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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是一朵甜甜的浪花，

时常激起我心中的涟漪。

学校操场上、花台旁、活动室，留下

了我们排练节目的身影。没人说苦，没

人说累，大家都盼望着儿童节快点来

到。天高云淡，微风吹拂，我们终于迎

来了自己的节日。看吧，操场上彩旗飘

扬，人声鼎沸。全校师生穿上节日的盛

装，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校园，参加一

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文艺演出活动。

嘿嘿，我和小伙伴们很满意地欣赏

着自己的服装：上面印有一条金龙，它

腾空飞翔，旁边有一个飘逸的“武”字，

与我们表演的节目是多么相配。哈哈，

你听，轮到我们登台表演节目了：“下面

请欣赏武术表演——花拳绣腿。”此时

此刻，激动的我们早已在舞台中央排好

队形。

音乐响起，我们精神抖擞，紧跟着

节拍，摆出各种武术造型，伴着全场观

众阵阵掌声，我们表演得更加投入了。

节奏越来越快，“嘿哈”的呐喊声不断响

彻在校园上空，现场观众连连叫好。眼

有神、掌有力、腿有劲、行如风。嘻嘻，

是不是颇有一番“武打小生”的范儿？

武术表演结束，我们马上准备《对

韵歌》的朗诵。换上服装，带上道具。

呵呵，眨眼间，一群“武打小子”变成了

文质彬彬的中华少年。

“天对地，室对家，落日对流霞。黄

莺对翠鸟，甜菜对苦瓜……”在竹响板

与铁摇铃交错伴奏声里，我们的朗诵渐

渐进入佳境。台下的观众，也忍不住随

着节奏拍起手来，参与互动。我们边朗

诵边变化着表演队伍，整齐的脚步声和

着道具的击打声，全场变得更热闹了。

你听，“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

西；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读春秋，

读——春——秋！”在一片热烈的掌声

中，我们的表演完美落幕。

六一儿童节，我们的节日，我们尽

情地唱啊跳啊，舞之蹈之，心里有说不

出的快乐。沉浸在节日气氛里的孩子

们，品尝着童年的滋味，这滋味是那样

甜蜜，久久驻留心田。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黄语涵
指导教师 邱达官

幸福是什么？有人说，幸福是困

难中的一声问候；有人说，幸福是失

意时的一次鼓励；还有人说，幸福是

绝望中的一次挽救。而我认为靠自

己的劳动去创造的才是真正的幸福。

袁隆平爷爷为了培育杂交水稻

的种子，艰苦努力，任劳任怨，花了10
年的时间终于解决了杂交水稻研究

中遇到的诸多世界性难题。他还与

人合作，成功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

种子的技术，这种杂交水稻亩产达到

1000多公斤，为改变我国粮食生产的

落后状态打了一个翻身仗。现在杂

交水稻在全世界都有种植，可以这样

说，它拯救了上亿个家庭。

他的事业“很小”，只是一粒稻

米；他的事业“很大”，大到可以让全

人类受益。袁隆平爷爷靠自己的劳

动创造幸福，他创造的不仅仅是个

人的幸福，更是全人类的幸福。

管延安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中

的一员，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钳

工。20多年来螺丝拧了拆，拆了拧，

他并不觉得枯燥。他拧过最大的扳

手要用吊车吊，两个人都抬不动；拧

过最小的螺丝不到2毫米，跟芝麻粒

一样。经过上万次重复的工作，管

延安练就了左右手拧螺丝，均能实

现误差不超过 1mm的高精准水平。

就这样，5 年间，他为港珠澳大桥沉

管隧道拧上了60多万颗螺丝。

这种从简单到极致的事例在港

珠澳大桥的建设过程中数不胜数。

每一位技术员，每一位钢筋工，每一

位混凝土工，每一位测量员，每一位

试验员……他们都是港珠澳大桥建

设的主人公，他们用劳动创造了自

己的幸福，更创造了中华儿女的幸

福。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

将这一美德传承下来，学习之余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洗碗、拖

地、做饭……让我们从小事做起，用

劳动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武胜县城南小学
六（1）班 黄小芸
指导教师 张影勤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很多事

