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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学校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淘宝节。同学们兴高采烈，早

早地来到学校。随着李校长一声

令下，期待已久的淘宝节终于开

始了。

我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商

铺”摆好，再从包里拿出要卖的东

西，然后把东西整整齐齐地摆放在

“商铺”上，最后便大声吆喝起来。

一眨眼的工夫，各个摊位上就变魔

术一样“变”出了各式各样的商品，

有玩具、书、小饰品……真是琳琅

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偌大的操场

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校园里每一个

角落都挤满了购物的人群，充满了

讨价还价的欢声笑语。

我拿到“市场”上来卖的东

西是小仓鼠宝宝和一盆茂盛的水

仙花。这可是经过我精挑细选后

拿来卖的“物品”呀！没等我吆

喝几声，毛色纯白、惹人喜爱的

小仓鼠就被大姐姐、小弟弟一抢

而光了。

倒是这盆美丽的水仙花让我

犯愁了，没人来买它，这可怎么

办？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盼

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一位小妹

妹。小妹妹一走到我摊前就问我：

“这盆水仙花多少钱？”我立刻回

答：“15元。”小妹妹一听，便说：“太

贵了，12元卖不卖？”我面露难色地

说：“外面都卖十五六元的，卖 12
元，我可亏本了呀！”小妹妹一听，

立刻转身就走。我可不敢失去这

个好不容易上门的小顾客，便说：

“12元，成交！”最后，小妹妹满意地

拿着水仙花走了。我仔细地数了

一下收到的钱，收获可真不少啊！

卖完收摊后，我准备好好地逛

一逛，看看能不能淘到我喜欢的宝

贝！

我走到了一个卖风铃的小哥

哥面前，问道：“这串风铃多少钱？”

小哥哥说：“5块。”这次我可学聪明

了，和小哥哥讨价还价，终于只用

了1元钱就买到了心仪的物品。

淘宝活动结束后，我们还进行

了捐款活动，这些钱将全部捐给贫

困山区。这次淘宝节活动让我们

淘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还学会了

做生意的方法，真是一举两得啊！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五年级示范班 陈奕含

指导教师 张道秀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当我背诵《悯

农》时，浪费粮食像一把刀，扎在我的心

里。

在我们学校，食堂的大厨们总是变

换花样与口味，让同学们吃得饱，吃得

满意。通过询问与调查，增减饭菜量，

让我们养成不浪费的习惯，每个同学都

做光盘行动的最美使者。

即便是这样，我也经常看到有同学

倒饭菜，多浪费呀！这些同学，请你们

想一想，养育我们的土地，就那么大的

生产能力。一旦土地“罢工”，我们将怎

样生存？我们已经丰衣足食，可世界上

还有多少孩子，因为饥饿在苦苦挣扎。

我们每天节约一粒粮食，积沙成塔，集

腋成裘，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国家，就会

节约出许多粮食，让那些因为灾难或饥

荒而吃不上饭的孩子，能填饱肚子，品

尝粮食的香甜美味，感恩土地的给予。

在我们学校，每天剩的饭菜只能倒

掉。看着老百姓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

经叔叔阿姨的手，变成餐桌上的美味。

就因为我们的一个不如意，就让饭菜走

进垃圾桶。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倒掉的

饭菜不能喂猪，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

财力，由专门的潲水公司进行处理。想

到这里，我的心里就惭愧不已！

在此，我提议：

节约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能吃

多少就盛多少，绝不多盛；盛在碗里的

饭食，不浪费一粒，我要对得起农民的

汗水换来的白花花的粮食。

教育身边挑食的同学，让他们知道

粮食来之不易，知道“成由节俭败由奢”

