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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书时，我被一段文字吸引

住了。书上说在装满水的瓶子里放几

枚硬币，水不会溢出来。我带着疑问，

决定亲自做这个实验，来验证一下真

实性。

我兴致勃勃地从存钱罐里取出了

十几枚硬币，又在厨房里拿出一个杯

子，便开始做起实验来。为了让我的

实验圆满成功，我特意滴了几滴墨水

在杯子里，再把杯子加满水，此时，杯

子里的水变成了蓝色。

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把水端到垫

了几张餐巾纸的桌子上。接着，硬币

被我一个接一个从杯子边缘丢下去，

看着杯子里的水在晃动，我的心都揪

成了一团，生怕水溢出来了。不过，水

晃动后又平静下来，连个泡泡都没有，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的心也

跟着落地了。

可我还是不信水不会溢出来。接

着，我又放进去两个硬币，硬币像调皮

的孩子，而水就是滑滑梯，硬币在水里

一圈一圈地沉下去，水位不停地增高，

但水仍然没有溢出来。于是，我决定

一次性多放几个硬币到水里去，1个、2
个、3 个、4 个……我一连放了十几个

硬币到水里，但是很奇怪，水还是没有

溢出来。

弟弟看见我专心致志地做实验，

也好奇地走了过来，说他也要玩。于

是，我让弟弟拿了 4枚硬币，两两为一

组，慢慢丢到水里，水位已经高于杯口

不少了，水面也膨胀得像面包一样，但

是水面只是晃了晃，还是没有溢出来。

弟弟问我：“水为什么没有溢出来

呢？”我默不作声，赶紧打开手机查阅

资料：原来水是有张力的，硬币放进去

的时候水收缩了，表面的水分子受到

了向下的吸引力，水面出现了一层水

皮，所以水没有溢出来。

南江县下两镇小学
三（1）班 魏光春
指导教师 文奇

上周星期四的体育课，王老师带

着我们全班男生去操场踢足球。

那天天气真好，蔚蓝的天空中飘

浮着朵朵白云，微风习习，送来了春天

里花草的芳香。王老师给每个同学发

了一个手环，把我们分成两队。

比赛刚开始，对方前锋球员李元

昊发起进攻，来势汹汹，一记大力射

门，Oh！MY God！球撞到了门的立

柱上，幸好球没进！我们队虚惊一场，

李元昊同学捂脸懊恼。

几个传球来回后，对方球员许景

奕也开了个大脚，把球踢得老高，不

过用力过大，把鞋子踢飞了，大家慌

乱中把鞋子看成了球，都一窝蜂地去

抢鞋子，真正的足球却滚到一边去

了。

正当大家挤头撞脚地去抢“足球”

时，才发现这是许景奕的鞋子。我们

队的蒲明俊立刻将鞋子还给了许景

奕，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于是，

我们的目光立马搜寻真正的足球，哈

哈！原来它藏在了操场的一角，大家

迅速跑向它。

我们又开始激烈地传递。这时

候，我也上场了，球在我们脚下传来传

去，我一次射门的机会都没有，真让人

着急啊！蒲明俊冲我大喊：“传过来，

传过来！”我心里紧张极了，当球传到

我的脚下时，我猛地飞起一脚，把球踢

给了蒲明俊，他趁机来了个“金钩倒

挂”。哇！球进了！

就这样，蒲明俊同学在队友们的

协助下，一口气进了 4颗球，对方只进

了 1颗球，最后我们队以 4:1大胜。大

家开心地分享着成功的喜悦，庆幸赛

前做了分工部署，并将“大功臣”抱起

来欢呼。

这场足球比赛虽然结束了，它让

我明白：光靠一个能力强的人就想赢

得比赛是远远不够的，队友之间不仅

要团结，还要做好战略安排，相互配

合，这样才能优势互补，发挥出更好的

水平，取得成功。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2018级6班 张浩麟

指导教师 兰宇

有一天，蜗牛一觉醒来，猛地发现自

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去洗脸，要用几

十分钟，现在一挪步，就到洗脸池旁边了；

以前去吃饭，要用几十分钟，现在一抬脚，

就到餐桌旁了；以前开电视，要爬几分钟，

现在轻轻一垫脚，就到了电视机前。

以前，很多小动物都看不起蜗牛，它

很生气，也很苦恼。现在，它要证明给大

家看，“哼，你们以前看不起我，今天，我

要一雪前耻。”

