奋地对爸爸喊道：

“爸爸，这不就是浮潜吗？”爸爸笑眯眯

地说：“是呀，这就是我给你找到的‘浮

潜世外桃源’啊！”我开心极了，一次又

一次地潜入海底，在礁石间穿梭。在这

宁静的大海里浮潜，真是一种享受，耳

畔静得只有自己的呼吸声。这一刻，我

觉得我仿佛也变成了一条小鱼，在无边

无际的海里畅游……

这里就是美丽的长滩岛，如果喜欢

的话就自己去体会吧！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四（4）班 康钦源
指导教师 曾艳

今年寒假期间，我和爸爸妈妈到广州

干妈家去过年，从成都到广州相距有1700
公里，我们决定乘坐火车。我们坐上动

车，以大约每小时200多公里的速度飞驰，

跨过了一道道平原、河流，穿越了一座座

高山、隧道，只用了大约9个小时就到达广

州了。崭新的动车车厢内宽敞又明亮，坐

起来平稳又舒服，真棒！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我国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著名诗篇《蜀道难》中

发出的由衷感叹。由此说明了自古蜀道

难，行路更难，给后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

印象。

爸爸告诉我，从古至今，由于四川地

处盆地，四周被崇山峻岭所包围，人们要

想进入和走出四川，必须翻山越岭，行走

在陡峭环绕的山间道路上，既险又累，苦

不堪言。新中国建立之前，四川没有铁

路，只有少量简陋的马路，路面也是破烂

不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者们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勇于奉献的革命精

神，先后建成了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

铁路、川黔铁路和襄渝铁路，使“蜀道难”

的状况大大改变。后来，四川又修建了很

多条遍布全省的高速公路，截至 2019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修建公路33.2万

公里，居全国第一，其中高速公路 7238公

里，为全国第三。“蜀道难”终于成为了历

史。

如今从成都坐飞机出省和出国都很

方便，这得益于我国民航业的发展。几年

前的暑假，我参加成都一家媒体组织的小

记者赴香港采风活动，就是乘飞机去的。

我们上午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出发，飞行

了两个多小时，临近中午就到达了有着

“东方之珠”美称的香港，让人感觉乘飞机

出行真是又快又方便！

还有一次，也是暑假，我们一家和刘

叔叔相约自驾前往雅安汉源九襄古镇，中

午出发后，一路畅通无阻，我们体验了修

筑在高耸入云的群山中被誉为“天路”的

雅西高速公路，还穿越了著名的全长达10
公里的“泥巴山隧道”，于当天下午就顺利

到达了目的地。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艰苦努力，

我的家乡天府之国——四川，奇迹般修建

了无数高速铁路、穿山隧道、河流大桥、高

速公路和民航干线，过去“难于上青天”的

蜀道，今天已“天堑变通途”了！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六（6）班 李润淇
指导教师 张欣然

影子是我最忠诚的朋友，也是

我最好的倾听者。我的家在农村，

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务工，我和年

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影子便成了我

最好的朋友。

三年前，爷爷生了一场大病，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很

多债，最终没能挽留住爷爷的生

命。爸爸妈妈迫于无奈，不得不外

出打工，从此以后，我便和影子交

上了朋友。

那段时间，第一次离开父母的

我很不习惯，常常一个人坐着发

呆。因为思念父母，我吃不好，睡

不着。直到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

醒来，开着灯坐在床边，无意间看

到自己的影子，我哭它也哭，我笑

它也笑，这才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

人，我的喜怒哀乐会影响另外一个

“我”——影子。

从此，白天影子陪着我上学、

放学。夜晚，我一个人在空荡黑暗

的房间里，因为有影子陪伴，我不

再害怕黑暗。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影子总会

及时出现，陪着我克服各种困难。

有时候，看着别的孩子有父母接

送，我会难过，甚至因为不理解而

恨过父母。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

我的影子朋友，我会把自己的心事

说给它听，它好像听懂了我的话，

微笑着对我点点头，告诉我要坚

强。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便上了

五年级，也开始了住校生活。在学

校虽然每时每刻都有老师、同学相

伴，但是我和影子朋友一起度过的

每分每秒，却成为我人生中最难忘

的记忆。我想对我的影子朋友说

声“谢谢”！

平昌县灵山小学
五（1）班 苟富成
指导教师 李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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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长滩岛上一幅美丽
绝伦的海景图，让读者身
临其境。

推荐指数：

闪
光
佳
句

黄昏，太阳像一个生
气的小孩一样，托着红红
的腮帮子，一个人静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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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组合让你目不暇接。

小山用高高的身躯挡
住了火辣辣的阳光，给这
里带来了难得的阴凉，海
浪轻轻地抚摸着沙滩上的
小石子，把它们磨得又光
又亮。几块礁石在不远的
海浪中忽隐忽现，好像几
个皮肤黝黑的卫士守护着
这片美丽的海滩。

特别推荐

蜀道之变

点
评

自古皆知“蜀道难”，天府如今
变通途。作者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与
感悟，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四川交
通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主题突
出，详略得当，首尾照应，表达了作
者对蜀道之变的喜悦之情。

我的影子朋友我的影子朋友

点
评

本文语言流畅，中心突出。因为父母外出务工，孤单的“我”便和影子交上了朋友，全文流露出了
作者真挚的感情。

春暖花会开春暖花会开

点
评

文章写出了作者的
所想所感，一些精妙词
语的使用，无形中为文
章增添了不少风采，结
尾点明中心，含蓄隽永，
意味深长，我们一定会
等来春暖花开之时！

打羽毛球

点
评

作者分两个部分写了打羽毛球的经过，第一部分写的是
自己与妈妈之间的比赛，以自己的失败告终；第二部分写的是
爸爸妈妈之间的比赛，以爸爸的胜利结束。通过语言、动作的
描写把两次比赛写得生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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