情，好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坏

事却黯然失色。它们有的告诉我

们一些做人的哲理；有的给我们

分享成长的喜悦；有的指引我们

前进的正确方向……我们在这些

事情中慢慢长大，品味人生的多

彩。

那天，在外公乡下的老家，吃

完午饭后，我飞快地跑到电视机

前，迫不及待地按下开关，坐在沙

发上，沉迷于动画片中。

动画片很快就结束了。还想

看动画片的我跑到饭桌前，拽着

外公的手，说：“外公，我还想看动

画片，给我调一调动画片嘛！”外

公正在吃饭，并且好像在给家里

安排什么事情，但是，我还是不管

不顾地纠缠着他。终于，外公忍

无可忍，把手中的筷子往桌上一

丢，我被吓倒了，急忙把手放开。

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外公

转过身来，脸红得像一头发怒的

狮子，顿时屋里充满了火药味，外

公劈头盖脸地把“火”向我身上喷

过来。

我当时吓懵了，心想：外公今

天怎么了，怎么骂我骂得那么厉

害啊？随后，我控制不住自己的

情绪，冲进房间，扑到床上哭起

来。屋外，外婆与外公大声地争

吵着，我想肯定是因为外公骂我

这个缘故吧。

哭了一会儿，我小心翼翼地

走出房间，发现客厅里没人，原来

他们都去午休了。我不敢打开电

视机，轻轻地溜到玩具箱旁，无声

无息地玩起了玩具，一直到离开

外公老家，我都没有打开电视机。

要离开外公老家时，我才知

道，原来当时外公正在和大家商

量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而我一

再打扰他，所以他就一下子发火

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

去了好几年，但在我的心里烙下

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外公的发

火，让我明白了要学会尊重长辈，

要讲文明懂礼貌，在别人正在商

量重要事情的时候，千万要学会

等待。

外公的一次生气让我长大了

很多，也明白了很多道理，这些道

理会让我今后的人生之路更加通

畅、平坦。

泸州天立国际小学
五（3）班 曾诗懿
指导教师 林忠莉

我的房间里有许多玩具：

霸气的变形金刚，凶猛的老虎

玩偶，漂亮的直升飞机模型，可

爱的小黄鸭机器人……这些玩

具像一个个侍卫，乖乖地站在

自己的位置，等候我随时调遣，

陪伴我玩耍。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 10
岁生日时，好朋友送给我的超

级大熊。

大熊穿着一件浅棕色的衣

服，上面有着毛茸茸的，犹如云

朵似的卷毛，特别柔软；粉嘟嘟

的脸上嵌着一双水汪汪的，葡

萄一般的眼睛；一张甜蜜的嘴

巴，再加上小月牙似的尾巴和

大大的耳朵，别提有多可爱啦！

我还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可

爱的名字，因为它的颜色和奶

茶的颜色相近，所以，我就叫它

“奶茶”。

“奶茶”和我就像兄弟般

心连心。每当我有什么烦心事

或者心里话的时候，我会回到

房间，抱着“奶茶”说给它

听。“奶茶”不但是我的兄

弟，还是我的好朋友，每当我

放学回到家，都会和它分享我

在学校的快乐事情。

等我把作业写完，我还会

和“奶茶”一起玩过家家，我开

心地在地上打滚，玩累了就和

它躺在床上听音乐。如果“奶

茶”脏了，我会给它洗个澡。“奶

茶”可乖了，虽然有泡沫进了眼

睛里，可它也不会哭。洗完澡

后，给它做个阳光浴，它又变成

了一个干净的大熊，抱着干净

的“奶茶”，总能闻到一股暖暖

的味道。

你们知道吗？“奶茶”还有

一个神奇的力量，每当我学习

感到累的时候，回头看到它，什

么累都消失了，学习起来也就

更有劲儿了。

大熊“奶茶”，是你给我解

忧，是你分享我的快乐，是你陪

伴我度过闲暇时光，给我快乐

的童年。哪怕你变老变旧，我

都不会嫌弃你，我要你一直陪

我长大。

隆昌市大南街小学 计翔
指导教师 郑杰琼

推荐理由：作者从丰
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中，选
取印象深刻的两个场景，
通过细腻的场面描写，展
现了少年儿童活泼、向上
的风貌。文章首尾呼应，
结构严谨，突出了“快乐
童年”这一中心。

