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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南充，在城市的中

心有一座美丽的公园——北湖公

园。

春天，公园里的花儿们竞相开

放，仿佛成了花的海洋。漫步在公

园里的石径上，春的气息扑面而

来。小鸟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唱着

歌，蜜蜂在花丛中采蜜，翅膀发出嗡

嗡的声音，就像开了一场音乐会。

岸边，光秃秃的柳枝长出了嫩绿的

新芽，柳枝一摇一摆的，就像燕子的

尾巴。

夏天，池塘里的荷花陆续盛开

了，荷花千姿百态，有的含苞待放，

就像害羞的小姑娘一样，有的挺直

了腰杆，就像精神抖擞的小战士。

荷叶像是一个停机坪，不时有蜻蜓

落在上面歇息。蝉的声音并不动

听，可无论是清晨还是夜晚，这个不

知名的歌手都不知疲惫地哼唱着。

秋天，最美的当数菊花，淡黄

的、白色的、浅紫的，一阵凉爽的秋

风吹过，菊花点头致谢。还有那银

杏树，深秋的银杏金黄金黄的，树叶

在天空中翩翩起舞，就像一只只枯

叶蝶。到了夜晚，霓虹灯亮了，公园

里处处是流光溢彩的景象，瞧，那小

桥、亭台、树木在灯光的映射下显得

更加耀眼。

冬天，公园里的花草枯黄了，有

些萧瑟，依然挡不了人们对北湖公

园的喜爱之情。人们在那里散步、

练太极、跳广场舞。到了周末，音乐

响起来了，喷泉直上云霄，水幕电影

闪亮登场，小朋友坐在家长的肩膀

上伸长了脖子看电影。“哇”，人群中

发出阵阵赞叹的声音，只见水幕上

光影流动，一幕幕动画展现出南充

悠久的历史文化。

这就是咱们南充的北湖公园，

一年四季美景不同，热忱欢迎各方

游客的到来。

南充市五星小学新城校区
三（9）班 李灏轩
指导教师 段敏

新的一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新年愿望，我也不例外。我的愿望

是——

奶奶身体健康
奶奶家在高山上，她一天到晚

忙农活。每次回乡下，我总劝奶奶

少干活，别太累。奶奶摸着我的小

脸蛋，笑眯眯地说：“我习惯了，不

累。”奶奶家除了养鸡鸭，还喂了

猪。奶奶真勤劳！

常常参加劳动，又顾不上休

息，奶奶的身体大不如以前那么好

了。而今，年纪大的奶奶时不时地

生病。每一次生病，就要住院治

疗；每一次住院，要在城里的医院

才能治好。奶奶的病，越来越严

重，几乎要几个星期才能出院。奶

奶病了，爷爷担心，爸妈担忧，全家

人都围着奶奶转。唉，要是奶奶不

生病，那该多好啊。

新年到了，祝愿奶奶的身体好

起来，哪怕什么都不做，有一个健

康的身体，全家人都会很快乐。奶

奶，您快点好起来吧。

我的学习更优
我是个学生，当然希望自己的

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爸妈也常对

我说：“你学习好，我们在外打工再

苦再累也开心。”看吧，我的学习成

绩，是大人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年到了，期末考试也临近

了。我想考得好一点，哪怕比原来

上升一点点也行。只要有进步，快

乐就会多一点。去年，我放学后只

顾看电视，时常忘了做作业、读课

外书，结果考试成绩十分不理想，

爸妈的脸上好几天都没有笑容。

从未发脾气的爸爸，气得差点用竹

条子打我的屁股，不是妈妈挡着，

我可能又要受罚了。

要想成绩好，坚持学习很重

要。我要抓紧这后半段时间，专心

听讲，及时巩固，期末学习得个优，

应该不是问题。

爸妈早点回家
最后一个心愿：爸妈早点回

家，我们一起过个快乐年。

他们已经出去快一年了，我盼

望着他们回来。每次微信视频，看

到爸爸妈妈，我好想他们；想着想

着，眼泪就快流出来了。奶奶见我

哭了，安慰我：“孙儿，别哭，奶奶喂

的大肥猪，过年时给你留个猪尾

巴。”奶奶这一说，我破涕为笑。

看着墙上的挂历，数着过年的

日子。想着大人很快就要回来了，

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肖睿

指导教师 邱达官

国庆一放假，我便随妈妈马不

停蹄地赶往爸爸打工城市——西

安。

次日清晨，阳光明媚，经过一夜

的休整，我精神好了许多，适逢往日

的好友来相约，甚是高兴。

我们哼着轻松的小曲，很快就

