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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鹿在森林中欢乐地奔跑，小鱼

在水中快乐的游玩，小狗在草丛中嬉

戏打闹……唯独我如同一只在牢笼

中挣扎的小鸟，没有自由。

今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今天，我一

个人趴在窗边向外一看，只见几只在

天空中飞翔的小鸟。我不禁感叹：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却

飞不高……”想到上一个寒假我正在

北京无忧无虑地玩，但现在我只能呆

在家里不知道干什么。

我想啊，想啊，“花洒！”我脑子里

跳出来一个念头。于是，我冲进厕

所，打开淋浴开关，“一二三！我们一

起喊，自由，我爱自由！”我用手把花

洒左摇右摆，只听“哗——”的一声，

原本干净整洁的厕所被我弄成了水

上乐园。

“啪——啪——”我在厕所里踩

着洒在地上的水，“呯！”巨大的一声，

怎么了？“啊，原来我摔跤了啊！只是

衣服湿了，没关系，一会儿换一下就

好了。”我心里暗暗想。

我一下子爬起来，拿着花洒又开

始玩，还扶着杆子跳了起来。突然，

卫生间的门被打开了。“谁？看我的

无敌洒水转啊转！”我大叫道。“小涵

涵快把水关掉，喷我一身！”妈妈很生

气的样子，双手挡在脸前，我只好关

掉。

“妈妈，什么时候我才能出去玩

呀？我看见鸟儿在外面自由自在地

飞翔，我就想变成一只鸟，飞出去

呢！”我嘟着嘴说道。“哎，妈妈理

解你的心情，但现在一时的不自由

可以换来以后长久的自由，所以，

我们要再坚持一下，不给抗疫在一

线的白衣天使添堵。”妈妈耐心地给

我讲道理。“哦！”我点了点头，“知

道了。”

