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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市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东部，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

化，是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藏

汉交汇中心。塔公草原距康定市区

113公里，海拔 3730米的高原地带，

是甘孜州最著名的草原。

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我和爸

爸妈妈自驾来到康定。自康定沿川

藏线西行，翻越折多山，过新都桥后

北行30多公里就能到达草原。

10月 2日清晨，我们从康定出

发，汽车在群山环绕中行驶，绿、

橙、红颜色的大树、小树像一件件

美丽的衣服，披在巍峨耸立的大山

上。我们沿着小白龙一样蜿蜒的山

路前进。渐渐地，山边升腾起了簿

雾，天气凉凉的，我感到十分舒

畅。

雾气逐渐变浓，像一位使者唤

醒了太阳，太阳羞答答地躲在云雾

里。东方的天空模模糊糊有点橙

红，太阳渐渐探出头来。草原的边

际有许多鹅卵石，石头里生长着许

多植物，秋天甜蜜的吻给植物染上

了彩色，它们像宝石一样点缀着大

草原。观景台上簇拥的人们情不自

禁地喊着：“好美啊！”

我们继续赶路。太阳完全苏醒

过来，大地被照得暖洋洋的。草原

上散布着正在吃草的牦牛，远远看

去，一头头黑色的牦牛像一粒粒黑

珍珠镶嵌在绿毯上。草原上的青草

十分茂盛，此时一团白云笼罩在挺

拔的山上，像一条蛟龙盘绕。

午后阳光灿烂，可是北边乌云

密布，不一会儿，竟然下起雨来。我

们头顶着细雨，仰头看西边的太阳，

真是一场奇妙的太阳雨啊。突然，

一声惊呼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原来

是一座由彩虹形成的拱桥横跨了两

座山。红橙黄绿……嗯？蒙蒙眬眬

中还看到了两道彩虹，原来天边出

现了双彩虹！这样美好的景象好像

在梦里一般，我真想变成一只蝴蝶，

环绕彩虹飞翔。

山边的云，一亮一暗，非常梦

幻。这是光影的世界，集中的一束

亮光照在一座高塔上，那座塔显得

十分耀眼，像一座金山屹立在草

原。我陶醉了，这一切是如此美

好。

康定真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画

卷，更有带人入梦的草原美景。

德阳市东汽小学
四（2）班 杨子丁
指导教师 陈本莉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

从当年的小学生变成了一位科

学家，在一次实验中意外穿越

到了二十年后的家乡。

二十年后的家乡可谓是世

外桃源：到处绿树成荫，走在大

路上，两旁的柳树用温和的语

气跟我打招呼，树上的小鸟衔

来五颜六色的花朵放在我的手

心，用细腻的绒毛蹭了蹭我的

脸庞，好像在对我说：“欢迎回

到故乡。”我来到小时候的“军

事重地”，那是一条小河。以

前，里面无数的泥泞，我们常常

在里面打泥仗。现在，这条小

河清澈见底，人们都可以直接

饮用里面甘甜的河水了。

二十年后的房屋非常可

爱，我们的家是一只巨大的鲸

鱼。爸爸妈妈住在里面，鲸鱼

的排气孔就是我们的烟囱，吐

出来的小气泡经过特别加工

后，有一股花香味儿，对环境不

会造成任何污染。

这时，我看见一台台机器

人在果园。有的机器人拿着喷

壶在给小树苗浇水、有的机器

人在摘香甜的果实、有的机器

人在为小树捉虫。有了这些机

器人，人们省事了许多。

“嘀嘀嘀嘀”我猛地转头一

看，是我的好朋友婷婷，她开着

3D打印的汽车，此时来到我的

身旁，我不仅感慨现在的科技

可真伟大。她说要带我去到处

转转，我刚上车，车就飞快的跑

了起来，我非常的害怕大喊了

一声：“停下！”小车好像真的听

懂了，缓缓地停下了。婷婷说，

这是最新科技，不用怕，很安全

的。

突然，一阵奇怪的吸力把

我吸进了一个大洞，使我陷入

了昏迷。当我醒来后发现我还

是那个天真的学生，不过我非

常期待未来的故乡呢！

通江县李先念红军小学
五（3）班 李心仪
指导教师 屈怡君

天灰蒙蒙的，飘着细雨，操场上湿

湿的。室外不能活动了，吃完午饭，同

学们便陆续回到教室，拿出练习册，做

