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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完成作业，妹妹走了过

来，拉着我的手，央求我教她画

画。呵呵，画画，我喜欢。拿来

画笔，铺开美术纸。“豪豪，你的

头 发 长 那 么 长 了 ，该 剪 一 剪

了。”还没画几笔，爸爸就站在

院坝里喊我。哎呀，没办法，我

一脸无奈地来到爸爸身边。

爸 爸 叫 我 坐 在 板 凳 上 。

咦，不是带我到街上理发店剃

头吗？正在纳闷时，爸爸打开

了一个比书包还小的工具箱，

哈哈，里面的东西可真多：手动

推剪、电动理发器、梳子、软毛

刷、长柄剪刀，还有一张围裙样

的披布……“您怎么有这些理

发工具，哪儿来的？”我很好奇，

以为他想开个理发店。“网上买

的，专门给你剪头发。来，坐

好。”

啊，专门给我剃头？看着

那明晃晃的工具，我心里一阵

阵害怕。啊呀，别伤着我的脑

袋了，我可最怕看见流血了。

爸爸啊爸爸，求求您了，别，别

给我剃头，万一您的剪刀“咔

嚓”一声，后果不堪设想。……

我的心里咚咚像打鼓，好想赶

紧跑掉，溜之大吉。可坐在板

凳上的我，此时根本就挪不动

脚，好像被爸爸施了“定法”。

一块披布盖在了我的背

上，一张毛巾围在了我的脖子

上。随后，爸爸一手拿电动理

发器，一手拿梳子。一切准备

就绪，爸爸开始剪头发了。理

发器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滑过，

一堆剪断的长头发掉在了地

上；梳子在头皮上轻轻地一梳，

零零碎碎的细头发纷纷落在了

披布上。不大一会儿工夫，毛

草似的头发全剪掉了。

长柄剪刀配合梳子上场

了。爸爸来到我的左边，一梳

一剪；来到我的右边，一梳一

剪；前边剪一下，后边剪一下。

“行了，剪好了。”爸爸放下工

具，用软毛刷反复清理头上的

细碎头发。哎呀，碎头发钻进

脖子里，怪痒痒的。爸爸真懂

我的心。他拧干湿毛巾，朝我

脖子上轻轻地一擦，那些碎头

发全沾了下来。这下，我的头

变得清清爽爽的，舒服极了。

“剪得不错嘛！”妈妈见了，笑

了。我来到镜子前一瞧，嗯，行！

我给“理发师”爸爸打100分。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四（1）班 吴文豪
指导教师 邱达官

我叫小土豆，原本住在湿润的泥

土里，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

我努力吸收养分，渐渐地，我长大了，

又被农民挖了出来。

哇，迎面扑来一阵凉爽的风，小

花、小草在向我打招呼，树上的小鸟放

声高歌，小朋友们嬉戏打闹，这个世界

真是太美了。

没过多久，我和姐妹们被工人送

到了热闹的菜市场，我们在这里唱歌、

跳舞，幸福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一位阿姨带着一个小男孩来到菜

摊前，她左挑右选，姐妹们陆续被捡进

塑料袋。最后，阿姨看见了我，不禁夸

赞道：“多好的土豆，又大又圆，还没

‘雀斑’呢。”回家的路上，树枝划破了

阿姨的口袋，我掉了下来，大喊着：“主

人，等等我。”调皮的男孩把脚一伸：

“看我临门一脚。”对，和你们想的一

样，我被踢飞了，美丽的城市从我眼前

闪过，我隐约听见男孩的叹息：“土豆

条，土豆丝，土豆片都吃不成了。”

在空中画过一条美丽弧线后，我

降落在一个泥坑里。等我慢慢爬上

来，发现身上脏兮兮的，我赶紧去小河

边洗澡，到了才发现，河水更脏。小河

姐姐向我哭诉：“我被污染了，上游有

的人朝我倒废渣废水，毁坏了我的美

丽，呜呜呜……”我连忙安慰：“小河姐

姐，你不要伤心，我会帮你的。”

我沿着河流往上滚，来到小河上

游，看见一个小孩正往河里倒垃圾，我

连忙叫住他：“小朋友，你这样会污染

小河的，下游的人们就不能喝水了，好

的环境要靠大家来保护，请你对家人、

朋友也说说吧。”从那天起，没有人再

往河里倒垃圾了，小河姐姐又变清澈

明亮了，我洗完澡，一身香喷喷地和她

告别了。

我来到一棵苹果树下，正想舒舒

服服睡一觉。突然，一个苹果落了下

来，差点砸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苹

果小妹。她可怜巴巴地对我说：“土豆

哥哥，你可以把我送到菜市场吗？我

的姐姐们都到了菜市场，我被树叶挡

住了，工人没看见我。”我背着苹果小

妹，滚呀滚，来到了菜市场，苹果姐妹

们相遇了。

这时，阿姨和小男孩又在选土豆，

阿姨看见我，惊呼道：“多好的土豆，又

大又圆，还没有‘雀斑’。”小男孩欢呼

道：“太好了！有土豆条、土豆丝、土豆

片吃了。”

