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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日 阅 读

学习新思想 争做接班人

读读《《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我的妈妈，她哪里都好，可就是太臭

美。不信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看。

事件一：减肥

清早，正在与周公下棋的我被老妈

硬生生地叫醒，说要带我去跑步。哎！

美好的周末也不让人睡个好觉。无可奈

何的我只好从温暖的被窝里慢悠悠地爬

起来，跟着老妈来到小区楼下。只围着

小区跑了两圈，我就累得张大嘴巴直喘

粗气，可妈妈还精神抖擞地叫我：“毛毛，

快跑起来！今天的目标可是四圈。”天

啊！我的心情犹如晴天霹雳，顿时瘫倒

在地上。

没办法，只能坚持，否则老妈会给我

来个全套思想政治教育。例如：身体是

革命的本钱，减肥要从小抓起，少年强则

中国强。可是她明明就已经很瘦了，应

该增肥才是。

哎！谁让我摊上这么个爱美的妈

呢！

事件二：美容

除了减肥，我妈妈还爱做美容。有

一次，我到同学家里玩，回来时天色已

晚，我推开门，看见家里站着一个“大怪

物”——脸上，脖子上都黝黑黝黑的，整

个面部只有眼睛在滴溜滴溜地乱转，吓

得我大叫一声，整栋房子都颤抖起来了。

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老妈在脸上

贴海藻面膜呢！其实，她平时除了贴面

膜外，还经常用黄瓜贴脸！还总说用黄

瓜敷脸既安全可靠，又实惠。

我妈妈还特别喜欢逛商场，买化妆

品，看到漂亮的衣服半天迈不开腿。这

就是我那爱臭美的妈妈！

武胜县城南小学校
五（1）班 毛诗嫣
指导教师 张影勤

清明前后，天气时晴时雨。晚上明月高悬，

第二天雨却不期而至。外公说这正利于竹笋的

生长。啊，竹笋？鲜嫩的竹笋，我好喜欢。可什

么时候才能到山上楠竹林挖竹笋呢？“这个周末，

我带你一起去挖竹笋。”外公一下就猜中了我的

心思。耶，这真是个天大的好事。

盼望着、盼望着，周末终于到了。我们吃了

早饭，赶紧准备好工具。外公扛着锄头，背着背

篓，走在前面。我呀，唱着歌儿跟在后面，一同向

屋后山上那片楠竹林走去。

太阳从山头露出了笑脸，我们到达了目的

地。这儿的楠竹可真多啊！一根根朝天直立

着，像威武的战士。外公站在竹林边，歇了口

气，放下肩上的背篓，提起锄头，一头钻进了

楠竹林。我坐在一块青石板上，这儿瞧瞧那儿望

望。

怎么没看到我心中的竹笋呢？竹笋好像和

我捉迷藏，故意不让我看见。我的小眼睛东找找

西找找，哈哈，看，那儿冒出来许多小家伙，戴着

尖尖的帽子。我兴奋地又蹦又跳。外公放下锄

头，提醒我：“豆儿，别在这儿乱跑，小心摔倒。等

会儿，你把挖出来的竹笋放在路边的空地上。”我

爽快地答应着。

外公弯着腰，手握锄头，清除竹笋旁边的杂

草，小心地在竹笋周围挖一圈，再用锄头轻轻一

铲，一个穿着棕褐色衣服的竹笋就被“请”了出

来。嘿，这是个大竹笋！我一次只能抱一个，小

一点的，我一手拿一个。外公使劲地挖啊挖，我

抱着一个个竹笋笑哈哈。不大一会儿，空地上的

竹笋，堆成了一座小山。

外公放下锄头，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坐

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这是笋壳叶，剥去这层叶

子，才可以吃。”外公麻利地剥掉笋壳叶，一个个

嫩黄的楠竹笋子好似可爱的娃娃，乖乖地跳进了

背篓里面。我抱起笋子轻轻地闻了闻，一股竹子

的清香瞬间飘进了我的心田。

山风轻轻地吹拂着，鸟儿欢快地

歌唱着。我们背着竹笋，高高兴兴地

走在回家的路上。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于豆豆
指导教师 邱达官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可是寒冷

