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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长的路上，一件件

往事像一张张发黄的照片，随

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模糊不

清，有一件事我却记得清清楚

楚，真真切切。

那是一次课间十分钟，我

上完厕所回到教室正准备坐下

来复习功课，谁知我最好的朋

友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把

我的椅子往后拉了一下，我没

注意，一下子摔了一个大跟

斗，全班同学都惊叫起来，弄

得我面红耳赤。我站起来，捂

住摔疼的腿哭了，没等她解

释，狠狠地骂了一句：“讨厌

鬼，你怎么欺负我？我再也不

认你这个朋友了！”我一边哭

一边冲出了教室。

当我回到教室的时候，看

见好朋友一脸的委屈，坐在座

位上，看起来她心里也十分难

受，脸上挂满了泪珠。我还在

气头上，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放学了，我心里依然愤怒，

来到校门口，多么希望天能下

一场雨，洗去我内心的愤怒。

“我们绝交了，我们为什么

要绝交？”我回到家做完作业

后，百无聊赖起来，往常这时候

我都会约好朋友去广场上散散

步，今天却只能一个人孤孤单

单地呆着。我不停地念这句

话，心完全崩溃了，绝交后我干

什么都没劲。

第二天上学，我试着想去

和好，但自尊心一直在作梗。

我的内心恍惚不定，满脑子都

是我们在一起玩耍的快乐。我

又想起我们曾经发过誓：“好朋

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做一

辈子的好朋友。”

一想到这些，我决定找她

谈谈。我看她一个人坐在座位

上，便走到她的面前，正准备开

口时，她也说话了。我们俩相

视一笑，这时她开口了，说：“对

不起，那天我不应该那样待你，

我们和好吧。”

我说：“没关系，我不应该

发那么大的火。这两天我也十

分难受，我们和好吧，别忘了我

们曾经在一起发过誓的。”说

完，我们俩紧紧拥抱在一起，我

心里好像有一只小兔子在开心

地跳，内心感受到特别的愉快。

我们又成了形影不离的好

朋友，我们又在一起发誓：“我

们是一对好朋友，好朋友之间

再也不闹别扭了。”

