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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皮肤黝黑黝黑的，看起来

十分健康。方方的小脸，一双小小

的黑眼睛，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

了一条缝，露出两排白得如玉石般

的牙齿。个子不算高，浑身瘦骨，

细长的胳膊，细长的腿，跟竹竿没

什么两样，T 恤衫套在身上显得空

荡荡的，风一吹来，整个人就像要

被吹飞似的。别看他看起来弱不

禁风，跑步可是他的拿手好戏！他

尤其擅长于短跑，跑起来如同一道

闪电，因此，我们大家送他一个美

名——“飞毛腿”刘。

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如期

拉开了帷幕，碧蓝色的天空中躺

着几朵棉花糖般柔软的白云，小

鸟们也站在枝头，快乐地高歌一

曲。操场上到处人声鼎沸，热闹

非凡，运动员们都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

“飞毛腿”刘来到自己的跑道

上，右脚顶住起跑线，左脚放在离右

脚一脚掌的地方，右手在前，左手在

后，紧紧地握着拳头，身体如同一张

弓，一触即发。

“预备——”裁判员举起发令

枪，他立刻做好“战前”准备：身子微

微向前倾，后腿脚尖踮起，眼睛盯着

前方，像待发的火箭。“砰！”裁判员

一声令下，选手们就像离弦的箭一

般冲了出去，“飞毛腿”刘如同一阵

风，一眨眼的工夫就冲到了最前面，

遥遥领先。

不好，其他选手就要赶上来

了！我们拉拉队站在跑道外，探

出脑袋，将手做成喇叭状，大

喊：“‘飞毛腿’刘——加油！

‘飞毛腿’刘——加油！”他听到

我们的呐喊，脚底就像装了马

达，双手双脚不停摆动，我都看

得眼花了，早已分不清他迈的是

哪条腿。头上那小针一般的头发

竟然都被吹到了后面，我们全部

的目光也随着他那黑色的影子而

去了。

终于，“飞毛腿”刘夺得了第

一。我们全班都欢呼雀跃，向他竖

起大拇指：“你真是太厉害了！”他只

是笑笑，便去检录处归还号码服了。

这就是我们班名副其实的“飞

毛腿”刘。这次运动会我们班能取

得团体第一的成绩，可少不了他的

功劳呢！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4）班 罗拉
指导教师 谢涛

从小到大，有许多事情都值得我

怀念。考试考好了，学会骑自行车

了，学会炒菜做饭了等等，但令我记

忆最深的，还是那次考试。

六年级上学期的第二学月月底，

我们又进行了考试，因为那次是期中

考试，所以很重要，每个人都在努力

地复习；考试的时候，每个人都专心

致志地做题。

到了第二周，试卷批阅出来了。

语文老师拿着试卷走进了教室。他

走到讲台上开始发试卷。我当时很

激动，但又很害怕，手心里直冒冷汗，

看着其他同学一个个都拿到了试卷，

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天

呐！怎么还没到我？老天保佑，让我

上90分吧！”我默默期望着。突然，老

师点到了我的名字：“唐雨菲，97分！”

我抬起头，一脸地不可置信，天呐，我

是97分！我兴冲冲地跑上了讲台，接

过了那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回到了座位上，一脸幸福地看

着这张卷子，旁边有同学说想看看我

的卷子，我把卷子递给了他们，他们

一脸羡慕，赞不绝口。我努力抑制住

这份开心劲儿，心想：我真的太棒了，

老师一定很开心吧，他没有选错科代

表。我拿回了卷子，又慢慢地欣赏起

来。

下课了，我真的很想告诉每个

人，但碍于面子，怕别人觉得我太自

傲了，就只告诉了几个人。又一节下

课，其他班的同学来问我们班的成

绩，有一个同学就说我考了 97分，我

的心里乐开了花，很喜欢别人这样

说，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没什么，只

是一次而已！”

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样的

成绩，是我用努力换来的，当然我也

得感谢老师对我的鼓励与孜孜不倦

的教导。

剑阁县开封小学
六（4）班 唐雨菲
指导教师 李大苍

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去

表姐家玩 。一进门，只见表姐小心翼翼地

搬出一块又宽又大的纸板，我疑惑不解地

问：“表姐你在干什么？”表姐神秘兮兮地

说：“今天我们来玩贴鼻子的游戏吧！”

