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家乡在洪

雅，是一座江边小

城 ，有 着“ 山 水 洪

雅，养心之地”的美

誉。

人们走到街道

尽头，就可以看见波涛汹涌的青衣

江。天是蓝的，水是绿的，水天交界的

地方，渔夫熟练地摇着橹，灰黑色的渔

船和五彩缤纷的游船来来往往。天空

中飞翔着一只只白鹤，还飘着跟白鹤

一样颜色的云朵。

早晨，一轮红日从江边冉冉升

起。渔船、游船、白鹤、云朵……都被

朝阳镀上了一层金黄色。渔船上的渔

夫，游船上的游客，他们的脸和胳膊也

镀上了一层金黄色。

江边是一片石滩，石滩上遍地都

是大小不一，奇形怪状的石头，或白、

或青、或红、或灰，五彩缤纷，美丽极

了！

石滩旁边是一大块绿茵茵的草

坪，那可是孩子们的天堂。每逢休息

的日子，河堤上人来人往，孩子们在草

坪上放风筝、跑步、打滚儿、建城堡，玩

得不亦乐乎。

街道的两旁种着各种各样的树。

有银杏树、芙蓉树、柳树、榕树……我

最喜欢秋天的银杏树，一片片金黄的

树叶飘落下来，就像一把把金黄的小

扇子，飘啊飘啊，小城就像笼罩在金色

的祥云中。

小城的公园更美。一棵棵大榕树

枝繁叶茂，仿佛撑开的绿绒大伞，为

游人遮阳挡雨。石径旁，一年四季，

鲜花盛开，有的白如雪，有的粉似

霞，有的红似火，万紫千红。一条小

河在公园里蜿蜒流淌，清澈见底的水

面上，时不时游来几只可爱的小蝌

蚪。下雨后，在草丛里，会突然蹦出

一只青蛙，趁你不注意，把露珠弄得

到处都是，还得意地发出“呱呱呱”

的声音，好像在说：“我在唱歌，我

很快乐！”

我爱这座美丽的江边小城，欢迎

大家常来作客！

洪雅县实验小学
三（8）班 杨子昊
指导教师 李红艳

江边江边
小城小城

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向
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家乡
画卷，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家乡
的热爱，情感丰富而真实，读
来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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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上学读书，我遇到过无数

老师。其中，有一位老师让我终身难

忘，他就是我的网课老师——彭老师。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开始抢学

分。”一听到这熟悉的开场词，即使不

用眼睛看，我也能猜到是谁，那就是我

的网课老师——彭老师隆重登场了。

只有他才会把“吗”的声音拖长，把

“分”的声调往上扬。

彭老师，中等身材，一头乌黑油亮

的头发，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上架着

一副方形的黑框眼镜，让人一看就觉

得他学识渊博。他通常穿一件黑白色

条纹衬衫，再套上一件灰色的大衣，全

身上下就一个字“帅”。

彭老师不但帅气潇洒，而且学识

丰富，任何难题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

碟。有一次，我做彭老师布置的课后

习题时，被一道题给难住了。左想右

想，草稿纸用了几大张，做了 20 多分

钟，也没想出来。

于是，我决定去问彭老师。彭老

师听了我的问题，立马就滔滔不绝地

讲起来：“你看这道题，我们可以从这

个突破点入手……从这个信息，我们

又可以推算出……”他一边勾画信息

一边讲，显得那么有条不紊。不到 3
分钟，我便豁然开朗，解决了这道难

题。你们看，彭老师厉害吧！他还有

一个“杀手锏”叫“秒杀法”，也是我最

喜欢的。顾名思义，一两秒就可知一

道难题的答案。这通常是运用到填空

题中去解难题的方法。对于彭老师的

“秒杀法”，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听到这，你一定会觉得彭老师和

蔼可亲。可是，如果同学们不认真听

课，他变起脸来，连演员也比不上他。

有一次，彭老师正在讲解一道重

点难题。有两位同学却在评论区不停

地吵架、刷屏，最后连彭老师都看不下

去了。只见他脖子一扬，几根青筋立

现；额头皱成了“川”字，眉毛打起了

结，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像剑

一样锋利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直

接投到了评论区。“请辅导老师看看是

哪个班的同学，不认真听课，还刷屏影

响大家，立马禁言！”那两个同学显然

被这架势给吓住了，评论区立马安静

了下来。我想，这两个同学此时的心

啊，肯定比苦瓜还苦，怎一个“惨”字了

得。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被

彭老师无情地“判决”了，关进了“小黑

屋”。

我想用一句诗来赞美彭老师，“落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彭

老师是一位让我终身难忘的老师。他

帅气潇洒而又才高八斗，既和蔼可亲

又严肃认真。有了他的帮助，数学上

的难题在我这都迎刃而解，我也越来

越喜欢数学了，感谢彭老师！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
五（3）班 罗熠臻
指导教师 曾明素

