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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遇
那天晚上八点左右，我和妈妈

外出散步，在一家餐馆门前发现了

它——一只迷路的鸽子。我被它吸

引，准备用手抓住它，可它反应敏

捷，“啪啪啪”地突然飞了起来，飞到

了车顶上。我用树枝去逗它，它就

走到车的另一边，还不慌不忙地啄

了几下羽毛。我绕着车子追到了它

站的那一边，它又慢条斯理地回到

了刚刚的位置。

我被惹急了，从口袋里拿出了

远程武器玩具枪，准备吓吓它，于是

拉枪上膛后往空中放了“啪”的一

枪，这声音也许真是吓坏了它，只见

它慌忙展开翅膀飞到了另一辆车

上。我穷追不舍，又对着空中放了

一枪，哈哈，这下它被吓傻了，一下

飞到了地上。我轻轻地走了过去，

快速把它抱了起来。我开心地把它

抱到妈妈面前，问：“我可以把它养

在家里吗？”妈妈点了点头并说道：

“那你就要好好照顾它。”于是，我满

心欢喜地抱着它回家了。

回家后，我仔细观察这位新朋

友：它长得比较大，胖嘟嘟的，头和

身子都是灰色，尾巴是黑色的，有着

两只黄色的腿，爪子非常锋利，脚上

还套着一个蓝色的小环，小环上面

有一个编号，妈妈告诉我：“这应该

是一只迷路的信鸽，脚上的数字就

是它的编号。”我心想一定要照顾好

它，等着它的主人来找它。

二、相处
我和妈妈用纸箱给鸽子搭建了

一间临时的房子，还在大纸箱上剪

了几个透气孔，我把装满米和水的

碟子放进去。为了让它能呼吸到新

鲜空气，过得更舒适些，我小心地把

箱子抱到阳台后，才恋恋不舍地去

洗漱睡觉。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马上跑

去看鸽子，咦？箱子里空空如也，它

怎么不见了？我在阳台找了一圈也

没找到，失落地想着它一定飞走了，

去找它的主人去了……正胡思乱想

着，却忽然听见客厅里电视响了起

来。我连忙跑过去一看，原来是调

皮的鸽子飞到这儿来了！

只见它站在沙发上“看”新闻，也

不知它用了什么方法居然把电视打

开了，我偷偷地观察它是怎么办到

的，原来它是用嘴啄遥控器，只要啄

的力气够大，电视就会换台。这不，

电视内容由新闻又变成了机器猫。

我猜它可能以为遥控器按钮是

它爱吃的豆子吧！我把它抓回了笼

子，给它加了一些水和米。正巧妈

妈起床了，我忙给妈妈说：“鸽子的

家太小了，它住得不舒服，我们去给

它买一个大的吧。”妈妈满口答应，

于是，我迫不及待拉着妈妈在卖笼

子的店里挑选了一个蓝色铁丝编织

成房子形状的笼子。

回家后，我打开笼子的大门，它

不紧不慢地走了进去，扑扑翅膀就

飞到了笼子中间悬空的木棍上，走

来走去，东望望、西看看，好像在参

观自己的新家一样，我想它应该会

满意我为它挑选的新家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因为我

渴望和它的这份缘分长长久久!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四（4）班 朱思淼
指导教师 曾艳

