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夜路，是一种“煎熬”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只

有路灯一点微弱的光，你走过

吗？前天，我很晚回去，走上了那

条让我害怕的马路。

我背着心爱的白色小包，独

自走在马路上。虽然时间很晚，

但仍有许多讨厌的小虫子在我面

前飞来飞去，时不时发出一些奇

怪的声音，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在

电影里看到的场景。于是，我不

得不加快了步伐。

忽然，我感觉后面有什么东

西跟着我，还好像伸出手来。我

吓得落荒而逃。感觉以当时的速

度，兔子都追不上我。跑了一段

后，我停了下来，心想：这下，你总

抓不住我了吧！咦，等等，是什么

声音？我明明甩掉了呀！难不成

会瞬间漂移，或穿越？

我慢慢扭过头去，看见一对

铜铃大小、闪闪发光的东西。我

壮着胆喊道：“谁在那里？”像一拳

打在棉花上，我的声音消失在空

旷的黑夜里，没有回声。忽然，一

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从我的眼前

一晃而过，瞬间消失，我“啊——”

地大叫一声，脸像纸一样白，瘫坐

在地上。

看着那双可怕的眼睛，正直

直地盯着我，感觉它正张开血盆

大口，伸出一双大爪子向我扑

来。我呆呆地坐在原地，瑟瑟发

抖。这时，远处传来两声“汪、汪”

的狗叫。

正当我以为有“救”时，却发

现，连半个影子都没看见。这时

候，那个东西扑了过来。我闭着

眼睛，脸湿湿的，等了许久，我睁

开眼，眼前是我家那只全身黢黑

的小狗。小狗用爪子抓着我的小

包。哦，它饿了。我从包里掏出

一根火腿肠，小狗一跃而起，把食

物夺去。

我抱着小狗，走上了回家之

路。原来，我是自己在煎熬自己

呀！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2）班 腾彬怡
指导教师 周辉

第一次洗碗、第一次离开妈

妈、第一次学会独立……我印象

中最深的，是第一次走夜路。

我非常害怕夜晚，认为晚上

会时不时突然出现孤魂野鬼之类

的东西。当晚，不得不独自一人

走夜路回家的我，面临着心理上

的巨大考验。

爸爸妈妈为了生活，不得不

在田间地头劳作，回家这样的小

事，只有我自己解决。于是，我只

好踏上了独自回家的路。

刚开始，我一点也不害怕，这

条白天走过无数次的路，闭上眼

睛也知道怎么走，反而感到挺好

玩，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快、也可

以慢……过了一会儿，月亮慢慢

地躲进了云里面“捉迷藏”，直到

无影无踪，四周的黑像一块巨大

的布，将我包裹着，我渐渐感到害

怕。

如果不走，会被爸爸妈妈说

成是胆小鬼；如果向前，很可能被

“鬼”给吞噬，怎么办？我的汗水

不住地流，背上一阵阵地发麻。

万般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

走，心怦怦直跳，呼吸变得急促，

手心全是汗水。我慌慌张张，加

快了步伐，一不小心，脚扭了，好

在不严重，我只好放慢脚步。

走啊走，我一步三回头。确

定了没有被什么跟踪，我惴惴不

安的心才稍微平静下来，可还是

走几步，又往回看。不知不觉，到

了熟悉的工厂旁，说明离家不远

了。

突然，我想起好朋友曾讲过

工厂闹“鬼”的事，现在还留下深

刻的印象。我不敢再停留半刻，

心里默念：“三、二、一，跑！”便飞

奔了过去。“砰！”一旁的垃圾桶突

然倒了下来，一个黑影从我眼前

“飞”了过去。我心里开始害怕

——妈呀，有“鬼”！“喵——”远处

传来叫声，原来是只野猫弄倒了

垃圾桶，吓了我一跳！到了家，我

那颗快蹦出胸口的心终于平缓

了。

那一晚，我第一次走出了心

里的“夜路”，终于知道黑夜并不

可怕。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2）班 何佳怡
指导教师 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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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细腻地刻画了作者第一次走夜路的神态、动作、内心
活动，向读者呈现出孩子内心的胆怯与成长的历程。