姑姑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喜

笑颜开。到饭点了，姑姑在做饭，

我在洗菜，我记得十年前也是这

样。

“姑姑，菜拿回来了！”我用衣

服裹着一大把白菜，飞快地跑进

厨房，把奶奶刚从菜园子里摘的

白菜递给姑姑。她正哼着小曲

儿，忙碌地弄着饭菜，没来得急顾

及，便让我快把白菜洗净了，呆会

儿烧汤。

我学着姑姑平时洗菜的模

样，踮着脚尖接了一盆水，把盆放

在地上，再把菜叶放进水里，然后

一根一根地拿起来，轻轻搓两下，

再放进水里搓一搓，最后拿起来

甩一甩，放进另一个盆里。洗了

几根后，我便觉得枯燥无味，想着

赶快洗完去看最爱的动画片，便

一大把一大把地放进盆里，搅两

下，就急忙捞出来放进另一个盆

中。没过几分钟，菜便被我“洗好

了”，随即放在桌子上，跑去看电

视了。

过了一会儿，我饿了，奶奶也

回来了，厨房里又飘来熟悉的饭

菜香。帮姑姑打好饭后，我便急

匆匆地拿起筷子了。肉末茄子、

西红柿炒鸡蛋、炒土豆……我拿

起勺子舀了一勺白菜汤，刚抿一

点点，便一口吐在了地上：“这什

么呀？怎么有沙子，呸!”刚开始，

我还以为是掉了沙子进去。姑姑

尝了一口，责备道：“这菜怎么洗

的，为什么还有沙子？”这时，我才

想起是自己马马虎虎，只把菜洗

了一次。奶奶为我求情说：“小孩

子嘛，洗不干净很正常，这汤倒了

就好了，快坐下吃饭吧。”本以为

姑姑会放过我，谁知道她竟然叫

我把这汤全喝下去。“自己干的事

自己承担后果，你做事不认真，让

你长点记性！”我不愿喝，便哭起

来，可不管我怎么折腾都没用，最

后只好乖乖听话，把那带泥沙的

汤喝了下去。从那以后，我再也

没吃过白菜，做事也不敢马虎了。

如今，那个硬让我喝下泥沙汤

的十多岁的小姑娘已为人妻，而那

个从前洗不干净白菜的小女孩已

成大姑娘。回首间，望着手中拿起

的白菜，和站在一旁炒菜的姑姑，

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只不过白

菜汤里再也不会有泥沙了。

平昌县响滩中学
九（8）班 王楠
指导教师 杨柳

今天，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

消息：我们的家乡正在努力创建

“森林城市”！这是多么令人振奋

的消息，因为，“森林城市”空气

质量好，环境优美，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会越来越幸福。

我是一名爱护环境的小学

生，从课程 《生命·生态·安全》

一书中，我了解到世界上的物种

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其中包括

我心中最美的渡渡鸟；现存的物

种生存状态，也不容乐观，如白

犀牛等。这些人类不愿看到的现

象，正是环境日益恶化带来的后

果。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营造绿色

生态家园，势在必行。“森林城

市”的创建，正是人们践行“环

保理念”的重要举措，是造福子

孙后代的大好事，我怎能不激动

呢？

回到家，爸爸也跟我聊起了创

建“森林城市”这一话题，我更高兴

了。因为，一座城市就是一座森

林。满眼的绿色，到处闻花香，四

周听鸟语，与城市的高楼大厦交相

辉映，和谐相融。

生活在美丽环境中的人们，欢

声笑语，神采飞扬。看吧，孩子们

背着书包，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一路唱着歌儿，

奔向美丽的学校；叔叔阿姨们开着

环保汽车，开开心心地去上班；退

休的爷爷奶奶在绿荫中，跳起了广

场舞，享受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节

假日，大人带着孩子，行走在美丽

的城市中，流连忘返，其乐融融

……啊，森林城市，你提高了人们

的幸福指数，圆了人们心中美丽的

梦！

“森林城市”的创建，必将为我

们营造一个绿色生态家园。所有

的地方都是宜居的，人们不再为空

气被污染而焦虑，不再因没地方休

闲而发愁。因为，整座城市就是一

个天然的大氧吧，到处都有旅游、

散步的好地方，想去哪儿就去哪

儿，不亦乐乎。

而今，伴随祖国建设步伐不断

加速，城市的基础设施设备不断完

善，“森林城市”的创建，必将带给

我们更多、更美的享受。

所有这一切，因“你”而改变，

我爱这座美丽的城！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陶勋

指导教师 邱达官

上周末，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一

