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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个夜晚，那一幕……

那天，我回家已经很晚了。

我歇了一口气，打开台灯，就开

始做作业。

我本来想，十分钟肯定能做

完，毕竟只剩下两页练习册了。

可是,最后的那道题难住了我，真

是百思不得其解。它好像那伸

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仿佛我上刀

山下火海也找不到解题方法。

我算了许久，也没有一点进

展，心里烦躁极了。

这时，一只蛾子神不知鬼不

觉地飞了过来，在灯前晃来晃

去。它虽然没有蚊子一样讨厌

的“嗡嗡声”，可我还是将它当作

解题的“障碍”，准备把它干掉，

送它“回老家”。

我举起手，“啪”的一声打过

去。哪曾料想，蛾子居然躲过了

我的“如来神掌”，迅速飞走了。

哼，我就不相信本公主还搞不定

一只小小的蛾子。

我“切换”成“双手模式”，悄

悄地伸出手，看准蛾子，“啪”的

一声响！这下，蛾子肯定丧命于

掌中了吧。我慢慢摊开双手，手

掌里空空如也，蛾子哪里去了？

四下搜寻，书桌上的蛾子，

一扇翅膀裂开了一条丝状的

缝！看来，伤得不轻。

不知蛾子从哪儿来的勇气，

突然“拖着”身体飞向了台灯！

我震惊了！

我眨了一下眼，却不见了受

伤蛾子的踪影，心头泛起一丝歉

意……蛾子让我懂得了勇敢、坚

强、坚持！

低头看着那道让人费解的

题，我飞快地思考着、计算着，写

下了答案。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
五（2）班 崔芸睿
指导教师 李小平

天池公园一年四季都是一幅幅美

丽的风景画。

春天，小草探出头来看了看，对小

花说：“今年的风景可真美呀！”小树冒

出了两片小嫩叶，一阵微风吹来，它摇

摇晃晃的身体我可担心啦。看到路边

有许多柳树，就像一个个小姑娘的头

发被染绿了。

夏天，天气很炎热，大家都会去池

塘边划船。池水又绿又蓝，坐上船一

边看着那美丽的风景，一边唱起歌儿，

有趣极了！再走到桥上看看许多荷

花，突然，你的心情就更好了呢！你

看，荷花有深红的，有淡粉色的，还有

红色的，一朵接一朵密密麻麻；一片片

荷叶就像大盘子，这里也是蜻蜓、青蛙

的家。看到这一幅图画就不由得让人

想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的诗句。

秋天，叶子变成金黄色，从树上徐

徐落下，仿佛它们在空中跳着舞蹈，一

圈一圈地飘落下来。不过几天，大地

就好似穿了一件黄色外套，一阵微风

吹来，叶子随风附在人们的衣服上，红

色的衣服成了黄色，白色的衣服成了

黄色，紫色的衣服也成了黄色，所有人

的衣服都成了黄色。

冬天，人们穿上棉衣，而我们熟悉

的松柏爷爷也披上了一年一度厚厚的

棉衣，那衣服雪白雪白的。

我爱家乡美丽的天池公园！

宜宾市翠屏区棠湖学校附小
四（1）班 杨馥嘉
指导教师 陈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如