推荐指数：

闪
光
佳
句

音乐响起，我们精神
抖擞，紧跟着节拍，摆出各
种武术造型，伴着全场观
众阵阵掌声，我们表演得
更加投入了。节奏越来越
快，“嘿哈”的呐喊声不断
响彻在校园上空，现场观
众连连叫好。眼有神、掌
有力、腿有劲、行如风。嘻
嘻，是不是颇有一番“武打
小生”的范儿？

特别推荐 快乐的儿童节快乐的儿童节

在春天的时候

请到小河边去走走

给雨润过的草地

冰凉又轻柔

快乐的鱼儿

一下子跃出水面

不再胆怯的桃花

悄悄地探出小脑袋

试试寒，试试暖

然后一瓣瓣地绽放

勤劳可爱的小蜜蜂

在花丛中不停地穿梭

把它那透明的“衣裳”

迎着阳光一开一放

到小河边去走走吧

在春天的时候

浸着光，哼着曲

踏着碧草，穿越花海

看山间飘动的深红

洪雅县实验小学
四（4）班 李嘉瑷
指导教师 谢涛

他生气了

点
评

文章中对外公生气
的样子以及“我”的委屈，
描写到位，由“外公生气
了”悟出“学会尊重长辈、
讲文明懂礼貌”的道理，
看得出作者是一个善于
思考的人。

宜宾的翠屏山是一个美丽又好

玩的地方。

来到翠屏山脚下，往上看，一条

很长的石梯，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们

一步步往上爬，到半山腰时，每走一

步都汗水直流。

道路两旁的花草很多，一种花

还没有谢，另一种花又开了，一阵阵

花香扑面而来，让人神清气爽。

我们来到动物园，走进大门

一眼望去，我就看见了可爱温柔

的小白兔，一蹦一跳地走了；接

着 是 一 只 凶 猛 的 老 虎 ， 仔 细 一

看 ， 猫 就 像 老 虎 的 亲 生 儿 子 一

样，只是小点，其他都没有什么

差别；还有脖子长长的长颈鹿，

我拿一把菜叶子喂它，它低下头

来吃，看着真可爱。动物园里还

有很多动物，真的是数不胜数。

又经过了一道漫长的石梯，便

来到了哪吒行宫。哪吒宫是我们宜

宾人民为了纪念哪吒给他修建的一

个行宫。在我们宜宾有哪吒的传

说，大家都知道哪吒出生在陈塘关，

也就是现在的南广镇，在南广镇江

边还有一个叫“龙脊石”的地方，据

说“龙脊石”就是哪吒打死龙王三太

子敖丙的龙骨。

还有哪吒削骨还父，削肉还母

之后，为了给哪吒重塑身体，他的母

亲找到真武山的太乙真人，在天池

公园的荷花池里用莲藕为他重塑了

身体，才有了后来的哪吒。这些地

方都在我们宜宾哦。

来到山顶的寺庙，在那里我最

喜欢的就是摸“福”字了，你要是闭

眼行走摸到了“福”字，说明你今天

运气好，但不一定每次都可以摸到

“福”字。

宜宾的翠屏山还有许多好玩的

地方，如果你要来玩，一定要叫上我

这个小导游哦！

宜宾市翠屏区西郊中心小学
四（2）班 钟海杰
指导教师 卢纯军

点
评

作者按游览的先后顺
序记叙了自己游翠屏山的
所见所感，详细介绍了哪吒
行宫关于哪吒的传说，处处
表达自己对翠屏山的喜爱
之情。

翠屏山游记

在春天的在春天的
时候时候

点
评

一首轻灵的现代小
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描
写生动，意境优美，让人
忍不住真的想去小河边
走走呢！

我的大熊我的大熊““奶茶奶茶””

点
评

文章通过取有趣的名字，与“大熊”玩耍，帮“大熊”洗澡、晒太阳，解除学习上的疲劳等方面，表现出作者对
“大熊”的喜爱之情。

劳动创造幸福

点
评

幸福是什么？作者用
真实的案例和朴实的语言
告诉我们，靠自己的劳动创
造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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