从此，我和她再也没有闹

过别扭，而且比以前更加亲密

了。

峨眉山市未来之星学校
四年级 马郑曦

指导教师 田加明

记忆里有那么一座山，溪涧长流、飞

鸟成群，漫山遍野都是绿树成荫、花草纷

繁。下雨时，远处和近处的山掩映在云

雾深处，仿若仙境。那里，就是七里坪。

今年暑假，我又一次和家人去了七

里坪。七里坪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绵绵

不绝的云朵在清澈的天空中飞快地移

动，目光所至，都是五彩缤纷的花木，树

枝间停满了鸟儿，那些鸟儿的小脚印细

碎闪烁，可爱极了。我们就在这个美好

的山间住了5天。

每天清晨，我们先去森林养生道散

步。那儿的空气沁人心脾，高大笔直的

杉树静默地伫立在山中；一条小溪在野

草间忽隐忽现，卷起无数朵银白的小浪

花，快乐地流向远方。

在一棵杉树上，挂着一只精美的匣

子，从文字说明里，我们得知这是一只松

鼠的家。每次经过，我都会等上好久好

久，但从来没有见到神秘的主人。它是

去采摘果实了，还是去约会了呢？山中

气候多变，有一天，我们遇到暴雨来袭，

匆匆忙忙在茶社里买了一次性雨衣，跑

下山去。路过那棵杉树，我忍不住抬头

张望，小松鼠还是没有回来，这个小调皮

是在哪里避雨呢？

到了下午，我们就去曹溪栈道戏

水。我手脚并用，在巨大的岩石上爬来

爬去，在山坡上跳上跳下，在树枝上打下

一串串野核桃……溪水、草丛、苔藓、昆

虫，这一切都是那么妙趣横生。

特别是野核桃，一定要小心清洗，不

然手上会沾满褐黄色的浆液，可以用牙

签一点一点地把缝隙里的脏污剔除。洗

好以后的核桃让婆婆握在手里把玩，可

以刺激穴位。

一场大雨过后，我们吃到了斗鸡

菇。斗鸡菇形状似一把把张开的小伞，

味道鲜美，不用搭配大鱼大肉，以新鲜的

青豆一起烩炒，就能香掉舌头。

山里的野菜很多，大部分都可以食

用。野韭菜、野葱、野大蒜、槐花、鱼腥

草、莲子……只要添加最简单的作料，就

会香气四溢。我最常吃的是鱼腥草，还

在阳台的花盆里种过，春天的时候，鱼腥

草萌生起来，不久就会开出小朵小朵的

白色花。

在七里坪的那几天，暮色中，我和爸

爸妈妈安静地聆听着鸟鸣与河流的声

音，凝视着群山浩荡、大地辽远，所谓万

物皆有灵性，生活与自然之美，大概就是

眼前的景象吧。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四（8）班 冯锘嘉
指导教师 陈婧

“世上只有妈妈

好，有妈的孩子像块

宝……”每当听到这

熟悉的旋律，就让我

深深感受到母爱的伟

大。

我的妈妈中等身

材，鼻子上有颗痣，红

润 润 的 嘴 巴 好 看 极

了。由于妈妈总是疲惫不堪，乌

黑的长发中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

几根白发。

妈妈的爱是一滴滴泪水。有

一次，我发高烧，外面下着倾盆大

雨，妈妈抱起我，打着雨伞就往医

院跑。路上，妈妈的泪水像下起

了雨一样落在我的额头上。

到医院后，我躺在病床上，

医生给我治疗，通过窗户，看见

妈妈正皱着眉头，不停地搓着

手，焦急地走过来又走过去。隐

隐约约可以听见妈妈痛苦的哀叹

“千万别出事呀！……”当医生

把我推出急救病房时，妈妈握住

我的手，关切地问：“好些没？”

我轻轻地说：“好些了。”顿时，

我发现妈妈眼眶中晶莹的泪水直

打转。

妈妈的爱是一把雨伞。那天

下着倾盆大雨，路上积着一个个

明亮的水洼，像一面有趣的镜

子，映射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妈

妈答应要来接我，可当同学们都

走得无影无踪时，妈妈还没来，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

转。过了漫长的二十多分钟，妈

妈来了，她满头大汗、气喘吁

吁。妈妈吃力地说：“对不起，

妈妈来晚了。”走在雨中，妈妈

把雨伞往我这边遮，哪怕自己变

成落汤鸡，也不顾自己会不会感

冒。她还不住地问我：“衣服被

雨淋湿没？”听见了这些话，我

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妈妈的爱是一个赞——在我

灰心丧气时给我鼓励；妈妈的爱

是一块蛋糕——在我饥饿时给我

充饥；妈妈的爱是一位骑士——

在我危险时保护我……妈妈的爱

融化在一点一滴、一举一动中，陪

伴我成长。

青神县实验小学校
三（7）班 龚佳昱
指导教师 郭燕萍

你可知道，夏日的草坪是怎样的吗？

夏天的草坪绿草如茵，吸上一口气，

花草的香味充满了整个鼻子，真是沁人心

脾，让人心旷神怡。毛毛虫、蚂蚱、蝴

蝶、蜜蜂，忙着在草丛里嬉戏、找食，让

人仿佛看到了如诗如画的动物乡村景象。

躺在草坪上，打个盹儿，悠哉游哉，仿佛

进入了世外桃源。

这绿绿的草坪，厚厚的、软软的，就

像一张大床，小草在你身边挠着痒痒，舒

服极了。听，草丛里传来了蟋蟀清亮的

歌声，这位草地上的歌唱家是在和树上

的歌唱家——知了比嗓门吗？看，花丛

里迎来小蜻蜓和小蝴蝶，它们在这朵花

上停停，在那朵花上留留，是在比谁会找

到花仙子吗？躺在这绿绿的草坪上，听

着虫鸣，闻着花香，看着蓝蓝的天、白白

的云，什么烦心事也没有了。

如果你问我，在这草坪上，我会干些

什么？那我可要笑话你了，在这草坪上，

我要干的事可多了。扒开一丛草，你看，

那群蚂蚁在干什么？它们抬着一块面包

渣，像士兵一样踏着整齐的步伐往洞口

走呢。顺着一枝花，你看，那只蝴蝶在干

什么？它像个美丽的公主，用它又细又

长的“吸管”在优雅地吸蜜呢。顺手摘一

片树叶，放进嘴里，你听到那是什么声音

在响吗？怎么样，我的口哨与蟋蟀、知了

相比，不逊色吧？

你看，不远处，一群小孩子在干什

么？他们手里拿着线，有的跑着、有的喊

着、有的站着，不管怎样，他们都目不转睛

地盯着天空。蓝天，被他们各种各样的风

筝一打扮，显得更美了。那边，花儿弄得

最灿烂的地方，还有几个小朋友坐在地上

写生，他们手里的画和这些花儿一样美。

这夏日的草坪，多么让人惬意啊！

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三（4）班 李思淼
指导教师 丁莉

母爱伴我成长母爱伴我成长

能从生活小事中体会到妈妈的爱，并用细腻的笔触加以描述，说明作者是一个留心生活并善于
观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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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荡的教室，

