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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那天，妈妈宣布要过一

个真正的劳动节。姥姥、爸爸和妈妈

在厨房里忙活着，一个小女孩跟着我

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各自拿着

拖帚拖地，拖着拖着，只听见“啪”的一

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女孩滑倒在

地板上，摔了个四脚朝天！一家人赶

紧围拢过来，还没来得及扶，她已经爬

了起来，用脚跺跺地板，说了声“再

来”，便又开始劳动了。看到她这样

子，全家人都笑了。她突然冒了一句：

“给我点个赞！”她，就是爸妈的“二

孩”，我可爱的妹妹。

3年前，妹妹出生了。第一次当

哥哥，我的内心无比激动和兴奋，对

于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妹妹的陪

伴，总不会那么孤寂。但不曾料到，

这个妹妹既可爱又顽皮。妹妹一出生

就没有一般女孩的恬静，据妈妈说，

她在医院里断断续续地哭了两天方肯

停歇。

一个周末，我还没起床，就听见

一阵声嘶力竭的哭声从妹妹房间里传

出，响彻全屋。我估计是妹妹一睁

眼，不见大人在身边的缘故。顾不得

多想，我把被窝一蹬，衣服一穿，拖

鞋都来不及穿，百米冲刺般来到妹妹

的房间。一阵连亲带哄，终于把她弄

下床。我们到厨房吃早饭，她小嘴一

噘，双手一叉腰，眼睛一瞪，说：

“哥哥，我要你喂我。”我心想这样不

好，长此以往，会不会把她惯坏呀。

见我没有什么动作，她竟然把嘴巴一

闭，像要“绝食”似的。我只得连连

赔不是，绞尽了脑汁，才解了这道难

题。

尽管她有时不乖，但很多时候却

惹人喜爱。一次在郊外游玩，我们看

见荒地上有一株萝卜。她笑容满面，

一路小跑，两个小辫子，在空中左摇右

晃像跳舞一样。到了跟前，妹妹那双

水灵灵的大眼睛转了转，伸出双手抓

着萝卜缨子，涨红了脸，小脚一蹬，

脑袋一仰，使劲一拔，成功的喜悦马

上就要攀上眉梢，哪知她却一屁股坐

到地上。回头一看，见她手里只攥着

几片青青的叶子！我忍不住笑了，妹

妹不服气地说道：“哼，我一定要把

它拔出来！”

听了妹妹的话，我被她那不折不

挠的精神所感动，走过去想帮她。但

她没同意，结果第二次拔萝卜还是失

败了。这时，妹妹眼里含泪向我救助：

“哥哥，你帮帮我吧。”我想了一下说：

“亲爱的妹妹，既然你拔不出来，那就

挖出来呀！”

妹妹思索片刻，露出一副恍然大

悟的神情，一阵旋风似的跑回家拿来

一把铲子。用小铲子把萝卜周围的土

清掉，慢慢地，一个大萝卜就呈现在我

们眼前。“哇噻，好大哟！”妹妹惊奇地

揉了揉眼睛，开心地笑了。我们抱着

战利品回到家中，爸爸妈妈夸奖了我

们。

玩归玩，闹归闹，莫拿睡觉开玩

笑。“五一”节快结束这天，想到父母平

时都很忙碌，我就独自带上妹妹外出

玩了一天。晚上，妹妹又叫我陪她玩

游戏，玩着玩着，妹妹的上下眼皮开始

打起架来，我赶紧陪着她洗漱。一会

儿，她就进入梦乡了。

看着小妹妹，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道：好妹妹，快长大……

南充市三原实验学校
七年级优直二班 白浩楠

指导教师 李冬欧

我家有一只乌龟，它已经在我家

住了好多年了。

这只乌龟大王的“王府”就在我家

的楼顶鱼池里。我记得它之前刚进鱼

池的时候手脚乱舞，伸长了头颈试探

着，好像是对陌生的环境感到十分害

怕，又好像是对自己有了新的“宫殿”

而感到兴奋。

这只乌龟大王很爱惜自己的地

盘，凡有“陌生人”进入，如小鱼、小虾，

它一定会将其“消灭”掉，因为它特别

害怕别人来抢它的地盘。真是一位

“小气”的大王啊！

这位大王还是一位“游泳健将”

