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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几天的秋雨，终于在周末停

了。哈哈，奶奶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因为啊，天放晴了，她要去种菜。

“奶奶，我跟你一起去种菜，好

吗？”吃过午饭，奶奶扛着锄头，提着一

篮子菜苗，刚迈出家门，我就急忙央求

奶奶。她看了我一眼，说：“在家好好

看书、做作业，别到处闲逛。”“作业早

就完成了，还看了一本课外书呢。”见

我执意要去，奶奶点头同意了。

我提着菜苗，走在奶奶的前面。

那块菜地，我是多么熟悉，我曾在那儿

玩泥巴，捉蜻蜓，看蚂蚁搬家……一路

走着，一路乐着。不一会儿，我们便到

了目的地。奶奶走到地里，用锄头铲

去一些杂草，整理土块，挖出一个个小

坑。将菜苗放进坑里，一手扶着菜苗，

一手将坑边的泥巴围拢在菜苗周围，

再用手将泥巴压紧、压实。

你可别小看了种菜，其实挺难学

的。有次，我学着奶奶的样子来种

菜。结果呢，倒把菜苗叶子掐断不说，

连嫩茎也弄断了。这次，奶奶不让我

做这道活儿，我只管把菜苗放进坑里

就行了。这么大一块菜园，土坑在哪

儿呢？我找啊找，找到一个，我就把菜

苗丢进土坑，再找下一个。

刚挖松泥巴的菜地，留下了我密

密麻麻的小脚印。奶奶见了，笑着说：

“看，你的脚印比菜苗还要多。”我打趣

道：“都怪小坑的颜色跟泥巴一个样，

不好找啊。”我吐了吐舌头，跟着奶奶

一起笑。唉，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总

是漏了几个小坑没放菜苗。还好，奶

奶拿着一把菜苗，帮我把那几个漏掉

的补上了。

太阳快要躲到山后面去了，我们

的菜也种好了。看着种在地里的菜

苗，一排一排的，好像列队的士兵，正

等着我们检阅。菜苗啊，快快长吧，过

几天，我再来看你们。

种菜很辛苦，但是，等它们长大

后，我一定会品尝到种菜的香甜。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三（1）班 程先雯
指导教师 邱达官

冬天到了，北风呼呼地吹着，像一

头凶猛的狮子在怒吼，冷得让人直打

哆嗦。因此，小动物们把窗户关得严

严实实的。

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啄木鸟妈

妈无法出去找食物吃。啄木鸟妈妈

想：我的宝宝们总不能饿着肚子吧！

她一拍脑门，兴奋地说：“对啦！我记

得在离我们家不远处，开了一家森林

超市。”

说完，啄木鸟妈妈急急忙忙地飞

向森林超市。来到森林超市，啄木鸟

妈妈把够她们吃一个星期的小虫子都

买好了。正准备离开时，她忽然看见

旁边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她很好奇。

于是，她拿着这个红色东西走到狐狸

先生面前问：“这是什么东西呀？”狐狸

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这是火柴，

在墙上一擦，就可以燃起小火苗，那感

觉，啊！是多么温暖，是多么舒适。不

过，要注意用火安全。”啄木鸟妈妈想：

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火柴能取暖，还

那么温暖，是多神奇呀！于是，啄木鸟

妈妈买了几根回去试一试。

她回到家里，擦着了一根火柴，

啊，这真是太温暖了。因为火柴太暖

和了，所以，她们在不知不觉中睡着

了。这时，由于啄木鸟妈妈回来的时

候，门没有关紧，一阵北风从门缝里钻

进来，把火苗吹进了森林里，森林里顿

时燃起了熊熊大火。而啄木鸟妈妈一

家还在家里睡大觉呢！直到乌鸦大夫

从她家房前经过时，乌鸦大夫大叫：

“啄木鸟妈妈，森林着大火了，你们赶

快出来，一起救火呀！”啄木鸟妈妈被

吵醒了，看见外面正燃着大火，急忙飞

出去一起救火。

火终于被扑灭了，啄木鸟妈妈向

大家承认了错误。大家对啄木鸟妈妈

说：“知错就改，就还是我们的好朋

友。”