来到位于公园里的游乐场。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喷泉，数

不清的水柱不断地窜向高空，又天

女散花般落下来，真漂亮。

我们迫不及待地办完卡，看着

各种游乐设施，兴高采烈地讨论起

去玩什么。一阵商量过后，大家兵

分两路，一路童心未泯的人玩旋转

木马，碰碰车之类，一路去玩刺激的

挑战自我。我已是五年级学生，怎

可再玩幼稚类，逗人笑话。

我先来到“大摆锤”前，看到摆

锤上面的人吓得惊叫连连，我不禁

打了个寒战，牙齿颤抖地说：“要不，

我们还是去玩其他的吧！”可朋友们

立马回绝了我，硬把我拽了上去。

开始，摆锤摆动的幅度并不大，我的

心才松懈了一点，随着摆动幅度逐

渐增加，周围景物剧烈晃动起来。

我双手紧紧地抓牢同伴，手心里沁

出了股股的汗。机器停了，我才晕

晕乎乎地回到了地面。

在同伴们的簇拥下，我们又去

玩滑道，大家各自刷了卡，领了形状

像车轮一样的充气垫，乘着传送带

来到了顶峰。俯视下去，好高呀！

别人都不怕，我更不能怯场。咬了

咬牙，坐上充气垫，两手放在滑道边

缘，小心翼翼地向下滑去，速度越来

越快，只感受到阵阵凉风从耳边“呼

呼”划过。都结束了好一阵子，我还

魂不守舍，直到朋友拍我，我才从刺

激中回过神来。

到了规定的时间，我们两支队

伍如约来到摩天轮前。大家两人一

组登上了摩天轮，车厢一点点升

高，到了最顶端，我往下看，整个

游乐场的景色尽收眼底。地上的

行 人 变 成 豆 子 ， 车 犹 如 甲 壳

虫，连平日庞大的高楼大厦也

变得微不足道。摩天轮飞快地

向下俯冲时，人们的尖叫声不绝

于耳，我闭上眼，独享着飞翔的

体验。

当我从摩天轮下来，心里产生

从未有过的愉悦。是呀，只有不断

地挑战自我，才能领会到这一片新

天地，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

南江县大河镇校外活动站
文学社三社 张先鑫

指导教师 蔡小平

新年到，我的心儿怦怦跳。因

为啊，我多么希望弟弟成为一个好

孩子——但愿这个心愿能早日实

现。

调皮贪玩的弟弟，时不时惹出一

些麻烦事，让大人操碎了心。尽管父

母不在家，但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打电

话，询问弟弟的情况。弟弟做错了什

么，最先打来电话的一定是妈妈了。

弟弟回答妈妈的问话总是那么漫不

经心，令妈妈很生气：“小友，你想干

嘛，不想读书了？你这么小，不读书

能做些什么？”此时的弟弟一时语塞，

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匆忙挂掉电话，

或把手机给爷爷，自个儿一边玩去

了。

每天放学回家，爷爷马上叫弟

弟搬来板凳，一起坐在大门口，督

促弟弟写作业。爷爷没多少文化，

但爷爷“懂”弟弟的哪些作业做好

了，哪些没做好。哈哈，原来爷爷

是数着练习册上的空白来指导弟弟

的。寒冷的冬天，风猛烈地刮着，

大门口好冷。爷爷才不管这些，仍

然耐心地坐在大门口，坚持陪着弟

弟完成家庭作业。可是，由于弟弟

的基础太差，书写潦草不说，错别

字一大堆，成绩总不见好转，辜负

了爷爷的一片好心。

弟弟整天想着玩，搞恶作剧是

他的“本事”。他的两只脚只差“长

翅膀了”，除了墙上没脚印，找不到

没他去不了的地方。奶奶叫他扫扫

地、洗洗菜，打个下手什么的，他

竟然懒得动一下，眼皮一翻：“不会

做。”奶奶一把抓住想溜的弟弟，举

起巴掌就朝他的屁股上打。弟弟哇

哇大哭，终于败下阵来，乖乖地跟

着奶奶做事。

弟弟呀，爷爷奶奶为了照顾我

们姐弟俩，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

水，我们帮大人做点家务，也是应

该的。再说，爷爷年纪这么大了，

寒冷的冬天还陪你写作业，你想过

爷爷冷不冷，想过他的身

体受得住吗？爸爸妈妈辛

辛苦苦地在外打工，还不

是为了一家人生活得更好

一点。

新的一年就要到了，我

多么希望弟弟，跟着我一起

快快乐乐地上学，一起认认

真真地学习，成为一个人人

夸 的 好 孩 子 ——

我的这个心愿，但愿成真。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黄曾兰
指导教师 邱达官

新年，我有三个愿望 心愿成真

农家孩子留守在家，与祖辈相伴生活，他们心中有太多的心