起，到上海野生动物园玩。看了动物

园门口的介绍，我才知道，上海野生动

物园是中国首座国家级野生动物园，

1995年建成开放后，至今有20多年的

历史。以前，爸爸妈妈带我去过北京

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威海野生动物园

等，今天我要看看上海野生动物园有

啥特色。

一进动物园大门，刚好看到驯兽

师带领动物正在表演。驯兽师领着猴

子、大象等动物，载歌载舞地欢迎游

客。驯兽师大部分是黑人朋友，他们

头戴花环，身穿草裙，面带微笑和我们

互动。一位黑人叔叔走到我身边，伸

出手热情地和我握手，我朝他笑了，握

住他的手。一会儿，他又去和别的小

朋友互动了，真好玩。

然后，我们观看了百兽山马戏表

演，圆形的场馆非常大，周围坐满了观

众。猴子荡秋千、老虎跳火圈、豹子抓

球等表演都很好看。我和弟弟以及旁

边的小朋友们，一会看得哈哈大笑，一

会乐得热烈鼓掌，一会聚精会神，一会

拍手叫好，看得好开心。

接下来，我们去参观老虎专区，最

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老虎扑食了。工

作人员把一块肉挂在铁钩上，再用绳

索把挂着肉的铁钩转出去，转到老虎

山的上方。一只体型较大的老虎对着

肉的位置迅速一扑，可工作人员像闪

电一样把肉钩子转了回来。虎山的旁

边是一个水池，老虎没有抓到肉，反而

扑倒了水里，“扑通”一声溅起巨大的

浪花，我们都喝彩起来。

那只老虎不放弃，这次学机灵

了。工作人员刚刚把肉转过来，它就

瞄准肉奋力一跳，用爪子把肉拍了下

来。老虎心满意足地享用着它的战

果，一边吃还一边斜眼看看旁边老虎

有没有过来抢肉，挺有防备意识的呢！

工作人员又转了一块肉过来，一

只小老虎爬上树，对着肉一跳。狡猾

的工作人员还想把肉转回去，但是肉

已经被小老虎准确地抓到，马上送进

嘴里了。大家鼓掌祝贺小老虎。工作

人员气得脸都红了，但因为表演时间

没有结束，他只好再放一块肉，一只老

虎两次都没有抓到肉，落到水里，最后

第三次跳得高高的，精准地夺到了

肉。还有一只更大的老虎想抢肉，这

只老虎当仁不让，大吼一声，把那只大

老虎吓了回去。我们看得

津津有味，可惜表演时间结

束了，只好依依不舍地离

去。

上海野生动物园真好玩，希望你

有时间也去看一看。

华东师大一附初中实验小学
五（1）班 丁俊钦
指导教师 王莉

洗菜记洗菜记

作者描述了小时候洗菜的场景，因为想看动画片所以粗心大意，没把白菜洗干净，做出来的汤
里有泥沙，姑姑为了让“我”长教训，便让“我”把泥沙汤都喝下去。如今，姑姑回来了，仍然是她做饭
我洗菜，情景再现，不同的是汤里再也不会有泥沙了。对比之下，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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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老师 作者从彭老师语言上的
特点引入，首先描写了他的
外形特点——“帅”，接着通
过写彭老师给“我”讲解难
题，突出他“学识渊博”，然后
再用一个过渡句引入到他的
严肃认真，重点描写了批评
时的语言、神态。结尾再对
彭老师的特点作一个概括，
突出自己对他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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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你你””
而美丽而美丽

优美的环境，清新的
空气，幸福的人们，这一切
皆因“森林城市”的创建而
更加美丽。作者从学习、
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说起，
表达了少年儿童的美好愿
望和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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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上海野生动物园游上海野生动物园

作者用儿童的思维，儿
童的视角，儿童的语言把老

虎扑食的过程写得生
动逼真，把自己的心
理活动写得真实可
爱、妙趣横生，让人读
来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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