今天的课后作业。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同学们翻书查

阅资料的声音，偶尔有人轻声地讨论着

习题。读了一本课外书，我也忙着做作

业。同桌的兰萍，轻轻地碰了我一下，

说：“这题好难，你会做吗？要不，我们

去办公室问老师，好不好？”那道题，我

未做过，不过，我笑着回答：“查查词典，

应该可以解决的。”“这么多不认识的成

语，怎么查啊？”她一脸的愁云，同时拉

着我的手，“咱们找老师吧，老师一讲，

问题就解决了。”

旁边的小唐同学，停下手中的笔，

抬起头来，看了看那几个成语，想了想，

眼睛一亮，说：“不如每人查一个成语，

这样更快。要不要试一试？”几个小伙

伴都说这个点子不错。

我们从教室墙角的图书柜找来词

典，一人一本，赶紧翻起来。呵呵，这真

是一个好办法。不大一会儿，几个不熟

悉的词语，在大家的配合下，全都查到

了意思，还造了句。耶，击掌庆贺。是

啊，大家配合起来，花时少不说，查得更

准确。因为伙伴之间互相印证，相互纠

错，还巩固了记忆。

“唉，又遇到不会做的题了。”“我也

不会。”“谁帮我讲讲？”学习中，我们时

常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

“小于同学做对了，她来讲。”“第四

题，我会做，我来分析。”课余时间，几个

小伙伴主动当起了“小老师”。看吧，教

室里这儿三个，那儿五个，大家围在一

起探讨难题。你帮我讲这题，我帮你讲

那题。同学们忙得不亦乐乎，个个小脸

红红的，心中涌动着战胜难题的喜悦。

生活中，有困难，不退缩。因为，我

们有小伙伴来帮助，“众人拾柴火焰高”；

学习中，遇到“拦路虎”，我们不怕，“三个

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困难解决了，作

业完成了，错误及时纠正了。交给老师

批阅，得到一个个大大的“优”字。

看来，什么事想做好，单靠一个人

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大家主动参与，

互相帮助，我们的学习、生活才更快

乐。哈哈，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于豆豆
指导教师 邱达官

火星对于人类来说是十分陌生的

区域，今天让我们走进火星，一起探索

它的奥秘吧！

火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是

太阳系的第四颗行星，属于类地行

星。火星的直径是地球的一半左右，

体积是地球的 15%，质量是地球的

11%，表面积大约等于地球的陆地面

积。

火星的地貌十分奇特，用肉眼

看，外面就像一个大橘子，而实际上

火星表面满是“水痘坑”，大的叫盆

地、小的叫环形山，这些都是陨石一

手炮制的，明显肉眼观察帮火星开启

了“美颜”模式。

火星有两个天然的小弟——火卫

一与火卫二，它们的形状扭

曲，天文学家分析，可能属于

隔离矮小行星。火星的公转周期是

687 个地球日，也就是说，火星上一天

大约有24小时39分，等于1.027个地球

日。火星的平均温度是-55.15℃，但却

有从-140℃到 30℃的大跨度。火星只

有一层薄薄的大气，主要由二氧化碳组

成，其中还含有少量的氧气与水。火星

大气地表压力仅有 7 毫巴，比地球 1%
还小，它随高度变化而变化，在盆地深

处有9毫巴，在奥林柏斯山脉的顶端不

到1毫巴。

火星的土壤含有丰富的铁、铝、硅，

以及少量的钾、磷、硫、镁、钴等元素。

土壤里 80%是富铁粘土以及不少的绿

脱石、蒙脱石、水镁矾、方解石、石盐。

火星有如此丰富的矿产，探索与开发何

乐而不为呢？

尽管有如此多的火星知识，但是人

类对火星的认知也还是皮毛，让我们静

静等待“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为我们

带回更多的火星知识吧！

眉山市东坡区苏辙小学
五（1）班 周睿骁

指导教师 徐卫明 曾艺佳

特别推荐

推荐理由：本文行文流畅，语言
优美，充满想象。作者观察细致，感
悟细腻，将草原美景与个人体会紧
密结合，灵活运用排比、比喻、拟人
等写作手法，让读者身临其境。在
对景色的描述中，大美甘孜，草原仙
境，让人深深感受到小作者对祖国
大好河山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推荐指数：