就这样，我跟着阿姨和小男孩回

家了。

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三（4）班 邹润玲
指导教师 丁莉

我是一颗小小的鹅卵石，从大

自然中来，悄然无声。

我来自一座高山，满山遍野的

茵茵绿草，软绵绵的像绿毯盖在我

身上；五颜六色的花儿，随风轻轻地

拂过，让我身上沾满了花香。

一天夜晚，狂风大作，雷雨交

加，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旁边的

草弟弟、花妹妹都紧紧地贴在我身

上，以求暂时的安慰。一阵“噼里啪

啦 ”的 声 音 ，让 我 顿 感 一 阵 眩

晕。……

醒来时，我感到有一双温柔的

手，在抚摸着我，睁开双眼，我看到

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溪溪的流水声，

头上的天空也变得晴朗起来。我以

为自己在做梦，迷迷糊糊地自言自

语：“这是什么地方啊？”正好小溪里

游过来一条小鱼，听到了，对我说：

“是山下的一条小溪呀！昨晚那一

阵狂风暴雨让许多东西都‘搬了家’，

咯，你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欢迎你

来到这儿，亲爱的，以后咱们就是朋

友了，祝你生活愉快！”听了小鱼的

一番话才明白，我是被风爷爷从山

上带到了这条小溪里，我的生活从

此改变了。

小溪里，每天都有小鱼小虾来陪

伴我，与我嬉戏；每当下雨时，雨滴为

我们演奏着一曲曲优美的音乐。雨

过天晴，太阳公公的出现，伴随着天

边的彩虹若隐若现，她用小溪当镜

子，梳妆打扮；每当夜幕降临，我要休

息时，软软的水草会为我轻轻地盖上

被子，让我美美地睡上一觉。

岁月流逝，如今的我，已由山上

的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变成了一块

光滑、晶莹剔透的鹅卵石，是奇幻的

大自然改变了我。

这就是我，深爱着大自然的一

切，悄然无声的我。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六（9）班 邹鑫雨

我喜欢小动物，特别是可爱

有趣的小白兔。

小白兔有着一对长长的大耳

朵，红宝石般的眼睛，可爱的三瓣

嘴，总是带着微笑似的。它全身

光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你若是

用手摸一下它的小白毛，感觉丝

一般光滑，屁股上的小尾巴如同

一个毛茸茸的小球，可爱极了！

小白兔的有趣主要表现在它

的吃相，睡相和玩耍中。小白兔

的吃相会让你笑破肚皮，笑掉大

牙，它在吃饭的时候一丝不苟，一

板一眼。它会先吃一口胡萝卜，

在嘴里嚼了很久，就像是没长牙

似的，吃完萝卜又快速地跑去吃

几口草，再回来喝几口水。

有时候，它正在喝水，小鸡们

又跑去啄它的草，把草弄得到处

都是，这时小白兔也不得不生气，

它迅速地跑过去，如同一辆小跑

车，冲到小鸡面前“示威”，用嘴咬

它们，小鸡们也毫不示弱。一两

只小鸡用嘴啄它，另外的在一旁

不停地叫着，求助着鸡妈妈。我

不经意的看到时，总是忍不住发

笑。

小白兔睡觉的时候就更有趣

了，它全身缩成一团，连屁股上的

小尾巴也缩了进去，生怕哪一点

露了出来。若是你再去摸摸它，

它准会猛地一下子爬起来，用爪

子挠你几下，用身子蹭你几下，像

是在向你求饶，让你别打扰它。

和小白兔一起玩耍，是我最

美好的时光。我经常和小白兔赛

跑，却没有一次跑赢它，因为它实

在跑得太快了；有时候玩累了，它

会跑过来蹭我的腿，让我给它抓

痒痒，它还会和我一起晒太阳。

说了这些特点，想必大家也

喜欢上这只有趣的小白兔了吧！

苍溪县石马小学
五（2）班 向风杨
指导教师 权卿宗

““理发师理发师””爸爸爸爸

作者运用心理描写，将理发前的害怕心理写得生动形象，极富童趣，细致入微的动作描写，
展现了爸爸熟练的手艺。文末，表达了自己由衷的敬佩之情。

点
评

土豆的旅行

作者用第一人称的方
式介绍了土豆的旅行，语言
有趣，想象奇特，经历丰
富。一路上，土豆尽己所
能，帮小河变得更美，帮苹
果回到了菜市场，做了很多
有益的事，最后，成功被阿
姨带回了家，结束了这趟奇
妙的旅行。