如果有人问我，你的乐园是什

么？我一定会大声告诉他，我的乐园

是家乡的小河。

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那

里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小河犹如一

块无瑕的翡翠，没有风的时候，小河

好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潺潺的小河，

围绕着这个美丽的小镇。虽然这条

小河不壮阔，也不妩媚，但在我的心

中缓缓地流淌着，一年春夏秋冬，这

条小河都让我充满了幸福，给我带来

了无尽的欢乐、开心和甜蜜。

你看，穿着仙女裙的春姑娘迈着

轻轻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河边的小草

迫不及待地向她问好，杨柳姐姐对着

小河梳起了自己的长发，似乎想和春

姑娘媲美呢。一簇簇、一朵朵不知名

的小花也赶来看热闹，它们踮起脚

尖，你推我搡，热闹极了。我们用嫩

绿的柳枝，编成帽子，戴在头上，这便

是我童年的乐趣。

夏天，烈日炎炎，炙烤着大地，天

空上，没有一丝风，就连平时最爱打

扮的柳树姑娘也不能随风飘扬了，只

能纹丝不动地垂着。我们成群结队

地在小河里打水仗，你泼我，我泼你，

小脚丫伸进暖暖的水里，几只小虾在

趾间穿梭，哼着不成调的童谣，整个

小河都充满了我们的欢笑声。

秋天，小河旁那一望无际的稻田

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稻田里

辛勤劳作的农民伯伯一边劳作，一边

念叨：“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小河

两边的果树上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子，

有黄澄澄的梨，有红彤彤的苹果，还

有金灿灿的橘子。我们爬上果树，摘

下最美味的水果，大口大口地吃起

来。一片片落叶飘在水面上，像一只

只小船载着我们的梦想驶向远方。

冬天，冬爷爷让小河周围的一切

变得安静了起来，小河旁边的果树连

叶子都掉光了，树干被一层层的积雪

覆盖着。而这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却

是最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会在这里

溜冰、打雪仗、堆雪人。

家乡的小河一年四季都给我带

来了快乐与幸福，我喜欢我的乐园。

通江县青浴乡中心小学

四（2）班 张馨月

指导教师 向婧

从我识字开始，哥哥就告诉我，只

有努力，才能改变命运。是啊，一个不

努力的人，人生不会有精彩，更谈不上

成功。

上课、复习、考试、改错……我努力

地学啊学，考啊考，不断地“学而时习

之”。那次单元测试题有点难度，加上

粗心，我的成绩自然不理想。老师表情

严肃，沉默不语；我一脸愁容，十分后

悔。唉，什么时候能像班级其他同学一

样“光彩照人”呢？

没考好，不想和同学玩，我独自一

人静静地思考；考差了，怕被家长数落，

一回家，我马上进入学习状态。因为，

我必须改变现状，我相信努力才会有进

步。

面对古诗词、歇后语、文言文和关

联词，别人读一遍，我读两遍、三遍，直

到记牢为止；不会做的数学题，请教同

学，多问老师，哪怕问一百遍，我也不放

弃。

多学的时间哪儿去找？我想到了

鲁迅先生，他曾说：“我只是把别人喝

咖啡的时间拿来写文章罢了。”嗯，充

分利用好零碎时间，你课余玩耍，我

用来学习。在一次又一次的读背写算

中，我的综合素质评价从“合格”迈

向了“优秀”。耶，努力带来的改变，

令人惊喜。

回忆往事，我感慨万千。从五年级

开始，不知啥原因，每到期末，我总是生

病，短则一周，多则半月。家长急，老师

急，其实我更急。后来，我渐渐平静下

来，接受现实，告诉自己：病痛算不了什

么，我一定能打败它。

输液的时间，我用来读课文、记公

式、做习题。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基本

上天天完成，哪怕做得慢一点，也尽量

做好。老师一个劲地夸我有毅力、肯努

力。

考试时，我的感冒还没痊愈，但我

坚持参加，努力答题。功夫不负有心

人，期末表彰大会上，我获得了一等

奖。激动的我，泪光闪闪，因为，我看到

了努力开出的美丽花朵。

新学期，即将开始，让我们携起手

来，走进新的学习生活，用勤劳和汗水，

创造佳绩。

努力吧，少年，明天会更精彩！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唐阡闰

指导教师 邱达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道理

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我这个“胆小

鬼”深有体会。

去年夏天，我如愿以偿地学会了

蛙泳。可是，就在即将毕业的最后一

节课上，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一个新任

务，差点儿让我崩溃。

老师把她的游泳眼镜随手一扔，

转眼就沉入了池底。“恭喜同学们学会

了蛙泳，你们去把池底的泳镜捡回来，

就顺利毕业了。”有的同学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有的同学一声不吭，看不出

任何表情；而我，顿时傻了眼，心里打

起了鼓。虽然游泳的时候，学会了呼

气、吸气，但是要潜入池底也太难了

吧。万一来不及换气，后果不堪设想。

“扑通！”就在我发愣、胆怯时，一

个同学已经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潜了下

去，可是还没够到泳镜就浮了起来。

“呼气，重心降低再潜下去。”老师在一

旁指导。不一会儿，第一个同学就把

泳镜捡了回来。接着，第二个、第三

个、第四个、第五个……

不知不觉，岸上就只剩下我们胆

小的几个人了。我开始瑟瑟发抖，害

怕捡不到泳镜被同学们笑话。妈妈似

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在一旁为我打气：

“面对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战胜它。”