第一次走夜路第一次走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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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细腻传神地刻画自己走夜路时，由于胆怯心虚，自
己吓自己，连自家的小狗来到身边，还以为是有人在背后跟
踪自己，造成心里过于紧张。心理活动描写是本文采用的最
为成功的描写方式，展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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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中哀叹声此起彼伏，烦心

事接连向我涌来。

小学毕业将至，再加上这段时间

疫情的影响，学习时间本就紧张，所

以，我早已在老妈的“威逼利诱”

下，禁止靠近电脑、手机等电子产

品，本来“电视瘾”超大的我，在老

妈的日夜严密监控下，只得忍痛割爱,
服从老妈的命令。

最近，班里流行看课外书，我一不

小心就陷了进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

却不容忽视，原本就不大好的视力又下

降了，学习成绩名落孙山，上课注意力

也不集中。

这一个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幸被

有着“火眼金睛”的老妈接连发现，老妈

对我日夜监控，一旦发现课外书的踪影

便全部“没收充公”。很快，我为抗议老

妈的禁令而掀起的最后一股“书瘾”也

被一盆冷水扑灭了大半。

要知道，我可不是吃素的，我的看

书活动从“地面”逐渐转移到了“地

下”，课外书被我藏在了房间最隐秘之

处。这样一来，到了晚上，我就可以偷

偷过一把“书瘾”。可老妈也非等闲之

辈，每当我看得入迷时，她便半路“杀”

出来，借着给我送牛奶、面包的机会搞

“突击检查”，让我忙得不可开交。又

得应付老妈，又得藏书，还得防着点老

妈四处扫描的“火眼金睛”。真是弄得

我一晚上胆战心惊啊！

自从发现老妈不太好对付后，我便

改变了策略，开始和老妈打起“游击战”