的道理，养成节俭好习惯，时时处处将

“节俭”刻在心底。

用我们的小手拉大手，让大人们懂

得浪费就是可耻，光盘行动，是我们每

个人必修的课题。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还地球本

色，让地球更好地服务我们，让阳光每

天笑嘻嘻。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管顺良亚

指导教师 周辉

早上六点多，奶奶早早地叫醒

我，我发现早上的天空居然如此美

轮美奂。

从窗户望去，此时天空呈现出

一片浅蓝色，云朵好似龙卷风，天

边还挂着一颗极小的星。乡村雾

蒙蒙的，一层薄雾笼罩着整个村

庄，就像一幅水墨画。空气极为清

新，让我的嗅觉也灵敏了不少。

为了更好的视觉效果，我兴奋

地跑到阳台上去观看。这边的天

空异常可爱，棉花状的云朵布满上

半个天空，下半个天空则像被挥洒

的白沫那么轻薄，整体看起来像扇

形。

天亮了一点，斜方透出一丝阳

光，被包裹在了云里，云朵变得金

黄金黄的，像刚出炉的烤面包一样

诱人。远处，先前被笼罩的山头也

变得清晰了一点。天边的那颗星

越来越微弱，天空变成了蓝色，云

朵更加纯白，也更加飘逸。渐渐

地，那颗星消失了，这时候，天上变

得雾蒙蒙，慢慢的就被白雾给包围

了，只剩下了一小部分。

又过了一会儿，天空一片纯

白，闭着眼睛吸口气都是甘甜的味

道。雾渐渐散去，一眨眼，阳光就

点亮了云朵，金灿灿地晃人眼。阳

光洒在被雾包围的云朵上，发黄的

地方成了个“3”字形。远处的云像

冲上沙滩的浪，先是透明的，灰色、

深灰色、白色、金色。

渐渐地，天空成了左右两大

“阵营”。右边是染得金黄的天空，

它的“首领”像一条龙，“站”得很靠

前。金黄色的云朵变得更加夺目，

云边特别亮，像镀了一层金，闪耀

着我的双眼。左边的天空是紫色

和粉红色，云朵既厚实又美丽，颜

色各不相同。一会儿，云朵竟成了

零零散散的小斑点，很可爱。

太阳就要出来了，它已经露出

了半个圆脸，红彤彤的，好像在害

羞。此时的云朵就像彩虹一样，流

露出梦幻般的紫色、粉色、金色。

而乡村，已经变得热闹起来，到处

是说话声和车流声。

早晨的天空可真奇妙啊！

泸县城北小学
五（4）班 许馨怡
指导教师 周德琼

六年前,

我们在这里相遇,

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旅程。

六年后，

我们即将分别，

又将踏上新的征程。

这美丽、熟悉又温暖的校园，

这智慧、善良又亲切的老师，

这充实、努力又阳光的日子。

在这里，

每一次的笑与泪都令我们铭记。

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嬉闹，

都在记忆里闪着金色的光。

宴席散去，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成长的树木终要独自抗击风雨。

也许我们不会重逢，

也许我们再会相遇。

但那欢笑与泪水，充实与成长，

将永远珍藏在我心中。

相遇离别，

缘起缘落，

希望与未来，

既然这样，

那就笑着去迎接明天吧！

也许多少年后，

我们会幸福地把今天回忆。

春天的桃花谢了，

夏天的蔷薇花，

也正沐浴在阳光下尽情盛放。

亲爱的同学，

你的明天，

准备好了吗？

武胜县城南小学
六（2）班 胡馨月
指导教师 张雪梅

今年暑假，我阅读了沈石溪的动

物小说《象群的征途》。这本书通过象

群迁徙的故事再现了大象与人类最真

挚的友谊，将“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展现在我的

眼前。

书中主要讲述了密云岭一带的原

始丛林发生了地震，一直生活在此地

的象群受到了惊吓，向国境方向迁

移。为保护野象群，曼岗军区的董团

长奉命带领民兵连把象群引到自然保

护区。经过几次武力驱逐，象群不但

没有屈服，反而激起了以独牙象为首

的象群强烈反抗。无奈之下，战士们

只好请来了能听懂象语的老象奴巴松

波依，经过战士们的描述，巴松波依确

认了独牙象原来就是自己年轻时救助

过的小象扁召屯。最终，巴松波依用

动听的歌曲唤醒了扁召屯的记忆，乖

乖地带领象群回到了保护区。

为什么战士们用石头、冲锋枪、手

雷等吓唬方式驱赶象群，却比不上一

首简单真挚的歌谣，比不上一个动人

美妙的音符呢？因为动物与人类的感

情是相通的，你尊重它一分，它回敬你

十分；你爱护它一时，它跟随你一生。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云南

省有两个部落发生战争，一个年轻的

象奴不幸死于这场战争，他所驯养的

大象一直守在他身边，不准任何人靠

近主人的尸体，敌人的弓箭、长矛都没

有赶走它，最终因身中数箭而死在了

主人身边。

然而，人类却不珍惜与动物的感

情，遗弃宠物、捕食野味、虐待动物的

行为时常发生，甚至还有的用动物器

官取乐、用动物生命表演、用动物胆汁

滋补、用动物皮毛装饰，完全置动物的

生死于不顾，把自己当成了地球的主

人。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大