琦君笔下故乡的桂花，冯骥才眼中可

爱的珍珠鸟。我也有自己的心爱之

物，那是一双舞蹈鞋。

这双漂亮的舞蹈鞋，柔软的鞋底，

粉红的鞋面，白色的鞋带，每当我看到

它，就感到格外亲切。

这双舞蹈鞋带给我的或许是痛

苦、或许是快乐、或许是悲伤、或许是

骄傲——但是这些心情是他人体会不

到的。

还记得我第一次上舞蹈课，才 4
岁。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

妈妈正在散步，经过一片绿茵茵的草

坪，看着晴空万里，感到大自然是多么

的美好，让人心情豁然开朗。

突然，我的耳边响起了熟悉又亲

切的上课铃，哦！原来不远处有青少

年活动中心。我们准备进去参观。刚

踏进门口，我看到一个正在上课的舞

蹈班，妈妈跑上去给舞蹈老师说了一

番话，我知道我要“大难临头”了，妈妈

要给我报舞蹈班了。

果然，舞蹈老师把我带到了存储

室，拿了一双舞蹈鞋给我，带着我匆匆

忙忙地走进教室。于是，我开始学习

中国舞，渐渐地，我爱上了舞蹈。脚上

穿的舞蹈鞋，也成了我的最爱，穿上

它，我感觉就像长了翅膀一样，正在向

着自己的理想腾飞。

每次穿上舞蹈鞋，感觉浑身都是

力量，在舞蹈班学习，我也特别用心，

几乎每次都会受到老师的表扬。有时

候，老师会让我站在队伍中间，充当舞

蹈队的中心角色。还有的时候，老师

会让我来到前面，给大家做示范动作，

我感觉像是一个小老师，又感觉像是

一个舞蹈天才。

轻盈的动作，仿佛白灵鸟一般，翩

翩起舞。我想，这都是这双舞蹈鞋带

给我的荣耀。穿上舞蹈鞋，我一路走

来，参加中国舞考级，随着年龄越来越

大，考级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但我依然

没有放弃学习中国舞，就这样，一直考

到了六级。我也越来越喜欢舞蹈鞋

了。

一个暑假转眼就要过完了，又该

上舞蹈课了。我拿起舞蹈鞋，一路狂

奔上了车，又一路狂奔来到青少年活

动中心。当我走到教室的时候，才发

现这个暑假我的脚长太多了，穿不下

舞蹈鞋了，顿时，我泪水如泉涌一般，

痛彻心扉。我心爱的舞蹈鞋，居然要

退居二线了，无法再为我服务了，我只

有眼睁睁地看着，将它放到一边去，这

可是我第一双舞蹈鞋。

虽然，这双舞蹈鞋不能再为我所

用，但它的意义，它跟我这么多年的感

情，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虽然不能

穿了，但我也没有把它丢掉，而是永远

保存在我的鞋柜里。

绵阳市安州区黄土镇小学
五（3）班 黄欣怡
指导教师 吴永贵

今天是中秋节，吃过晚饭，我和爷爷

来到院子里赏月。

一轮金黄的月亮高高地挂在蓝蓝

的天空，像一个又大又圆的大玉盘，

又像一面明亮的镜子。皎洁的月光洒

向大地，像轻纱般温柔。天空中，云

淡淡的，风轻轻的，星星像一只只小

眼睛，眨呀眨，构成了一幅美丽绝伦

的画。

我呆呆地望着月亮，仿佛看见了砍

伐桂树的吴刚，美丽动人的嫦娥，活泼可

爱的玉兔……你瞧！月亮姑娘正对着我

笑呢。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诗，脱口而出：

“小时不时月，呼作白玉盘。”爷爷接着

念：“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我高兴

极了，说：“爷爷，不如我们来赛诗吧，每

人说一句带月的诗句，接不上来的就算

输。”爷爷点头说：“好，好。”

我一马当先，说：“床前明月光，疑是

地上霜。”

爷爷不假思索，念：“秦时明月汉时

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我不甘示弱，想了一会儿，念：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背完了，

我挑战地看了看爷爷，爷爷摸了摸银白

色的胡须，慢慢吟道：“春花秋月何时

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

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我傻眼了，没

想到，爷爷这么厉害，我摸摸脑袋，冥

思苦想，就是想不到带有月字的诗句。

我惭愧地低下头，不好意思地对爷爷

说：“爷爷，你赢了！我一定好好学

习，明年中秋节我们再来比赛。”

