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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推荐理由：作者描述了把散
步当成旅行的惬意，描写了和卖
菜婆婆的对话、小朋友争买棉花
糖的欢乐、药店阿姨目送患者的
悲悯目光，以及夜晚犬吠声和小
孩的哭闹声，有着强烈的画面感，
最后点明了最美的人间烟火，细
细品来余味悠长。

推荐指数：

闪
光
佳
句

当我迈着闲暇的步伐踏出
门口，恰好和阳光相拥，心中已
是不言而喻的美好。一阵微风
送来远处的脚步声，围绕着小
街拂过。

往前走着，药店的阿姨正
目送患者离去，这一望仿佛穿
透了痛苦与生命，深邃眼眸中
倒映出离去的背影……时至日
暮，余晖斑驳洒在街上，融入美
好与笑声，化作漫漫黑夜，街道
一下子安静了。只见街灯明
亮，各家窗户透出暖暖灯光。
街道深处偶尔传来犬吠声，还
有谁家小孩子的哭闹声……

暑假，我带着两条活蹦乱跳的小金鱼

去乡下奶奶家住了一段时间。奶奶家的

小猫看见我的小金鱼，高兴得“喵喵”直

叫。为了防止小猫偷吃金鱼，我把鱼缸放

在了桌上。

我刚出门，小猫就溜进屋里，我连忙

转过身，只见小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后腿一蹬，跃上桌子，把爪子搭在缸沿

上，伸出鼻子嗅了嗅，一只爪子伸进水

里。小金鱼甩了甩尾巴，游到鱼缸下面去

了，激起的水花溅在了小猫身上。小猫不

肯善罢甘休，提起爪子，迅速扑向小金

鱼。小金鱼不幸被抓了个正着，它惊恐万

分，还想逃，却被小猫用嘴叼住。

我大喝一声，小猫看了我一眼，赶快

跳下桌子，跑到远处享用美食去了。小猫

抓鱼的过程被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很生

气，小猫呀，你居然会从水里抓鱼，那我就

带你去水塘里抓吧！我把邻居家的小伙

伴召集起来，告诉了他们我的计划，让大

家在水塘边等我。

等小猫吃完小金鱼，又来抓第二条金

鱼时，我抱住了它往河边走去。小猫感到

大事不妙，“喵喵喵”地直叫，好像在说：

“小主人，我错了。我不该抓鱼，请你把我

放下来吧！”我心软了，想把它放掉，可话

已说出了口，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打定主意后，我飞奔到水塘边，一下

将小猫抛了出去。小猫在空中划了一条弧

线，像跳水运动员一样坠入河中。小猫伸

着头，四条腿不停地划动，好像在水中挣扎

着。小伙伴们大声喊：“小猫，快抓鱼啊！”