狂妄自大的蜗牛连狮子也不放在眼

里了。没错，它要挑战的第一个动物便

是狮子。

蜗牛来到狮子洞口，喊道：“大狮

子，我要跟你比赛!”“你太不自量力

了。”狮子哈哈大笑起来，并威胁它

说，“这是我的地盘，你要是不离开这

里，我随时可以踩死你！”“我看，你是

不敢跟我比吧？”蜗牛用激将法激怒了

狮子，它们在狮子洞外展开了一场激烈

斗争——原地转圈。

比赛一开始，蜗牛就飞速转起来，狮

子只觉得头晕，跑都跑不动了，就这样，

平时的常胜将军狮子，今天输给了一只

小小蜗牛。狮子觉得很丢脸，躲回洞里

再也不出来了。就这样，狮子成了蜗牛

第一位手下败将。

得胜的蜗牛此时更骄傲了，它又去

找豹子。豺子提出进行一百米短跑，蜗

牛同意了。为了公平起见，豹子请来老

虎做裁判。

比赛哨声刚响，蜗牛就像子弹一样，

“嗖”一声冲了出去。闪电般的速度，把

身旁的豹子甩出老远，任凭豹子使出九

牛二虎之力，也追不上蜗牛。老虎公布

了比赛结果：豺子用了五秒，蜗牛只用了

一秒，而且还跑了500米。豹子只好连连

赞叹：“佩服！佩服！”