愿。作者从老人、父母、自己三个方面来述说，表现了孩子敬长
辈、爱父母、盼成长的良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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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弟情深，没有哪个

姐姐不关心弟弟的。弟弟

调皮、贪玩、不爱学习，作

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看似场景的再现，实则是

劝勉弟弟改正缺点，努力

成为好孩子。文末心灵独

白式语言，展示了作者美

好的心愿。

点
评

美丽的美丽的
北湖公园北湖公园

作者善于观察，通过
春夏秋冬四季分类描写
了公园风景，文中巧妙地
采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
手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
幅公园美景图，引人入
胜。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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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电影院，抬头，蔚蓝的天

空就在我眼前。天空是那样蓝，蓝

得可爱，朵朵白云点缀其间，使人

心旷神怡。我，依旧在沉思。忽

然，我那模糊的瞳孔一亮，嘴角漾

出一丝笑容，心中燃烧起一团激情

的火焰。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被一个问

题所困扰：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努

力？为什么要变优秀？是为了博

得他人的喝彩？是为了长大以后

赚很多钱吗？

不不不，好像都不是!那到底

是什么？

这天，姐姐把我拉进了电影

院。电影院巨大的银幕上，播映的

是最近很火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精彩的剧情把我深深吸引了。

哪吒的命运多么不公啊！他

生来就被命运所束缚，只拥有三年

浑浑噩噩的时光。看着人们恐惧

他，排斥他，谁不会心酸？可是，他

并没有跌入深谷。他虽然是魔童，

但拥有一颗纯净的心灵。在师傅

太乙真人的鼓励下，他与命运做着

争斗。

他要完成他的梦——守卫钱

塘关，帮老百姓降妖除魔。在他三

岁生日，也就是将要死去的那一

天，他参与了一场恶战，保住了钱

塘关，成为了万人敬仰的大英雄。

看到这里，我不禁深深敬佩哪

吒敢于抗争命运的精神。

影片结束了，我豁然开朗：

人活着，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长短，

重要的是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

奋斗，不断追逐理想，从而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展现你最闪耀

的光芒。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九龙学校
三年级 蒲涵月

指导教师 谭秀文

我不再迷茫我不再迷茫

作者年纪虽小，思考的却是“人生的价值”，最终他从命运多舛的哪吒
身上恍然大悟：不断奋斗，不断追逐，展现最闪耀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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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园里的欢乐时光游乐园里的欢乐时光
作者是生活的有心人，能从平凡的游玩中，由胆怯、尝试到成功

的历程中，得到“只有不断的挑战自我，才能领会到一片新天地”的人
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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