自然的婴儿，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我

们要爱护动物，不捕杀飞禽走兽、不贪

吃山珍野味，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朋

友；我们要敬畏自然，不随便砍伐树

木、不随意乱扔垃圾，保护我们赖以生

存的家园。

地球只有一个，家园不容破坏，让

我们一起珍爱它吧！

成都市实验小学
六（3）班 李天睿

小螃蟹长大了，它需要一份工作。

小螃蟹找到了一份做拉面的工作，

老板教它揉面、擀面、拉面。它觉得做拉

面真好玩，“大钳子”剪了几下，结果面条

剪得到处都是。它唉声叹气地说道：

“哎，这工作不适合我。”

小螃蟹又来卖气球，他站在椅子上吆

喝，这样声音可以更大。他喊道：“快来

看，快来买，好看又好玩的气球真美妙。”

买气球的人越来越多，小兔子是第一位顾

客，小兔子说：“你好，小螃蟹，我要买气

球。”小螃蟹说：“好的，我马上给你介绍产

品。”小螃蟹兴高采烈地跳下来，一不小

心，尖尖的脚把气球给戳破了，他沮丧地

说：“哎，这工作也不适合我。”

小螃蟹又找了份搬砖的工作。巨大

的“钳子”可以搬很多的砖，坚硬的壳可

以保护自己不被砸伤，老板也同意小螃

蟹加入。小螃蟹高兴地说：“耶，我有工

作做了。”

就这样，小螃蟹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

己的工作，它每天开开心心地来上班了。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三（14）班 冯浩轩

指导教师 李芳

像爱护家人一样爱护动像爱护家人一样爱护动物物
——读《象群的征途》有感

推荐理由：这篇读后
感作者联系故事，体会到
“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文章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读”和“感”紧密结合，故
事叙述生动具体，感情表
达真挚，能引起读者强烈
的感情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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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战士们用石头、
冲锋枪、手雷等吓唬方式驱
赶象群，却比不上一首简单
真挚的歌谣，比不上一个动
人美妙的音符呢？因为动
物与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
你尊重它一分，它回敬你十
分；你爱护它一时，它跟随
你一生。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
人类是大自然的婴儿，动物
是人类的朋友。我们要爱
护动物，不捕杀飞禽走兽、
不贪吃山珍野味，保护我们
人类共同的朋友；我们要敬
畏自然，不随便砍伐树木、
不随意乱扔垃圾，保护我们
赖以生存的家园。

童年，那
些美好的回忆

这首小诗既有同学间离别
的伤感，又有对新征程的期待，
童年是美好又难忘的。

点
评

小螃蟹小螃蟹
找工作找工作

作者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切合生活实际给螃蟹选择了三
份工作，都抓住了螃蟹的特点，
意思层层推进。文章儿童气息
浓厚，有生动的语言描写，准确
的动作描写，活灵活现的神态描
写，跃然纸上。

点
评

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

作者从身边的现象说起，
从浪费引发深层次的思考，最
后发出倡议，号召同学们节约
粮食，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
起。

点
评

欢乐淘宝节欢乐淘宝节

作者把淘宝节当天的所见所得娓娓道来。场面描写生动形象，让人如临其境，达到了情景交融。运
用了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来刻画人物，显得细腻饱满。结尾总结，升华主题。

点
评

奇妙的天空奇妙的天空

清晨，乡村的天空好似一幅宁静的丹青水墨画，作者善于捕捉大
自然景物的细微变化，通过准确、细腻地描写，表达了对家乡的喜爱和
赞美之情。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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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鳌遗失成都市绿地 GIC 项目

二期 7—2—2106 号房的房款收据，

编号 0082845，金额 1050593 元，收

款时间 2016 年 9 月 23 日。特声明该

收据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