呢。每当天晴的时候，乌龟大王就趁

我们不注意爬上假山，悠闲地晒着太

阳，但是我们一旦靠近，它便迅速从高

处跳下去，落到水里，完成这一系列动

作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乌龟大王还真

是勇敢啊！落到水里之后，它“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四肢迅速摆动，像赛龙

舟时摆动的船桨一样。我还没有反应

过来，它已经没了身影，躲到假山下和

我玩起了“捉迷藏”。看来，乌龟速度

慢这一说法对于我家乌龟来说是不太

正确的。

其实，乌龟大王有时也非常胆

小。每当我用鱼网把它捞出水面时，

它立刻变成缩头乌龟，乖乖地躺在那

儿。当我一离开，它又探出头来，四处

张望，活跃了起来。我一来，它又把头

和四肢缩了回去。真是一只古怪的小

动物。

我们的乌龟大王是一个凶猛的

“食肉动物”，每当给它一块肉，它会死

死地咬住肉不放，你可千万不要将手

指放在它面前，不然它会咬住你不放

的哦！

其实，乌龟是长寿、吉祥、毅力的

象征。你是不是也想养一只这样的乌

龟呢？我们也千万不要伤害这些小动

物哦，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

们的“家人”！

成都市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四（8）班 王品菖
指导教师 杨程稀

一个春天的早晨，养鸭场

的水池里来了一群新朋友，鸭

群里有人说这些家伙长大后会

变成另一个样子，也有人说这

些家伙叫蝌蚪。只见他们浑身

黑乎乎的，大大的脑袋，长长的

尾巴，在水里游来游去，你来我

往的样子看起来特别快活，就

像在赶集。

正在这时候，一只公鸭准

备上岸来，恰好从这群小蝌蚪

身上游过，这群小家伙吓得赶

紧四处逃窜。其中一只动作慢

的，粘在公鸭的脚上，被带到了

岸边。这只小蝌蚪离开了水，

一下子变得不能动弹，眼看就

要死了。这时，那只具有“慈爱

心场”的母鸭看见了，跑过去叼

起小蝌蚪，放在草边的泥坑里，

并对他说：“小家伙，你运气太

好啦，能遇上我这个有慈爱心

肠的鸭子。从今往后，就让我

来照顾你吧！哦，差点忘了，你

得有个称呼，那就叫滚滚吧！”

说是照顾，从那以后，母鸭却再

也没有来看过这只名叫“滚滚”

的小蝌蚪，即使是泥坑的水快

干了，小蝌蚪快没命的时候也

没来过。

日子一天天过去，滚滚也

一天天长大了，慢慢变成了一

只小青蛙。夏夜里，蚊虫越来

越多，鸭子们为此整夜睡不好

觉，一个个像生了重病，吃不

下，睡不着，羽毛越来越难看，

就连叫声也有气无力。主人以

为他们遇到了瘟疫，打算把鸭

子们统统卖到屠宰场——那只

“慈爱的母鸭”也不例外。

这天晚上，滚滚来到母鸭

旁，对她说：“今晚你放心睡，我

有办法让你不被卖掉。”母鸭半

信半疑，最后困得熬不住了，就

闭上了眼睛。滚滚在她旁边，

看到有蚊虫飞来，马上伸出舌

头吃掉，不让它们去碰母鸭。

就这样，母鸭安安稳稳地睡饱

了，变得特别精神。第二天一

早，主人看见这只母鸭精神焕

发，叫声有力，感觉没有被感

染，就把她留下了。

这时，她突然想起，这一切

都是滚滚的功劳，是滚滚救了

她。她急忙去感谢滚滚，没想

到滚滚说：“不客气，当初也是

你救了我呀！”母鸭想起自己虽

然救过滚滚，却从来没有照顾

过他，一下子脸红了。从此，他

们俩在农场里成了最要好的朋

友。母鸭也常常想起小歌鸟，

要是当初她对小歌鸟好一点，

现在就有三个朋友啦！

中江县实验小学东街校区
二（3）班 冯辞文
指导教师 朱红红

推荐理由：本篇
文章选材精练，开篇
点题，前后照应，用
语准确，人物形象鲜
明。分别写出妹妹顽
皮与可爱两个方面，
表达了兄妹真挚的情
谊，展现了一幅和谐
感人的家庭画图。

推荐指数：

闪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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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容满面，一路小
跑，两个小辫子，在空中
左摇右晃像跳舞一样。到
了跟前，妹妹那双水灵灵
的大眼睛转了转，伸出双
手抓着萝卜缨子，涨红了
脸，小脚一蹬，脑袋一
仰，使劲一拔，成功的喜
悦马上就要攀上眉梢，哪
知她却一屁股坐到地上。
回头一看，见她手里只攥
着几片青青的叶子！我忍
不住笑了，妹妹不服气地
说道：“哼，我一定要把
它拔出来！”