来。所谓“游击战”，就是把课外书藏在

书包里，在学校里看，放学后再带回

家。呵呵,老妈你再“耳眼通天”，能看

到我在学校看课外书吗？但是过了几

天，老妈好似有所察觉，常常假借帮我

收拾书包为由，来搜查我的课外书。可

是老妈，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

“过墙梯”，课外书早已转移地点啦！有

时，我会干脆在学校跟同学借书看，这

样老妈就无计可施了！正所谓“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看来还是我棋高一着啊！

唉，这种偷着看书的滋味可不好

受，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地看

课外书呢？

武胜县城南小学
六（2）班 胡馨月
指导教师 张雪梅

总有一个东西会寄托你的感情，就

像这支特别的钢笔。

六年级的暑假，我毕业了，即将离开

故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上学。临走

前，我来到了老师的家中。

她非常神秘地拿出一个盒子，说等

我到了火车站，上了车再打开。因为要

赶车，我没来得及与我最敬仰的老师多

说几句话，临走前，我忍不住问老师：“老

师，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啊？”她笑而不答，

只是说：“六年了，你的性子还是那么着

急，这里面装的是你最喜欢的东西。”还

没离开，她就流下了离别的泪水，“你一

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我非常艰难

地忍住泪水，握住老师的手说：“您也是

我最敬仰的老师。”她又笑了。

上车后，我打开这个装着我“最喜欢

的东西”的盒子，一支朴素的钢笔静静地

躺在里面，全身黑色，笔杆上刻着我的名

字，旁边印着我不认识的标志。妈妈看

了说：“老师送你的这支笔应该是定制

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为什么让我上

车后再拆开，原来老师是这样用心。

我还看到了老师给我的一封信：“6
年了，你长大了，老师很欣慰，这支笔老

师送给你，希望你能用它一路攻坚克难，

考上好大学。”我看着这支钢笔，这支特

别的钢笔，朴实而不失典雅。我非常感

动，老师知道我喜欢钢笔，费尽心思给我

定制了这样一支特别的钢笔。此刻，我

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带着这支特别

的钢笔，走向我毫不熟悉的城市，去开启

另一段人生。

这是一支朴实的笔，它就像老师，看

似平凡却伟大，默默燃烧自己，照亮我们

前行的路；这是一支希望之笔，它承载着

老师对我的期望，希望我在今后学习的

道路上，不畏艰难，勤奋学习，攻克一个

又一个难关，胜利到达美好的彼岸；这是

一支情感之笔，它承载着我和老师6年的

深厚感情。

它就像老师，时刻提醒我要踏实做人，

认真做事；它更是一种寄托，当我在陌生的

异乡，想念老师和同学时，都会把这支特别

的钢笔拿出来，遥望川北，怀念恩师。

谢谢您，老师。这支特别的钢笔为

我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却又

激励我开始更美好的生活。

金苹果锦城一中
初一（14）班 任怀瑾

春天春天
风儿听蝴蝶姐姐说
美丽温柔的春姑娘来了
他兴奋极了
一路狂奔
到处传递好消息

小草们知道了
从泥土里探出小脑袋
换上了嫩绿的新衣

花朵们听到了
露出灿烂的笑脸
笑得比阳光还耀眼

柳树姑娘披着长发
在波光粼粼的河面
专心地照镜子

小燕子更是激动
飞高飞低唱贺歌
蝌蚪在水里起舞
就连毛毛虫
也在美梦中苏醒

春姑娘心花怒放
用魔法棒在空中一挥
瞬间，花儿更红了
草儿更绿了
世界更加美丽了

隆昌市大南街小学
四（2）班 陈馨雨
指导教师 郑杰琼

特别的钢笔特别的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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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6年，离别在即，一支
小小的钢笔承载了师生之间浓
浓的情谊。文章语言朴实无华，
字里行间饱含深情。

作者把春天
到来的消息，通
过风儿到处散
布，呈现出春天
的美好和生机勃
勃的景象，诗句
富有想象力。

点
评

家有烦心事

点
评

作者运用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把自己爱读课外书与妈妈收书的场面传神地展现出来，阅读健康的课外书，其
实也是一种学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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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平凡的小草，却有不平庸的志向与梦想，充满阳光的心态，积极进取的精神，文章具有满满的正能量，很
好地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

我是一株草，是芸芸众生中平凡

而普通的一员。

没有花香，没有艳丽的色彩，我是

那样平凡；没有树高，没有伟岸的身

躯，我是那样普通……我默默地在山

野中成长，在荒芜人烟的地方生根。

我是山的孩子，大山是我的摇篮，

孕育了我；我是绿色的精灵，雨水把我

灌溉，滋养了我；我是大地的儿女，大

地让我成长，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我。

我在山中生活，大山是我生活的

全部。每当晨光初露，我便骄傲地昂

起头，挺直身子，迎接第一抹晨辉的到

来；每当夜幕降临，倦鸟归巢，我便仰

望天空，向明月星星倾诉着衷情。在

山中，我尽情地吮吸着晶莹的甘露，尽

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与大树为

朋，与小鸟为友。在山里的岁月，我过

得温暖而充实。

我只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可

我深知，是大山生了我、养了我，把她

的一切都给了我，我对这片土地的爱

从未停歇，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早就和

大山融为了一体。赤日炎炎，我口渴

难耐，我只好把身子拼命地扎向大地

的深处；大雨滂沱，我身不由己，我的

牙龈紧紧咬着大地。

尽管我生活在大山里，可我的伙

伴遍及天涯海角。山林里，可以看到

我同伴的身影，城市中，可见到我兄弟

的踪迹，我们在山野中成长，在城市中

呼吸，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与他们心

有灵犀，因此，我并不孤单。

我也懂得感恩：“野花向客开如

笑，芳草留人意自闲。”为了大地的绿，

我们用自己的身躯装扮着世界。“我吃

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为了人类

的生活，我们奉献了一切，哪怕是我们

的身躯。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岁月的轮回

让我懂得生命的真谛。春使我精神焕

发，催我新生；夏使我生气勃勃，催我

成长；秋使我形容憔悴，教我成熟稳

重；冬使我隐藏身躯，教我坚强隐忍。

一天天、一年年，春风将我吹绿，

秋雨又将我染黄，生命的轮回中也曾

历经风吹雨打，也曾有过欢笑泪水，虽

然我平凡，可我愿意为大地添上一抹

绿，虽然我弱小，可我的身子依然是那

样挺拔，没有悲伤，只有快乐与欢笑。

我幸福，我要骄傲地说：“我是一

株草。”

宣汉县育才石岭小学
六（6）班 江仁杰
指导教师 廖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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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外国语学校开具给娄东方

《四川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5100174320,发票号：15284875,金额：

36500元）遗失作废。

我是一株草我是一株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