留着回忆，

藏着琅琅书声，

种着长不大的童年。

阳光趴在窗棂，

三尺讲台上，

留着未用完的粉笔，

以及您的泪水。

红笔压着泛黄的纸，

那是未改完的作业，

两千多个日夜，

您舍不得伸一个懒腰。

多少次，

您站在讲台上，

用一笔一画，

敲响我们的生命之歌。

花香飘去远方，

微风诉说着，

莘莘学子，

与您的点点滴滴。

窗外的栀子花又开了，

蒲公英准备远行，

可走得再远，

我们也是您的儿女。

泸州市天立国际小学
六（3）班 曾诗懿
指导教师 林忠莉

那年夏天

冷战

作者通过描
写老师讲课、批改
作业等场景，赞美
老师无私奉献、悉
心育人的高贵品
质。“可走得再远，
我们也是您的儿
女”一句升华了诗
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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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草坪夏日的草坪

文章第一句就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善于观察的作者用俏皮、可爱的口
吻为我们一一解读了夏日草坪里藏着的秘密，让人忍不住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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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多秀色
——七里坪游记

跟随作者的脚步，不仅能
欣赏到七里坪的美景，还能感
受到山间的野趣，行文流畅，情
景交融，将生活与自然之美表
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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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一对好朋友，由
恶作剧，到冷战，到最
后互相道歉又和好。
整篇文章语言流畅简
洁，和好朋友闹矛盾
后的心理活动也描写
得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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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小区里，住着果果一家。果果是一

个古灵精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不止这些，

她还有一口洁白漂亮的牙齿。你说说，一口

洁白漂亮的牙齿，谁不喜欢呀！可偏偏果果

就是不喜欢。爸爸妈妈都告诉果果，一定要

珍惜这一口好牙！可果果就是不听，这可让

爸爸妈妈怎么办好呀！

一天夜晚，牙齿们在果果嘴里开起会来。

一颗蛀牙难过地说道：“大家都快来说说

呀！果果这孩子每次吃完甜食都不刷牙，这

怎么能行啊！”

“是啊，是啊，真的太为难我们了。”另一

颗蛀牙捂着脸蛋说。

“要不……要不我们让牙仙子把我们带

回牙齿王国吧。”一颗小牙说。

“好啊，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

错。

早晨，果果还像往常那样，不刷牙就忙着

去吃甜食。在学校呆上一天后，回到家仍然

是去吃甜食。妈妈见了，心里真是一阵一阵

地慌啊！

很快，夜幕降临，牙齿们趁果果睡着后，

把牙仙子召唤出来，牙仙子听了牙齿们的苦

衷，把它们都装进了自己的魔法口袋里，回到

了牙齿王国。

清晨，果果起床后发现自己的牙齿竟然

一颗也没有了。“哎呀！我的牙齿是自己长翅

膀飞了吗，还是被小偷偷了？至少给我留一

颗吧，这让我怎么见人啊？”果果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这下果果只能闭着嘴巴去上

学了。

到了学校后，大家和她打招呼，可她就是

不回应，同学们还以为她生病了。到了中午，

该吃午饭了。看着同学们和自己的朋友糖糖

正喝着酸甜可口的果汁，吃着香喷喷的大鸡

腿和营养丰富的蔬菜……果果看得真是口水

直流啊！果果当然也想吃，可没有牙齿该怎

么吃啊？这下，果果终于明白牙齿对于她来

说，真是太重要了！

回到家里后，果果赶紧闭上眼睛，

向牙齿们道歉，希望得到原谅。

善良的牙齿们觉得果果

是 个 知 错 就 改 的 好 孩

子，一个一个地回到了

果果的嘴里。

从此以后，果果对

待她的那口牙齿真是格

外爱惜了！

洪雅县实验小学
三（1）班 余瑾萱
指导教师 牟波

离家出离家出走的牙齿走的牙齿

作者想象丰富，语言幽默轻快，充满童趣；行文流畅，结构清晰，故事有趣又藏着
爱牙护牙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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