““二孩二孩””妹妹妹妹
特别推荐

清晨，当太阳刚刚探出火红的

小脑袋，我们一家已经来到青衣江

畔和它打招呼了。

小草穿着一件鲜嫩的绿衣服，

像个调皮的小孩子一般，左看看、

右看看，躲过枯叶、躲过顽石，偷偷

地从土里钻了出来，尽情而快乐地

沐浴着初升的暖阳，一大片一大片

满满的绿色。

蔚蓝的天空中，和云娃娃们作

伴的是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风

筝。有长长的“蜈蚣”，有黑色的

“蝙蝠”，还有霸气十足的“猫头

鹰”……其中，“小猪佩奇一家”就

是我和妹妹的风筝。我拿着线轴，

朝有风的方向奔跑，风筝慢慢地向

天空飞去，我也就渐渐地停下来，

轻轻地扯着白得如雪的线。风筝

越飞越高，难道是想和云娃娃聊天

吗？

草地上各种各样的野花正开

得热闹，有火一样的红、有雪一样

的白、有霞一样的粉，还有金子一

样的黄……漂亮得煞是惹人喜

爱。我不由自主地蹲下身子，轻轻

地捏住花茎，小心翼翼地向上折，

生怕把花连根拔起。虽然我知道

这样是不对的，但我禁不住这样的

诱惑，采了一朵又一朵，整齐地摆

放在花篮里，远远望去，就像一块

镶嵌着各种颜色的花手帕。

青衣江水如明镜一般透亮，如

玻璃一样透明，绿得纯净，绿得深

湛，也绿得温柔恬雅。那绿锦缎似

的江面上起伏着一层层微微的涟

漪，像极了小猫那水灵灵、绿晶晶的

眼眸。江边一颗颗鹅卵石静静地躺

在那儿，欣赏这迷人的青衣江畔。

我最喜欢在江边扔石头了。

我弯下腰，找了一块又扁又圆的石

头，微微地俯下身子，手腕稍稍往

里扣，像扔飞盘一样，“嗖——”的

一下，石头像离弦的箭一样飞了出

去。“咚——”的一声，水面立刻出

现了漂亮的小水花，紧接着，泛起

了层层波纹，荡漾着，一圈圈，向外

延伸开去，一直到很远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乐园——青衣江，

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什么季节，

都有一道独特的迷人风景。

洪雅县实验小学
四（4）班 李嘉瑷
指导教师 谢涛

美丽的
青衣江畔

点
评

作者文笔细腻，语言
生动形象，通过美丽的景
物描写让我们感受到沉
浸在大自然中的快乐与
惬意。

今天，爸爸妈妈回去看外婆，

只留下我一个人“小鬼当家”。临

近中午，我的肚子唱起了“空城

计”，我只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打开冰箱扫视一圈，嘿！有

饺子皮。回想平时妈妈包饺子的

情景，我想包饺子应该是件很容

易的事吧，不就是把肉包进皮里

嘛，肯定难不倒我。

于是，我先把鲜肉

剁成肉馅，再放上一点

盐和味精搅匀，然后按

照妈妈的样子，把一片

饺子皮摊在左手掌上，

用一根筷子蘸了一点

水，围着饺子皮的边沿

涂上一圈，最后把肉馅

放上去。

妈妈真是个小气

鬼，看她平时放肉馅的

样子，仿佛心疼得手在

抖，有时甚至会把已经

放到皮上的肉馅再小

心翼翼地剔出来。今

天我当家作主，自然要放得体面

些，这样吃起才够味嘛！于是，我

毫不犹豫地舀了一大勺肉馅放在

饺 子 皮 中 间 ，可 当 我 封 口 时 ，

“啊！惨了！惨了！汁流出来

了！哎呀，衣服上怎么也有啊？

看来这饺子皮太薄了！”我又倒着

给饺子穿上一件“衣服”，这下可

是双保险了！不大一会儿工夫，

我就包了十几个饺子。

我喜滋滋地烧开了水，然后

把饺子放进去。“饺子饺子快点

熟，我要吃了你!”看着饺子在锅

里扑腾的样子，我真是迫不及待

地想要尝一尝。可是五六分钟

后，这些饺子却一个个“破了相”，

有的破了个窟窿、有的皮肉分离，

有的甚至变成糊糊的一团。天

哪，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时，门开了，妈妈回来了。

“闺女，煮的什么好吃的啊？”看着

一锅“疙瘩汤”，妈妈摸摸我的头

笑了笑说：“馅儿放多了吧，馅放

多了不容易煮熟，而且还会破。”

“难怪你那么抠门儿，总是把多了

的馅儿剔出去，看来，是我误会您

了！”

“哈哈哈！”和妈妈一起吃着

自己包的饺子，感觉真好!
巴中市巴州区第三小学

四（5）班 赵心媛
指导教师 徐怀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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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对乌龟的长期
饲养和观察，惟妙惟肖地刻画
出乌龟的脾气、性格、爱好和
生活习性，以及对它的喜爱。

乌龟大王乌龟大王小母鸭和小蝌蚪
——《在养鸭场里》续写

点
评

通过母鸭和小蝌
蚪之间发生的故事，
母鸭从一个对别人漠
不关心的假慈爱心
肠，转变为真慈爱心
肠，故事意味深长，情
节跌宕，寓意明显。

点
评

作者风趣、幽默地介绍了自己第一次包饺子的过程，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使整篇文章更有“画
面感”。

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片

我学会了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