第二年春天，大家在平原上重建

了家园，从此，小动物们使用火柴时都

格外小心。

青神县实验小学
三（7）班 张澜

指导教师 郭燕萍

“加油！加油！”操场上喊声震天，

同学们围成一圈，为我班即将进行的

接力赛呐喊、鼓劲。

比赛还没开始，几个同学跃跃欲

试，摩拳擦掌，好像必定会拿下冠军似

的。

比赛开始了，同学们的背微微向

前弓着，只听裁判一声令下：“各就位，

预备！”“啪！”的一声，参赛的同学像离

弦的箭一样，第一棒一下就跑了老远。

首先登场的是“黑人”杨雨航，他

的实力不容置疑，一起跑，就甩了对手

很远，稳稳地把接力棒，传给了第二

棒。第二棒是我们的“大长腿”刘霖

宣，他像被一条无形的疯狗追赶，不要

命似的狂奔。马上就要传给第三棒

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被对手撞了

一下，被对手超了。第三棒周浩然快

速把接力棒传给第四棒，人称“疯狗”

的王泉鑫，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

了出去。他表情严肃，手臂飞快挥舞，

快得好像我们只能看见他的“幻影”，

好像不停旋转的电扇。

一个又一个对手被他甩在了后

面，剩下十几米时，同学们竟不约而同

地跟着他跑了起来，王泉鑫第一个跑

向终点，全班同学欢呼起来。

我们彼此拥抱，相互击掌，激动得

汗水和泪水一起往下流。多么惊心动

魄的接力赛啊！

邻水县九龙镇中心小学
六（1）班 刘源源
指导教师 蒋凤

书香，没有鲜花的浓郁，也

没有青草的清新。但它能给我

的是心灵的澄澈、品德的高尚、

灵魂的纯洁。

小时候，我常常躺在妈妈

的怀抱听着美丽的童话驶进梦

的港湾。在我模糊的记忆中，

妈妈是带领我进入书香世界的

引领者。那时的我痴迷于神奇

的童话，幻想着自己变成灰姑

娘，穿着美丽的水晶鞋走向幸

福的生活；幻想着自己变成丑

小鸭，凭着不懈的努力最终成

了一只白天鹅……我常常与故

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正是这一个个故事编织成了五

彩斑斓的梦，开启了我的读书

之旅。

渐渐地，我长大了，神

奇的童话世界已经不能满足

我的求知欲，于是，我便时

常穿梭在书店中。书店里琳

琅满目的书籍，仿佛在邀请

我与它为伴。我迫不及待地

翻翻这里，看看那里。《假如

给我三天光明》 让我懂得：

无论处于任何境地都要珍惜

生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勇敢面对现实，为美好的明

天而拼搏；《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 我感到生命中多了一分

力量，添了一分活力。每当

我 学 习 中 遇 到 困 难 或 挫 折

时，“保尔”的光辉形象会激

励我不畏艰难，超越自我，

创造光辉灿烂的人生……我

会与书中的主人公同前行，

共奋进。

不知不觉，我的书屋已经

陪我走过了十一个春秋。徜徉

在《三国演义》中，我看到了东

汉末年，宦官专权，天下大乱，

群雄纷争；走进《战争与和平》，

我目睹了战争这个“怪兽”的无

情、凶残，因而深深地感受到人

们对和平的渴望，对幸福生活

的追求。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像天空

没有阳光，我一走进书屋，就会

浸在“读书之乐，乐融融；读书

之乐，乐陶陶”的境界里。因

此，我们要以书为侣，以书为

友，以书为鉴，让缕缕书香载着

我的梦想驶向远方。

广汉市第九小学

六（4）班 李蕊琪

指导教师 陈大会

今天,我惊奇地发现了一只比平常的

蚂蚁大很多的蚂蚁。我轻轻地把它捉

住，然后放在一个可以暂时关住它的透

明小盒子里。这样方便我更加细致地观

察它，为了让它不要太害怕，我还采了些

叶子和花为它布置了一下这个小观察

室。

我发现蚂蚁的嘴巴像一个粉碎机入

口，两侧还有一根细细的绒毛。我想这

应该是它的触角吧，方便它试探事物，

和小伙伴传递信息。我把它放到小盒子

里时，它果然四处触碰，好像是在打探

周围的环境。为了安抚它，我还让姐姐

掰了一小块糖霜给我，希望它可以转移

一下注意力。很快，它发现了糖霜，然

后小心翼翼地用它的触角去触碰糖霜，

我猜测它可能是在想：咦，它是什么

呀？看起来还不错，应该可以搬回家里