大家都期待着小猫从河里抓出一条鱼。

奶奶过来了，看见了扑腾着的小

猫，她赶快拿网子来捞小猫。捞上来的

小猫，浑身湿淋淋的，奄奄一息。奶奶

用干净的毛巾帮小猫擦干了水，然后把

小猫抱回家，用热水洗净，最后用电吹

风帮它吹干了全身的毛。

奶奶一边抱着小猫，一边告诉我们：

“孩子们，小猫是不会游泳的，更不会在水

塘里抓鱼。如果小猫掉到水塘里是会淹死

的。”小猫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喵”了一

声，好像在说：“小主人，我错了，我以后不

再偷吃你的小金鱼了。”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六（1）班 刘潇

指导教师 罗彦彦

下 晚 自 习 了 ！ 下 晚 自 习

了！下课的铃声响起，我们立马

手舞足蹈，跑出教室。

回到家后，我像往常一样，

准备去厨房吃妈妈做好的香喷

喷的饭菜。可我一闻，咦？饭菜

的香味儿去哪儿了呢？我用鼻

子仔细嗅嗅，空气中一点香味儿

也没有。

我疑惑不解地问：“妈妈，你

们今晚没有吃饭吗？”“对呀！”妈

妈告诉我。一问才知道，妈妈由

于今天生病了，就没有做晚饭。

爸爸看到饥肠辘辘的我俩，

笑嘻嘻地走进厨房，拴上围裙。

“今晚，大家给我个机会，让我给

你们露一手，展示展示我的手

艺！”他自信满满地说。什么！？

我和姐姐都大吃一惊！我没听

错吧？让爸爸做饭，不会把锅烧

坏了吧！我可还从来没有吃过

爸爸做的饭菜呢！

爸爸打开冰箱，拿出四个鸡

蛋。这是干什么，炒蛋？煮蛋？

还是蒸蛋？只见他把四个鸡蛋

在碗边磕了一下，蛋黄、蛋清磕

磕碰碰地流到碗里，爸爸用筷子

均匀地搅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

音。紧接着，爸爸又取出两个西

红柿。我想知道爸爸做什么，就

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贴着墙

壁，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去。

哇？什么味道？香香的味

道扑鼻而来。原来是老爸做饭

的味道，他什么时候做饭这么

香？我走进厨房，过了好一会

儿，爸爸居然没有发现我。认真

起来的老爸真好看，哪怕一座山

倒下来，都不会影响到他。

只见爸爸左手握着锅的把

手，右手拿着铲子均匀地翻炒，

想不到，动作还真熟练啊！不一

会儿，一盘菜就炒好了。“吃饭

了！”爸爸大声说。耶！终于吃

饭了，我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

了，蹦蹦跳跳地拿碗去了。

爸爸炒了卷心菜和西红柿

炒蛋，我口水都流出来了，急忙

夹了一筷子，真是太好吃了！这

手艺直追妈妈了，可以去当大厨

了！

我爱我的老爸“詹大厨”！

苍溪县石马小学

四（2）班 詹蕊馨

指导教师 权卿宗

午后的时光总是漫不经心的，连阳

光也变得柔软了。我想，最大的惬意便

是来一次即兴的沿街旅行吧。

说走就走，一切都来得那么仓促却

又不失风度。

当我迈着闲暇的步伐踏出门口，恰

好和阳光相拥，心中已是不言而喻的美

好。一阵微风送来远处的脚步声，围绕

着小街拂过。

转过街角，行人来去匆匆，商店

小贩脸带笑颜迎接来往过客，忙碌而

充实。视线随着脚步向前扫过。一旁

的店铺里，突然传来了一道自然明朗

的声音：“姑娘，今天的菜可新鲜呐，

来瞧瞧！”我转过头，是一位上了岁数

的老婆婆，银色的发丝稀疏地散在头

上，额头上布满了皱纹，笑起来却又

那么透彻明朗。我先是愣了一下，随

即反应道：“哦，婆婆，不好意思啊，

我是出来散步的，没带钱！”老婆婆听

后，仍是笑着对我说：“没事儿，下次

记得来这儿买啊！”一场小对话，让我

略有些紧张、尴尬，拒绝有时是件难

受的事，不但让他人心意落空，也会

让自己纠结不已。

带着这份小紧张继续向前走，眼前

围满了一堆人。瞄准缝隙，这才看清，

原来是棉花糖呀，小朋友挤在一起叽叽

喳喳地说着：“我要！我要！”销售阿姨

乐开了花，说道：“不着急，一个一个地

来啊！”手上的动作加快了，把棉花糖一

个一个地做好送到小朋友手里。于我

来说，棉花糖是最甜蜜的童年回忆，尽

管只隔了几年，小时候的傻事忘得差不

多了，却依旧记得棉花糖是那么软、那

么甜。

往前走着，药店的阿姨正目送患者

离去，这一望仿佛穿透了痛苦与生命，

深邃眼眸中倒映出离去的背影……时

至日暮，余晖斑驳洒在街上，融入美好

与笑声，化作漫漫黑夜，街道一下子安

静了。只见街灯明亮，各家窗户透出暖

暖灯光。街道深处偶尔传来犬吠声，还

有谁家小孩子的哭闹声……

街上的人、街上的事、街上的灯，最

美的风景莫过于人间烟火。

平昌县响滩中学
初2019级2班 鲜佳丽

指导教师 杨柳

我心目中的城市是梦幻的
房子有轮子，汽车有翅膀
这样我们就能自由飞翔

我心目中的城市是一幅画
我们每个人都是画师
把城市画得五彩缤纷

我心目中的城市是花园
老师是园丁，我们是花朵
老师让我们百花齐放

我心目中的城市是游乐场
爸爸妈妈不用上班
我和妹妹在这里无忧无虑

我心目中的城市是森林
动物和人类生活在一起
就像一家人相亲相爱

成都市新都区谕亭小学正德实验学校
二（2）班 曹纯熙
指导教师 陈静

我家的
“詹大厨”

作者用大量细腻的
心理描写，怀疑爸爸不
会做饭到手艺直追妈
妈，再现了爸爸做饭的
真实生活场景，很接地
气，充满了人间烟火味。

点
评

我心目中的城市

作者展开大胆的想象，
把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一一
描绘出来，就像一幅幅画摆
在读者面前，表达了自己单
纯美好的愿望。

点
评

掉进水塘的小猫掉进水塘的小猫

作者用朴实流畅的文字记叙
了和一只贪吃小猫的不解之缘。
文章结构清晰，动作和心理描写细
致入微，将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讲述
得生动有趣，让人印象深刻。

点
评

花样年华 别样运动
——记精彩的阳光体育科技节开幕式表演

嗨！大家好！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冰
箱。

我可高了，我有一米六七呢！我身穿一
条香槟色的纱裙，上面被我的小主人贴了许
多美丽的贴纸，可漂亮了。我的身体壮壮
的，这么结实的我高傲地站在客厅的一个角
落，柔柔的灯光洒在我的身上，暖暖的，舒服
极了。