点
评

小白兔小白兔

作者抓住兔子的吃
相、睡相、玩耍三个方面，
脉络清楚，重点突出，写
出小白兔的可爱，喜爱之
情自然流露出来。

点
评

无声的我无声的我

现代科技在日新月异中，越来

越先进，越来越智能化，给人们带来

了非常方便的生活。

超市购物，除了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的老人，很少有人直接付现金，

基本上是用智能手机扫码自动付

款，方便又快捷。

进入住宅公寓，不再走楼梯，升

降电梯就帮你搞定，速度快且安全，

让人们省了许多时间，走路不方便

的老人更是受益万千。

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彩色、大屏、多节目、高质量的智能

电视，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想看什

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想什么时候

看，都能远程遥控锁定。

大街上，人们有自己的代步工

具——小车、骑电瓶车、公交车……

现在，坐飞机已是家常便饭，就像过

去赶公共汽车一般。

小时候，我回农村老家，要坐两

个多小时汽车，山路崎岖，一路颠

簸，加上晕车，每次都吐，我最怕坐

车了。如今，科技发达，高铁飞驰而

过，时速三百多码，路上的风景还没

看够就到站了。再加上回老家的路

直而宽敞，再也不左颠右簸，坐车已

经成为一种享受。

我所居住的城市，渐渐繁荣起

来，大街上人来人往，到处灯火辉

煌，车水马龙。几个大的超市、1788
广场，构成巨大的商圈，商品琳琅满

目，衣食住行等应有尽有，为人们带

来极大的方便，人们购物再也不用

东奔西跑，一站式解决。

但科技也并不是全部都好。有

的人迷恋智能手机，变成低头族；

电脑、电视让意志薄弱者沉迷其

中，造成眼睛近视。任何事物都有

它的两面性，需要我们合理

地使用。

科技改变生活，我们

因其而变得美好。所以，

我们要趋利避弊，让

科技更好地为我们

服务。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殷正康
指导教师 周辉

科技，像一台时光机，让世界变

得更快；科技，是一艘轮船，带着你

到另一个美丽、多姿多彩的地方；科

技，若一股清流，让你的身心为之而

爽。

每次我与爸爸妈妈回外婆家

时，开车时离不开导航。想想以前，

没有方便快捷的手机，更没有精准

定位的卫星，路只能在鼻子下——

嘴甜，才能问到想要的地方。现在，

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根据导航，给你

规划出最佳的路线，再也不会因为

找不到路而迷茫。导航，给我们节

约了很多时间。

科技，带来许多便利。以前，如

果想去很远的地方，只能坐绿皮火

车，不仅速度慢，还经常晚点。现

在，高铁不仅舒适，速度还非常快；

不仅节能减排，还低音降噪。以前

我到外婆家，普通火车要10多个小

时，现在乘坐高铁，时间大大缩短，

让我一路上心情愉悦地欣赏着祖国

的大好河山。

在科技还不发达时，当你出去买

菜或者生活用品时，需要带上钱包。

现在，你只需要带上一样东西——链

接银行卡的手机。买东西时，只需要

打开手机，扫一扫老板给的付款码，

就完成支付，没有假币的风险，省去

找零的麻烦，多方便快捷呀。

手动洗车的时代已经过去，全

自动洗车已蔚然成风。手动洗车，

工人需要穿上防水服，认真卖力地

擦来擦去，费时费力。随着科技的

发展，只需要把车开到传送带上，机

器就会自动运转，多个高压水枪同

时向车喷射水和泡沫，几个大大的

刷子来回揉搓，瞬间完成清洗。

科技，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和快捷，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

好。我们生活在美好的科技时代，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6）班 孟珂宇
指导教师 周辉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科技改变生活

作者列举自己看到的
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但
同时也指出科技给某些意
志薄弱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提出要趋利避弊，合理利用
科技，为人类服务。

点
评

作者巧妙地运用拟人
手法，使鹅卵石具备了人的
思想情感，生动细腻的笔
触，充满童趣的语言，情感
真挚，富有丰富的意蕴。

点
评

作者列举开车使用的导航、坐高铁的方便快捷、买东西的手机银行、智能洗车系统等等，为我们讲述了
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美好，表达了自己生活在科技时代的幸福。

点
评

本
版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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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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