我向池边挪了挪，依然不敢跳下去。

妈妈继续鼓励我说：“凡事都有第一

次，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做不到

呢？走出了第一步，你就向成功迈进

了一大步。”

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试一试。

由于太紧张，还没准备好，我就“扑通”

一声掉下了水。我狼狈地上了岸，准

备再一次尝试。刚跳下去，就遇到了

一股巨大的浮力。哎，又失败了。

“别灰心，失败乃成功之母。”妈妈

继续为我加油。我定了定神，仔细回

忆了老师说的动作要领。我将双手并

拢、伸直、手心相对，在入水的那一刻，

手掌外翻，手臂慢慢张开，同时双腿用

力一蹬。

连续几个这样的动作就到池底

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保持重心降

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看见池底的

泳镜，一下捡了起来，那一刻我欣喜若

狂，自豪地回到了岸上。

通过这件事情，我学会了勇敢，只

要勇敢就没什么做不到。

洪雅县实验小学
四（3）班 彭奕然
指导教师 刘萍

田野里，一片黄澄澄的稻

穗随风翻起金波；菜地里，嫩嫩

的菜叶上闪耀着晶莹的露珠；

花园里，一颗颗向日葵朝着太

阳张开了笑脸……这里的一切

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奇妙！

暑假，我和妈妈来到江油

姥姥家。第二天吃过早饭，天

阴沉沉的，姥姥说要去山上扳

玉米。我们背着背篓向屋后的

山林出发，一路上凉风阵阵，别

看姥姥年纪大，走路比我还快，

我几乎一路小跑，才勉强跟在

她的后面。翻过一座山，我们

终于到了目的地。此时，我累

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选了块平地坐下来，喘

着粗气。姥姥却顾不上休息，

背着背篓，钻进了玉米地里。

过了好一会儿，姥姥背着半篓

黄澄澄的玉米钻出来。“姥姥，

我也要扳玉米！”“不行！玉米

秆上的叶子很锋利，会把皮肤

划伤的。”姥姥的话音未落，我

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进了

玉米地，扳起了玉米。

不久，我们就扳了一大篓

玉米。我背起背篓，顿时觉得

肩上沉甸甸的，我的双腿直打

颤，脸涨得通红。姥姥说：“孩

子，你行吗？”“没事，我能行！”

走在回家的路上，刚开始，我还

能跟在姥姥的身后，很快就落

下了一大截。姥姥发现我没跟

上，便回头找我。大汗淋漓的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姥

姥试图将我背篓里的玉米放一

些在她的背篓里。我连忙说：

“姥姥，我行，真的！”看着我大

步往前走，姥姥直夸我。

走过弯弯的山路，穿过茂

密的灌木丛，我的手臂不小心

被那些带刺的小树枝划出几道

小口子，渗出了点点鲜血。一

想到年迈的姥姥经常去山里干

活，时常被划伤，可她从不说一

声苦，道一声累。我的鼻子一

酸，忍着疼痛，咬紧牙，背着玉

米继续跟在姥姥身后，朝着家

的方向走去。终于到家了，我

放下背篓，给姥姥端来一杯茶

水，姥姥看着我红红的脸微笑

着……

高尔基曾说：“劳动是世界

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物的

源泉。”到山上扳玉米虽然很

累，但我觉得非常快乐。因为，

劳动能让我们先苦后甜，幸福

连连。

广汉市第九小学
五（4）班 李蕊琪
指导教师 陈大会

鸽子缘鸽子缘

作者写了自己偶遇一只迷路的鸽子并带回家与之相处的趣事，字里行间充满童真童趣，足见其观察细致，表达了作者对这只鸽子的喜爱和对
这份缘分的珍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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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了勇敢

作者详细描绘了捡回泳
镜的过程，在捡泳镜的过程中
克服恐惧和害怕心理，最终获
得成功，从而感到喜悦，让我
们看到一个勇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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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吧，少年

努力是什么？是失败后不
气馁，面对挫折不放弃，获得成
绩不骄傲，抓住机遇永向上。
作者通过记叙求学路上的一个
个小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
不惧困难、坚持向上、创造佳绩
的少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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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苦后甜先苦后甜 幸福连连幸福连连

文章选材典型，立
意深刻。在叙事的过程
中，人物的动作、神态、
心理等细腻描写，使人
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
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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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小河家乡的小河

文章开头以设问的方式突出了文章的主题，简洁明了，作者以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小河四季
图，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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