我抬头仰望天空，皎洁的月光洒在

我的身上，仿佛给我了无限力量。

洪雅县实验小学

三（8）班 王艺博

指导教师 李红艳

我的心爱之物我的心爱之物

生活中有许多声音，风声、雨声、

歌声、掌声、笑声……总有一种声音

会触动你的心灵，让我印象最深的声

音就是——歌声。

歌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少见，

少见的是那些经典名曲，让人听过后

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歌曲经过了

岁月的筛选，被老一辈人认可，被新

一代人哼唱，如 Beyond 的《不再犹

豫》；多次被加入电影作为插曲，如

《夏洛特烦恼》。所以，老歌不代表被

淘汰，而是等待着下一次的流行。

对我而言，音乐是我阅读、休息、

做手工时的陪伴。阅读时，放上一首

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让我读书时更

放松、舒服。走在路上，我戴着耳机，

为保证安全，先把音量调小，随意播

放音乐。正如《阿甘正传》中所说：

“人生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

一个是什么味道。”没错，你永远也不

知道下一首是什么歌，风格可能激

进，可能放松，也可能是最新发布的

一首歌，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

一颗乐观的心，去坦然面对困难和问

题。

我喜欢的歌，也许和你们不一样，

但是，如果什么都一样，那么每个人不

都变得平凡了吗？有人说我听的歌太

老，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我喜欢《不再犹豫》中的“问句天

几高心中志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

心态活到老。”这句歌词当时深深触

动了我，使我明白，不论在怎样的境

遇里，都要顶天立地，不低头折节。

西昌市阳光学校
六（1）班 范宸瑞

作者文笔流畅，饱含深情地写了自己的心爱之物，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的喜爱之情。选材恰当，文章结构完整，有娓娓道来的感觉。点 评

美丽的天池公园美丽的天池公园

阴雨绵绵的周末，我们一家

人没外出，而是选择了到超市购

物，没想到在这里让我体验了惊

心动魄的十秒钟。

快要结账的时候，爸爸拍着

我的肩膀说：“儿子，你最近练球

很认真，学习也很努力，应该得到

表彰。”我一噘嘴，说：“那是，不过

你光口头表扬力度可不够。”

爸爸向四周望了望，我从他

的话语和神态中预感到了什么，

也不由得向四周的货架上望去，

心想：不会是让随便选吧，要真是

这样的话，我可要让你“大出血”

了，一定要细挑慢选到自己满意

为止！

“我们来做个游戏吧。”爸爸

说道。

“这都要走了，做什么游戏

呢？”我狡黠一笑，有点期待地问

道。

“给你十秒钟时间，超市里的

东西你随便选，但超过十秒钟以

外拿到的东西，一律无效。”

我先是一脸懵，十秒？继而

决然说道：“十秒就十秒！”我的眼

光首先瞄向了坚果区和零食区，

心想：有点远，弄不好就有去无回

了。

正在我思考的时候，“三、二、

一，开始！”爸爸的计时冷不丁开

始了。我随手抓起身边的两提可

乐塞到了购物车里，四秒过去了！

“五——六——”我奋力向零

食区冲去，大脑一片空白。

“七——八——”来不及了，

估计拿不到巧克力，只好就近抄

起两包沙琪玛往回冲。

“九——”我三步并作两步，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购物车跑

去，额头上冒出了细汗。

“十！时间到！”随着最后一

秒脱口而出，我把沙琪玛奋力往

前一抛，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沙琪

玛顺利落入车中，几乎要跳出来

的心脏又装回了胸膛。

看看车里的货物，我十分懊

恼，这些东西价值都不高。“早知

道一开始就应该冲向坚果区。”我

暗暗想到，后悔不已，不过为时已

晚，游戏结束了。爸爸语重心长

地说：“游戏可以重来，但机会只

青睐有准备的人，好运总是偏向

努力的人。”我点点头，如果再给

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筹划

一番。

真是紧张刺激的十秒钟啊！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六（7）班 李政烨
指导教师 陈思朵

家乡的天池公园一年四
季景色不同，作者以优美的
语言对春夏秋冬的景物分别
进行了描述，表达了对天池
公园的喜爱之情。

点
评

蛾子的
启示

一只蛾子从小作者
手里“死里逃生”，让她
从中获得启示，从而倍
增信心和勇气，解出了
难题。情节曲折，语言
风趣，读来耐人寻味。

点
评

有一种声音

在音乐的世界里，作者尽情地享受和体会着，不同的音乐带来不同的人生体会和生活态度。整篇文章阅读
起来犹如音乐般流畅、自然。

点
评

惊心动魄
十秒钟

作者笔下的短短十秒
钟，却是那样惊险刺激，那
样让人回味无穷。作者能
用心感受生活，从小事中
悟出道理，实属不易。

点
评

中秋月色中秋月色

作者用清新有趣的语言，描写了中秋夜晚和爷爷赛诗的情景。字里行间
充满童真童趣，读来倍感亲切，不失为一篇佳作。

点
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