人们都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

吗？我们现在暂时的不自由，就是为

了迎接以后长久的自由，让我们一起

用实际行动携手共同抗疫！2020，加

油！

成都市武侯区锦里小学
六（4）班 陈子涵
指导教师 徐晓莉

天空蔚蓝，白云朵朵，晴空万

里，这一切美好都只是回忆。现在

是 2820 年，人类已经逃离无法生存

的灰色地球。

在太空里，科学家通过卫星观察

到一片“新大陆”，面积很大，正在快

速向陈博士所在的空间站飘来。这

意味着有了土地，可以种植庄稼啦！

陈博士激动不已，发了疯似的

驾驶飞船赶了过去。可是映入眼帘

的，却是堆积成山、流淌成河的垃

圾。唉，又失望了。可是，既然来

了，就不应该放弃，即使是垃圾，也

应探究一番。陈博士戴上氧气罩，

穿上防护服，下了飞船，来到地面。

近年来，地球的氧气越来越稀

薄，人们离开地球，只是早晚的事。

陈博士冒着危险，在垃圾堆里寻找，

希望能找到些有价值的东西。

突然，陈博士在垃圾堆里发现

了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这好像是

……一本书，以前听爷爷讲过，书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陈博士高兴极

了，拿着这本湿漉漉的书，上了飞

船。

书散发的恶臭，让陈博士感觉

快要失去嗅觉。陈博土把书拿到研

究所，两位搭档彭博士、谢夫特博士

都惊呆了。他们仔细探寻，发现这

本书的字已经无法识别，但上面的

图画隐约可以看清一点儿。

“陈博士，那是一本关于地球

的书。书上仿佛是在告诉我们，

曾经鸟语花香、流水潺潺、四季

分明的地球毁于垃圾。我们团队

在距离 1200 万光年的位置上观测

到一颗恒星，那里有我们所需的

一切条件，要移民吗？”陈博士深

深 地 知 道 ， 地 球 病 得 越 来 越 严

重，最后只能自行毁灭，已经是

无法挽回的事实。

从太空看到的地球，一片灰蒙

蒙。陈博士瞒着团队，独自去实地

考察，希望能找到拯救地球的办

法。如今，叫他离开地球，是舍弃，

还是留下，陈博士陷入深深的纠结

之中……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2）班 刘鑫悦
指导教师 周辉

我很早便在杜甫笔下读到“窗

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但

却从没有亲眼目睹过西岭雪山的风

采。去年寒假，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那天，天还没亮，我们便启程出

发，天边的几点星光调皮地闪动着，

就如我此时激动的心情。经过一个

半小时的车程，我们便下了高速往

山里走，越往里走越冷，远远地看到

雪山那威武而雄壮的轮廓，在朝阳

的映衬下，更显英姿，让我不得不惊

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终于到了山脚。我们随着长长

的队伍蜿蜒前进，检完票，坐上缆

车。一路向上，从缆车中向下望，山

脚的雪花还是稀稀拉拉的，隐约能

见一些树木的枝丫。越往上，雪越

厚，真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

我们来到映雪广场，这简直就

是一个童话世界！结冰的湖边有着

一排排红色的房子，在银色的世界

中特别引人注目。到处都是厚厚

的、蓬松的雪，让我忍不住想堆雪

人，可还没付诸行动，后脑勺就被

“袭击”了。

我一回头，只见表弟正冲我得

意地笑着。“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追

着表弟到处跑，并迅速地揉出一个

雪团扔过去。表弟就像一只顽皮的

猴子，躲过了我的攻击。突然，他一

个回身，我发现他手上多出一个雪

团，急忙闪身，躲过了袭击。然后，

我又快速揉出雪团，他也不甘示弱，

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打着，欢笑

声不绝于耳。

很快，玩累的我们被山坡上欢

笑的人群吸引住了。“哦，滑雪！快

点，弟弟。”我们抱着早已准备好的

滑雪板直冲坡顶。到了坡顶，我猴

急地坐上滑雪板，两只手往后一撑，

滑雪板如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向

下滑去，所有的景物在我眼前飞逝

而过。

“啊——不好了，我要撞上网

了！”我在心里大叫。我急中生智，

赶紧把身子往左边一歪，半边身子

擦着雪地，速度减了下来，在雪地上

连着打了几个滚，弄得满身是雪花，

终于停了下来。我大口地喘着粗

气，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刚才的经

历真让我心惊肉跳！

再看坡顶的表弟，俨然是个滑

雪高手的样子。只见他不慌不忙地

坐上滑雪板，大叫道：“哥哥，看我

的！”然后两手向后一撑，飞快地向

下滑来。快要到坡底时，他两腿抵

向前面，在原地做了一个 360 度的

大旋转，然后顺利安全地停下来。

“果然是高手！”我忍不住竖起了拇

指。表弟也得意地说：“你得像我这

样！”后来，我学着表弟那样练了几

次，果然能够平安到达坡底了。

一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在妈妈

的催促声中，我不得不随着人群坐

上缆车下山。别了，西岭千秋的雪；

别了，打雪仗的快乐；别了，滑雪的

惊险。虽然不得不离开，但我的心

还留在雪山之上。来年，我是否还

能去西岭雪山，是否还能在那片银

装素裹的世界里挥洒我的快乐……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
五（3）班 罗熠臻
指导教师 曾明素