闪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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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完全苏醒过来，大地被照得
暖洋洋的。草原上散布着正在吃草的
牦牛，远远看去，一头头黑色的牦牛像
一粒粒黑珍珠镶嵌在绿毯上。草原上
的青草十分茂盛，此时一团白云笼罩
在挺拔的山上，像一条蛟龙盘绕。

午后阳光灿烂，可是北边乌云密
布，不一会儿，竟然下起雨来。我们头
顶着细雨，仰头看西边的太阳，真是一
场奇妙的太阳雨啊。突然，一声惊呼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原来是一座由彩
虹形成的拱桥横跨了两座山。红橙黄
绿……嗯？蒙蒙眬眬中还看到了两道
彩虹，原来天边出现了双彩虹！这样
美好的景象好像在梦里一般，我真想
变成一只蝴蝶，环绕彩虹飞翔。

草原美境

二十年后的
家乡

作者想象自己二
十年后回故乡的状态，
描写引人入胜，文章想
象合情合理，通过生
动、形象的语言的描
绘,使读者仿佛置身于
作者的梦境一般。

点
评

我，是一个爱书的女孩，我家的书柜

上有很多书，《狼王梦》《草房子》《窗边的

小豆豆》……这些书都是我的最爱，只要

捧起他们，我就会忘记周围的一切。

打开《皮皮鲁和幻影号》，我就变成

了了不起的皮皮鲁，驾驶一辆从外太空

飞来的幻影号，阻止国际战争，让战争

中的孩子感受到温暖。我也成为了书

中的一员，与书中人物同欢乐。

我在“书林”里可是一只杂食小兽，

如《平凡的世界》《带上灵魂去旅行》《中

国人的日常》等，我也是照单全收，一点

也不挑“食”。

就在前几天，我在大书柜上发现了

一本《父与子》漫画，看到这本书的题

目，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翻开这本书，

慢慢地，我沉浸在了生动的图画和俏皮

的文字中，当我读完这本书时，一种胜

利的滋味涌上心头。

今天，我又陶醉在了《爱丽丝漫游

奇境记》中。正当我准备和爱丽丝走进

奇幻梦境时，妈妈有事出去，就对我说：

“懿懿，妈妈有事出去拿一下快递，你陪

弟弟玩会儿！”“嗯，好的！”正在看书的

我随口答应了一声，又继续如痴如醉地

漫游于奇幻的梦境中了。……

“哇，怎么有只小花猫在那啊！”妈

妈拿着快递回来了，一边笑，一边惊奇

地说道。我抬起头，看见爬爬垫上的弟

弟，手上拿着水彩笔，脸上画了红的、黄

的、蓝的线条和圈圈，活生生成了一只

小花猫。

妈妈看着我，无可奈何地说：“你这

个书呆子！”我也忍不住抱着弟弟哈哈

大笑起来，心里默念道：“我真是个书呆

子呀！”

通江县实验小学
六（8）班 王柯懿
指导教师 邱芸

我我，，真是个真是个““书呆子书呆子””

作者爱看书，且阅读面
广，从文中列举的书目可略知
一二。读书入迷能到什么程
度？作者用一件小事便足以
说明自己真是个“书呆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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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小伙伴

日常学习、生活中，总会遭
遇各种困难。作者选取几个小
片断，描绘了“你帮我，我帮你”
的生动情景，展示了孩子们积
极向上、不畏困难的美好风貌。

点
评

探秘火星探秘火星

作者用作比较、列数据、举例子等方法详细解释火星的同时，还用有趣、活泼的语言带给了我们阅读
说明文不一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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