在初春并没有消失。那一件冲锋

衣，我也不知穿了多少天。

有 一 天 ，它 的 包 被 树 枝 挂 破

了。那破掉的包，吊在衣服外面，像

一个迟迟不肯回家的醉汉，怪难看

的。回到家后，我望着沙发上那破

掉包的衣服，不知如何是好。

不一会儿，老爸开始嘀咕：“这

孩子，衣服怎么破了呀，我来补一

补。”说完，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在

外婆的卧室里响起。此时，我正在

书房里做作业，急忙跑了出去。

找到了针和线的老爸，像一台

老练的织布机，一针一线开始缝补

起来。我只见过别人的老妈缝衣

服，我们家是老爸亲自上阵，看来还

是很特别哦！只见老爸的那只手，

一针、两针、三针……不断地在那衣

服上穿梭来往。

看得出老爸也是第一次缝衣

服，他的那双大手十分谨慎，生怕把

我的衣服缝坏了。他聚精会神地看

着衣服上破了的包，脸上继续保持

着一如既往的严肃，生疏地操练着

手中的针线活儿。没过多久，那个

大洞变为小洞，再变成一条线，从一

个醉汉变为正常人。打了结后，老

爸提起衣服，十分自信地说：“这件

衣服缝好了，保准和新的一个样！”

我穿上这件衣服去学校，那天

虽然很冷，但不知为何，总觉得里面

有一股温暖的气息，暖和着我的身

子，帮我抵御寒冷。

现在已到了春夏交替时节，天气

开始回暖，那件冲锋衣我也不穿了。

但每每回想起来，总感觉十分自豪，因

为我有一个会针线活儿的老爸，在我

的衣服破掉的时候，他会把它缝好，

不让我的衣服变得更加破旧不堪。

“一针一线皆为情，春天父爱暖

人心。”那件冲锋衣上，密密麻麻的

针脚都是老爸一针一线穿插其间慢

慢缝补好的。老爸，我想对您说一

声：您辛苦了！

泸州市天立国际小学
六（3）班 曾诗懿
指导教师 林忠莉

寒假里，我读完了《爱丽丝漫游

奇境记》这本书，这本书真有趣！书

中主要讲述了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

孩，在梦境中为了追逐一只会说话

的红眼睛兔子，掉进了一个奇怪的

兔子洞，然后，遇到了许多稀奇古怪

的事：她的身体可以随意变大变小，

猫能隐身，毛毛虫还会抽烟，扑克牌

里的人还会打槌球，可恶的王后总

在叫喊着砍头……直到最后，爱丽

丝与扑克牌王后和国王发生顶撞，

她才急得从梦中醒来。

这真是一个古怪的梦，也是一

个神奇的故事。我最喜欢爱丽丝，

喜欢她的善良、活泼、可爱，她富有

同情心，还充满了好奇心。爱丽丝

也很勇敢，当王后要砍掉园丁的脑

袋时，她大胆地阻止了王后，救了园

丁。爱丽丝还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每当她遇到困难时，她都会想：“哭

有什么用，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困

难。”