当岁月将回忆变成陈酿，我终于

品尝到了父爱的悠长。

许清风明月，寄思念于千里之

外，我将深深的牵念，遥寄于似水流

年，然父爱如山，染岁月留情。

我知道，每一日的父爱陪伴才是

这世上最长情的告白。

清晨鸟啼，朝晖映入窗户，点

点散落在父亲伟岸的身上。我从小

不爱吃蔬菜，父亲挖空心思，想方

设法哄我吃蔬菜。这不，一知道我

爱吃饼，就马上学做菜饼。但做菜

饼的方法尤为复杂，父亲笨拙地拿

着菜刀，将青菜剁碎，放在水里焯

一遍，用纱布包起，挤出水分，再

与 肉 末 混 在 一 起 搅 拌 ， 加 上 盐 、

水、面粉和蛋清。

夏日凉爽的清晨，爸爸使劲和着

面，满头是汗。他皱了皱眉，又耐着

性子，继续揉搓，直至揉成面团，又搓

成长条，掐成一个个小疙瘩……我趴

在吧台上看着这场景，仿佛闻到了薄

饼飘出的香味。

黄昏临近，落日的余晖铺满大

地，世界好似落上了一层金光。父亲

坐在书桌旁，看书、品读。要中考了，

父亲为缓解我的压力，买了《如何与

孩子迎战中考》《成功孩子背后的父

母》等陪我一起读。只见他时而眉头

紧皱，用笔指着文字，嘴里一遍又一

遍地念叨；时而又埋头在书上圈点勾

画，备注上自己的看法；时而又抬头

望向窗外，好像在思考什么；时而又

拿起一旁早准备好的白纸，在纸上誊

抄什么，远远看去，字不好看，却也工

工整整；时而又舒展开眉头，似乎明

白了什么道理，嘴角还浅含一抹隐隐

约约的微笑。

夏夜虫鸣，温柔的月光自窗户倾

泻入屋，恰似一袭纱幕，映照这良辰

美景。突然，一阵熟悉的脚步声轻轻

传来，我连忙闭上眼，佯装入睡，伴着

一丝微弱的光亮射进，父亲蹑手蹑脚

走进屋来。我悄悄睁开眼，只见父亲

左手打手电筒，右手擎电蚊拍，东寻

西觅，似乎在寻找什么，“啪——”“傻

孩子，也不知道赶赶蚊子再睡觉。”他

小声嘟哝着，轻俯下身子，将脸贴在

我额头，轻笑着低语：“这下可以睡个

好觉了，晚安。”父爱越是深沉，越是

含蓄。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受到了父

爱的悠长与伟大。

这世上，总一人，宠你如昨，爱你

如初，这人被唤为父亲。哪怕你衣食

无忧，他也时时觉得你需要被照顾。

晨曦初露之时，薄饼飘香是一种爱；

余霞成绮之时，手自笔录是一种爱；

夜阑人静之时，与蚊斗法也是一种

爱。

感谢父亲，给予我如此悠长的

爱，任我自由翱翔！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教育集团
阳光外国语学校
九年级 陈奕璇
指导教师 黎杰

推荐理由：作者用细腻的笔触
描写了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字
里行间流露出满满的快乐，比喻、拟
人修辞手法的运用信手拈来。结尾
用三个“别了”构成排比，既总结全
文，又流露自己的万分不舍之情。
省略号的运用给人意犹未尽的感
觉。

推荐指数：

闪
光
佳
句

“啊——不好了，我要撞上网
了！”我在心里大叫。我急中生智，赶
紧把身子往左边一歪，半边身子擦着
雪地，速度减了下来，在雪地上连着
打了几个滚，弄得满身是雪花，终于
停了下来。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心都
提到嗓子眼了。刚才的经历真让我
心惊肉跳！

再看坡顶的表弟，俨然是个滑雪
高手的样子。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坐
上滑雪板，大叫道：“哥哥，看我的！”
然后两手向后一撑，飞快地向下滑
来。快要到坡底时，他两腿抵向前
面，在原地做了一个 360 度的大旋
转，然后顺利安全地停下来。“果然是
高手！”我忍不住竖起了拇指。表弟
也得意地说：“你得像我这样！”后来，
我学着表弟那样练了几次，果然能够
平安到达坡底了。

特别推荐

西岭雪山之行西岭雪山之行

舍去，
还是留下

文章用现实与过去
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看到
之前的地球和现在的地
球，旨在告诉人们：保护
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
不然，就只有流浪！

点
评

“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

好眠，秋有蚊虫冬又冷，收拾书包过

新年。”这首形容懒学生的打油诗来

比喻我家二豆最合适不过了。

二豆胖乎乎的大脸上原本漂亮的

大眼睛从来没睁圆过，整天懒洋洋的，

起码要睡20个小时以上，甚至我放学

回家，它都不会迎接我，反而我要到猫

窝去找它，它才会睁开蒙眬的睡眼，轻

轻地“喵“一声，继续闭上眼睛睡。

虽然二豆特别懒，但是在关键时

刻它却非常机智、敏捷。

暑假里有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

津津有味地看动画片，二豆在我旁边

呼呼大睡。这时，突然飞来了一只大

蚊子，像开着轰炸机似的在我们身边

“投炸弹”。只见二豆睁开眼睛，轻轻

地坐直身子，警惕地四处寻找目标，

两只眼睛像探照灯似的到处察看。

很快，它就锁定了那只张狂的蚊

子，死死地盯住它。大蚊子毫无觉

察，得瑟地从二豆头上飞过，只见爪

子一闪，世界终于清净了。蚊子呢？

蚊子呢？哦！原来它被二豆紧紧地

抓在爪子里，压在沙发上。过了一会

儿，二豆松开了爪子，蚊子已软趴趴

地落在沙发上，再也得瑟不起来了。

二豆啊，实在是一只懒猫，也实

在是只机灵的猫，就像一句老话说的

一样：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里，我

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二豆今年

当爸爸了，它有了5个萌萌的“小

二豆”，可爱极了！

成都市双庆小学
四（5）班 蒋逸轩
指导教师 张晓梅

此文情真意切，作者截
取一天里的三个不同时间
段，用细节来反映父爱的悠
长与伟大，用词准确，文章结
构严谨。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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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加油！

幽默的语言、生动的肢
体描写，玩花洒给无聊的疫
情生活带来了有趣的小插
曲，最后一段点明了中心，升
华了文章主题。

点
评

懒猫二豆懒猫二豆

文章结构设计完美，过渡自然。关于懒猫二豆“抑”的部分描写呆萌可爱，“扬”的例子恰当，很有代表
性，生动地刻画出一只又懒又机智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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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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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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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长的父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