这两次比赛很快传遍了整个森林，

小动物们知道了都很惊讶，给蜗牛颁了

一个“速度之王”奖杯，蜗牛高兴极了，整

天背着奖杯到处炫耀。

一天晚上，背着奖杯到处炫耀的蜗

牛感到很劳累，在路边睡着了。一个赶

路的庄稼人没看到，一脚踩下去，奖杯陷

进了蜗牛的身体，从那以后，蜗牛不仅跑

不动，还比它以前的速度更慢了，这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蜗牛。

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三（4）班 傅奕涵
指导教师 丁莉

我的弟弟胖乎乎的，一个熊猫

似的脑袋，再配上一对水汪汪、黑葡

萄似的眼睛，小样儿别提有

多可爱了。虽然他不足一

岁，特点可多着呢！

眼睛灵
你可别小瞧他的眼睛

小 ， 但 可 灵 敏 了 ！ 有 一

次 ， 我 正 偷 偷 地 吃 着 零

食，却仍被弟弟发现了，

我连忙将零食藏在身后，

用枕头盖住。我心想：这

下，你总该找不到了吧！

谁 知 ， 他 挣 脱 奶 奶 的 怀

抱，像小猴一样，翻到床

上 ， 把 枕 头 一

扔，就找到了零

食。只见他高高

地举起被我藏起

来的零食，一个

劲儿朝我笑。

贪吃鬼
弟弟不光眼睛灵，还是个贪吃

的小家伙。他的饭量很大，范围也

很广——什么都要吃，即使衣角，他

吃起来也感觉津津有味。每一次吃

饭时，我都会用筷子夹一块肉或米

饭来诱惑他。如果不给他吃，他就

会哇哇大叫，哭个没完没了；如果给

他吃，他便会一直找你要，直到自己

满意为止。哎，他真是个贪吃鬼啊！

瞌睡虫
弟弟最大的特点就是睡。每次

在喝奶粉的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

就睡着了。前几分钟还把眼睛鼓得

圆圆的，后几秒，他的上下眼皮就开

始“打架”了，慢慢地，就睡着了。这

一睡，可不得了，一睡就是一个下

午。

你瞧！这就是我调皮又可爱的

弟弟。

苍溪县石马小学
四（2）班 詹蕊馨
指导教师 权卿宗

月色滑过叶尖，泻在树梢

上，散成朦胧的一片。靠在阳

台栏杆上，我享受着夜的安宁

与静谧。

在这宁静的氛围中，我的

心中却一点也不安宁：还有大

半个学期，小学生活就要结束

了，我就要上初中了，我的心

愿是考上广安二中，到那里去

上中学。

我萌生出这个心愿已经

有一段日子了，它在我心中扎

下了根，疯狂地滋长；它在我

眼里晃动着，就像天空流动的

云彩，一直向前奔跑。可能有

人听到了会捧腹大笑：就你的

成绩也能考上？太荒唐了吧，

真搞笑！但人总是要有目标

的，我要为未来播种希望，为

我的人生定下目标。

我有点偏科，本来语文和

英语还不错，但现在总感觉在

下降。数学呢？从五年级下

学期开始，成绩就不稳定了，

忽上忽下的，像坐过山车。但

我已经下定决心，从现在起，

要努力学习，考上广安二中。

奶奶总是对我说：“如果

现在贪图安逸轻松，那长大后

肯定会受苦受累。”我不想以

后为了生存而活，尽管我不是

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大把钱

让我随便花，但我知道，我喜

欢的东西很贵，我想去的地方

很远，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

为梦想努力。

我听过一句励志的话：

“你背不下来的书，总有人能

背下来；你做不出来的题，总

有人能做出来；你愿意拖到明

天的事，总有人今天能努力做

完。那么，不好意思，将来，你

想过的生活，只能由别人来

过。”对我来说，要考上广安二

中有点难，但我有一颗向上的

心，一定会朝着这个目标努

力，好好学习，把落下的功课

赶上来。因为我豆蔻年华，我

有蓬勃的朝气，我有明确的目

标，我有不服输的毅力。人生

在世，唯有父母和前途不可辜

负，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

马。如果乾坤已定，那我就扭

转乾坤。

懒惰造就平庸，勉强只能

及格，拼搏成就优秀。路还

长，顶峰相见！

广安市广安区龙台镇小学校
六（2）班 易佳

指导教师 朱德全

周末，我们游览了房湖公园。

房湖公园位于广汉市雒城街道

西南隅，被誉为“川西明珠”，为唐代

名相房琯贬任汉州刺史时所建。园

内古香古色，既有苏州园林式小巧

玲珑的特色，又有巴蜀园林古风的

神韵。

我们来到公园大门前，抬头一

望，高大雄伟的大门，太有气势了。

走进大门，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道

别具古味，小道两旁还种满了许多

花儿，它们千姿百态，争奇斗艳，颜

色或金黄、或雪白、或桃粉，让人眼

前一片明艳，如夏天彩虹七色交错，

令人目不暇接。

穿过小道，我们看见的是右边

的假山，假山由各种形状怪异的石

头砌成。许多小孩都在周围玩耍，

水从假山上流下来，形成了小小的

瀑布，水流声“哗啦哗啦”，像在演奏

一曲有激情的乐曲。它洁净活泼，

好似一匹长长的丝绸，真让人沉

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便在我耳边反复吟咏。

绕过假山，穿过美丽的海棠林，

便来到了荷花池。步入房公亭，亭

中小憩，眼前焕然一新，倚靠在栏杆

上，看见了满池的青翠。池面非常

平静，犹如一面明镜，把房公亭映在

了池水中，更显其端庄与古典。荷

花开得正盛，倒映在湖水中，湖水也

变成了粉红色。微风拂过，掀起一

片绿波，捎来了阵阵荷花香，使人骨

头都酥了。

湖的西北岸坐落着琯园。我迫

不及待地跑了过去，驻足停留，它的

建筑富丽典雅，古色古香，与旁边具

有现代气息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更具典雅别致。

天色已经暗淡，五彩的晚霞绕

在天边。我心里有些依依不舍，但

不得不坐上车回家，我频频回首，看

着越来越远的公园，不停地说着“再

见”！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
四（4）班 张昕玥

指导教师 旷维秀

蜗牛的故事

有童话的童年，才是完美的童年。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给我们讲了一个别致、新颖的蜗牛故事。意外，让故事更有吸引力；
反转，让故事有趣又有意义。

点
评

心愿

文章构思巧妙，
条理清楚，抒写了
“我”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既展示了性格
中柔情的一面，又表
现出不服输、敢拼敢
闯的刚烈之气，读来
令人肃然起敬。

点
评

踢足球踢足球

文章开门见山，直接引
出下文。语言简洁、生动、
幽默、真实，场面描写带给
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文
章结尾简单明了，道出了作
者在这次活动中的收获。

点
评

神奇的水神奇的水

作者做实验的时候考虑
全面，做的时候小心翼翼，保
证了实验的准确性。这种认
真思考，不盲目相信书本的
品质难能可贵，值得学习。

点
评

游房湖公园游房湖公园

移步换景，个个景物都
是那么令人心情激荡。作
者运用多种方法，将公园美
景细致刻画，栩栩如生，美
轮美奂。

点
评

我的弟弟我的弟弟

作者用小标题的形式，巧妙地选取生活中的三个小事例，形象地写出了人物的特点，语言生动，极具画
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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