别看我笨笨的，作用可大着呢！我的

下半身是冷冻室。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小

主人买了许多美味可口的冰激凌，可贪玩

的小主人放下冰激凌就急匆匆和小伙伴

们去玩耍，回来时已经是汗流浃背。当她

抓起一个冰激凌想往嘴里塞时，它们早已

软软地融化了。眼看小主人就要哇哇大

哭，突然，她转过身来，像是听到了我的呼

唤，快步向我走来，把冰激凌放心地交给

了我。十几分钟后，我的任务圆满完成，

小主人拿出冰激凌，魔术般的，冰激凌重

新变得冰凉，小主人开心地笑了，我可是

功不可没啊！

我还是一个巨无霸，什么吃的都能塞

进我的肚子里。我的上身有四层，最下面

一层有两个小抽屉，居住着体积大的食物；

第二层住着许多蔬菜；第三层是水果老兄；

第四层放着主人们最爱吃的零食和饮料。

每当主人们吃饭的时候，想喝点什么，我就

派上用场了。小主人踩在木凳上，打开我

上身的两扇门，拿出一瓶冰镇饮料，打开喝

上一口，冰冰凉凉的，爽极了！

听了我的介绍，你们是不是觉得我

很了不起呀？但我只是冰箱家族里的一

位普通成员，身材魁梧的冰柜大哥经常

在超市和大家见面；小巧玲珑的弟弟却

不走寻常路，在车上安家……随着科技

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多的兄弟姐妹诞生

在我们家族。

这就是我们冰箱家族，人们的好帮手，

为你们服务，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洪雅县实验小学
五（4）班 李嘉瑷
指导教师 谢涛

冰箱自述冰箱自述

这篇小小的说明文立意新
颖，采用第一人称的描述方式，生
动展现了冰箱的诸多作用，结尾
进一步展望了科技发展的力量和
为人类服务的愿景，使文章读起
来更为亲切真实，充满力量。

点
评

作者对阳光体育节的场面和气氛描写为文章增色不少，对精彩的地方重
点描写，点面结合，一个别开生面的阳光体育节仿佛呈现在我们面前。

点
评

身披初冬薄雾，沐浴冬日暖阳，校园

的桂花今日格外清香，我们的学校也分外

热闹——城南小学一年一度的阳光体育

科技节就要开幕啦！操场上彩旗飘飘，花

团锦簇，人山人海，一派喜庆气氛。

盛大的入场式开始了。六名国旗护

卫队的同学，庄严肃穆地护着国旗走在最

前面。他们摆臂一致，步履协调，配合默

契，真不愧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护旗队啊！

在五星红旗的引领下，花束队的小姑

娘们穿着整洁的服装，手拿鲜艳的花束，

热情洋溢地喊着响亮的口号；彩旗队也不

甘示弱，他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五颜六

色的彩旗随风飘舞，似乎在为我们鼓舞士

气。接着，各班的运动员们精神抖擞，意

气风发，踏着矫健的步子，依次入场，嘹亮

的号子响彻云霄。

随后，我们美丽端庄的谭校长宣布：

“武胜县城南小学第九届阳光体育科技节

正式开幕！”一道道彩烟在空中绽放，一只

只希望鸽飞向湛蓝的天空，武胜县城南小

学第九届阳光体育科技节开幕式表演正

式开始。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喝彩声

响成一片。

《西游记》主题曲响起，只见哪咤脚踏

“风火轮”，孙悟空驾着“筋斗云”盛大登

场，平衡车组打扮成哪咤和孙悟空的模样

尽情飞驰。一个个威风凛凛的轮滑小将

紧随其后，飞天仙女飘然而下，舞动衣袖，

裙裾飘飞，与哪咤、悟空、轮滑小将一起演

绎古典与现代之美。

伴随着《我们飞得更高》的音乐，一支

支火箭飞向天空。火箭发射组将开幕式

推向高潮，同学们的尖叫声、欢呼声此起

彼伏，响彻全场，整个操场舞动着小红旗，

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

正当冲天的火箭一支高过一支，优雅

的无人机腾空起舞，再次把大家的目光汇

聚到天空。它们时而飞入高空，时而凌空

翻滚，时而极速俯冲……雷鸣般的掌声一

阵高过一阵。

啦啦操、篮球、网球、田径、武术等，各

类表演相继登台，表演的同学们以饱满的

精神，精湛的演技赢得台下阵阵喝彩。

欢快的时间总是比较短暂，校歌《我

们是阳光下好少年》响起，精彩的开幕式

表演在歌声中落下帷幕。啊，精彩的开幕

式表演带来无限的遐想，我更期待在下一

届体育科技节中大显身手。

武胜县城南小学
四（5）班 李仕奇
指导教师 张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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