我喜欢这本书，也喜欢里面稀

奇古怪的各种动物，它们是那样的

活泼可爱。我们还要向爱丽丝学

习，学习她的善良和可爱，还要学习

她的勇敢和坚强。

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爱丽丝

一样，有一天也做一个有趣的梦，有

一番奇妙的旅行。

南江县双流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六（1）班 贺芝榕
指导教师 喻清碧

读读《《伊索寓言伊索寓言》》
我读了《伊索寓言》这本书，懂

得了许多道理。

我看的第一篇故事是《龟兔赛

跑》，它讲的是在一次长跑比赛中，

兔子与乌龟比赛，兔子自以为自己

跑得快，就没把乌龟放在眼里。跑

了一会儿，兔子就躲在树阴底下睡

大觉；而乌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

地往前爬，靠着坚强的毅力和耐

力，终于超过了兔子，第一个到

达终点。等兔子一觉醒来时，天

已经黑了，乌龟早已赢得了这场

长跑比赛的冠军。这个故事告诉

我们：不能自以为是，骄傲自

大，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像这

只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兔子，

不肯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结果一事无成。

我还学习了《风和太阳》这篇

寓言故事，它讲的是风和太阳的两

次比赛。太阳说：“我们比谁能将

人们的外衣脱了，谁就赢。”风同意

了。风呼呼地吹着，人们不但没有

脱掉外衣，反而裹得更紧了，当太

阳出来后，散发的热量炙烤着大

地，人们纷纷脱掉了外衣，太阳赢

得了这场比赛。接着，风说：“谁可

以让帆船行驶，谁就赢。”太阳依旧

散发着它的热量，可是帆船却纹丝

不动。风呼呼地朝着帆船吹去，只

见帆船快速地向前驶去……最后，

风赢了这场比赛。这个故事告诉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应

该取其长处，补其短处。

《伊索寓言》是一本好书，它里

面的所有故事都值得我们反复阅

读和深入思考。

巴中市龙泉外国语学校
七（3）班 许偌菡
指导教师 张蕴

挖竹笋挖竹笋

作者通过盼竹笋、找竹笋、收竹笋几个场景描写，讲述了和大人一起挖竹笋的故事。文中动作描写细致入微，环境描写恰到好处，算得上一
篇不错的文章。

点
评

爱臭美的老妈

作者通过“减肥”“美容”
这两个生活中常见的事例，体
现出妈妈爱美的特点。流畅
的语言中不乏幽默，让妈妈爱
美的形象跃然纸上。

点
评

诗 两 首

星星
天上的星星

是一双双眼睛

地上的星星

是一只只萤火虫

它们

都相互陪伴着

大树和路灯
大树、路灯

它们是一对情侣

大树张开枝丫

抱住路灯

路灯发出光芒

照亮大树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
三（1）班 安逸俊
指导老师 杨蕾玉

诗人用孩子的
眼光去看待生活中
再平常不过的事
物，字里行间跳跃
着童心的音符，让
人感受到了诗人内
心最细腻、最真挚
的情感。

点
评美食，让我开心，就像蜂蜜水一

样，甜到我心底；美食让我心情轻松

愉悦。美食，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每天放学，都没有人来接我，心

里虽有些难过，但一想到美食在家

里等着我，我就加快了脚步。美食，

引领我回家。

我最喜欢吃的美食有甜皮鸭、

肉卷、肉松……不说了，我都流口水

了，这些美食天天都在我的脑子里

打转。一看到美食，我就如狼似虎

地扑上去，风卷残云般地扫个精

光。爸爸每次在我津津有味地吞食

美食时，都教育我：“上课要认真听

讲，心里不要想那些没用的东西，爸

将好吃的给你留着。”可嘴里说着好

的我，不但上课想，下课想，就连回

家写作业都在想：又该吃好吃的了，

今天晚上我家吃的鸡翅，这鸡翅好

吃得不可形容，入口即化，一口咬下

去，满嘴都是油；明天是肉卷，香香

的肉，丝丝的菜；后天……

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不知道

妈妈早饭又会做什么，我看了看是

稀饭。虽然稀饭不是美食，但和奶

奶做的泡菜联手，真是绝配啊！稀

饭喝起来呲溜呲溜，泡菜吃起来非

常非常脆，带一点酸甜的味道，吃下

去，非常可口。每次吃的时候，我都

非常快乐，比爸爸带我去游乐园还

开心，吃完了还想吃。

有一个同学说我：“你就知道

吃！”我心里难过了一天。妈妈问我

怎么了，我说：“今天有个同学说我

就知道吃。”“没事，能吃是你的福

气。”我自言自语地说：“对呀！妈妈

说得有道理。”

第二天吃饭时，那个同学又来

了。我用妈妈的话，让那个同学无

话可说，转身走了。人，只要活得开

心，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呢？

美食，让我们快乐，但不是每个

人都喜欢，怕长胖的漂亮阿姨，对美

食真是又爱又怕；消化不好的人，怕

美食。而我，跟着美食的脚步，活在

它的怀里，就很美。

美食，真香！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谢诗钰

指导教师 周辉 杨燕

洋溢着春天气息的父爱

作者以独特的观察
力、饱含深情的笔触写出
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
特别是父亲缝补衣服的
细节更是打动人心。“一
针一线皆为情，春天父爱
暖人心。”结尾的这句诗，
为文章的点睛之笔，写出
了作者对父爱的由衷赞
美。

点
评

美食美食，，真香真香

美食在作者眼里，简直是
神话了。鲜香脆甜之类的不必
说了，就连早上的稀饭配上泡
菜，都是一个美呀，可见作者对
美食如痴如醉到何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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