去吧。

只见它围着糖霜转了几圈想搬走

它，可是怎么也搬不动，所以它机智地弄

了一小块下来，然后围着盒子绕了好几

圈，还不停地碰碰盒子壁。咦？它这是

在干什么呀？对了！它一定是想去找救

兵。于是，我带着盒子把它送回了发现

它的地方，它的家应该离这儿不远。果

真，没过一会儿，它就返回了这里，而且

陆陆续续又来了好几只大蚂蚁一起帮助

它搬运糖霜。

过了一会儿，糖霜就被搬完了。这

时，妈妈刚好喊我吃晚饭了，我才依依不

舍地站了起来，心里却还在想，下次一定

要去看看蚂蚁的家在哪里。

洪雅县实验小学
三（6）班 文皓悦
指导教师 杨荟

跟着奶奶去种菜跟着奶奶去种菜

作者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层次清楚地记叙了自己跟奶奶种菜的过程。最后，用简单的一句话结尾，点明了“劳动虽辛苦却很快乐”的中心。
点
评

缕缕书香
载梦远航

文章构思独特，
以“我”对书的喜爱为
线索贯穿全文，分三
个层次生动地表现了
读不同的书籍会有不
一样的感慨和收获，
结尾点明中心。

点
评

世间美食千千万，唯有火

锅得我心。这句话最能表达出

我心里对火锅的无限热爱，虽

然我也在旅途的过程中，品尝

过各类美食，但还是滚烫又热

情的中江火锅闯入了我的内

心，并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我们中江的火锅和外地的

火锅可大不相同，不像北京羊

肉涮锅一样清淡，而是更注重

的色香味俱全。中江老火锅的

色是鲜艳的,红色的底料沸腾

起来就像岩浆一般。它的香味

一闻到就让人口水直流，难忘

其味。

中江火锅的味道分很多种，

有清香味，还有麻辣味，我的最

爱是麻辣味。我们中江人一直

把火锅作为请客、家庭聚会的美

食首选。根据一行人的口味，只

吃辣味的人可以点红汤锅，口味

淡点清汤锅。如果吃辣和吃清

淡的人各有几人，点哪种锅就跟

人数有关了，吃两种口味的人各

占一半点“太极锅”，吃辣味的人

较多点“双圆锅”。

火锅底料是可以自己做

的。准备好制作材料和调料，

就可以炒制底料了。先将炒锅

烧至三成热，倒入香油，放入辣

椒、花椒、八角、茴香、香草、香

叶、丁香、孜然、草果、葱、姜、

蒜，待辣椒开始变色时加入少

量料酒，紧接着放适量豆瓣酱，

大火翻炒几下就可以了。将炒

好的底料倒入火锅，加入高汤、

盐和鸡精，等汤沸起来即可，自

制的火锅底料就完成了。

开始吃火锅了，荤菜素菜

都可以煮。古铜色的锅身，锅

里不停滚动的红汤，整间屋子

都被雾腾腾的热气所弥漫。所

有人的脸上都是红扑扑的，像

红尖椒一般。

服务员身穿红色制服，亲昵

的叫一声“美女”“帅哥”，为你端

上黄澄澄的油碟，一闻，浓浓的

香味迷得人神魂颠倒。当你拿

起筷子夹菜的时候稍不留神，几

颗花椒也许会咕噜咕噜躲进白

菜妈妈的怀抱，如果你没发现，

还夹起一同吃了下去，那你就惨

了。首先，你会感到嘴里酥酥

的，但接下来你的唇就开始颤

抖，像是在弹棉花，最后，你一定

会忍不住大喊“好麻”。

说到这，你一定会不由自

主地想尝尝这美味，一饱口

福。对了，别忘了向你的亲朋

好友介绍一下哦！

中江县实验小学
五（3）班 向思缘
指导教师 陈玲

中江火锅

作者观察仔细，
将中江火锅的特色描
写得淋漓尽致，中江
火锅在品种和风味上
实行了多样化，可以
满足不同食客的需
求，深受大家的喜爱。

点
评

火柴的故事火柴的故事

这个童话故事叙述得生
动具体，语言活泼明快，用词
准确，结尾恰到好处地点明
中心，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点赞。

点
评

有趣的蚂蚁有趣的蚂蚁

作者留心生活、善于观察，细致地记录了自己的观察所得，小
小的蚂蚁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

点
评

惊心动魄的接力赛

作者用简明、生动的语言回放接力赛，
给人以真实的现场感，仿佛把读者带入一
个激动人心的赛场。对四位选手描述，详
略得当，以侧面描写衬托王泉鑫“力挽狂
澜”之威力和气势，灵活运用修辞手法，生
动刻画人物形象。

点
评

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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