只见表姐在纸板上画了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的脸圆嘟嘟的，柳叶儿一般又细又

长的眉毛，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炯炯有神地

望着前方，一张红润润的樱桃小嘴微微笑，

金灿灿的头发扎成一个高马尾。可爱极

了！可是小姑娘缺了一个鼻子，小姑娘望

着我好像在说：“小姐姐，快帮我贴上鼻子

吧！”

游戏开始，只见表姐用红领巾蒙住眼

睛，疾如旋踵转了五圈。我飞快地把鼻子递

给表姐，表姐不偏不倚地走到纸板前，左摸

摸右摸摸，好像提前做好准备一样。忽然，

表姐用力地把鼻子贴在纸板上，发出“啪”的

声音。我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表姐贴的鼻子刚好在小姑娘的嘴巴上

面，分毫不差。表姐骄傲地昂了昂头。

我也不甘示弱，蒙住眼睛，拿住鼻子，

咕噜咕噜地转起圈来。转完圈后，我头昏

眼花，分不清东南西北，人跌跌撞撞走向前

方。眼看我要撞到桌子了，表姐大声地叫

道:“右！右！前！左！前 ！”我好不容易走

到纸板前，但又不知道贴在哪里，我心想，

只能碰碰运气了。于是 ，我胡乱把鼻子贴

在了纸板上。只听见表姐哈哈大笑的声

音，我揭下红领巾，发现鼻子贴在小姑娘的

眼睛上了，我也跟着笑作一团。

贴鼻子真是个乐趣无穷的游戏啊！

青神县实验小学
四（7）班 龚佳昱
指导教师 郭燕萍

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

——欧老师，她中等个儿，一双充满

着信心与智慧的眼睛发出温和慈爱

的光；她披着长长的黑发，身穿一件

漂亮的连衣裙，是一位既心灵美，又

外表美的好老师。

欧老师上课内容丰富多彩，形

式多种多样。她讲《落花生》一课

时，抽了我和四个同学，一个扮演父

亲，一个扮演母亲，一个扮演哥哥，

一个扮演姐姐，采取表演课本剧的

方式，按照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

议花生的顺序，把这篇课文表演得

生动感人。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

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

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这节

课真让我难忘啊！

我特别喜欢欧老师那一手好

字，她写在黑板上的字，就像打

印 出 来 的 一 样 。 从 一 年 级 到 现

在，她每天都要教我们练字，如

果有哪一位同学的字没有写好，

她一定会耐心地跟那位同学讲，

是字写歪了，还是字写得没有笔

锋，然后认真地教那个同学该怎

么改正。我们在欧老师耐心指导

下，全班同学书写十分工整，得

到家长们的称赞。

有一次，我们班有一位同学突

然生病了，她立即背着那个同学去

了医院，一到医院，又是挂号，又是

付款，又是取药，忙得不亦乐乎。直

到那位同学的家长赶到医院，欧老

师才返回学校，依旧面带微笑为我

们继续上课。那位同学病好后，回

到学校拉着欧老师的手激动得说：

“谢谢欧老师对我的关心，您比我妈

妈还亲啊！”

今天，欧老师教给了我们文化

知识，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给我

们传递了爱心；明天，我要把伟大的

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广元市利州区东城实验小学
五（6）班 张诗琦
指导教师 欧红英

中国是 56个民族的大家庭，语

言丰富多彩，如果大家都说自己的

方言，不但沟通困难，说不定还会

闹出笑话。

打小在云南苗寨生活的我，

一直以为普通话只是说话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今天，

我才真正理解普通话的重要：人

人无障碍沟通，表情达意地交

流，真好！

我就是个典型，因为不会说普

通话而闹出了笑话。我是苗族后

裔，从小跟外公外婆在云南长大，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汉语，成天在苗

语的国度里畅游。后来，在爸爸妈

妈的引导下，在日常的交流中，我

慢慢学着说普通话。

当我来到四川后，在我耳畔回

荡的总是本地方言，我的普通话又

陷入了困境，甚至说的都是“川

普”。

有一次，我睡觉时，妈妈叫我

把衣服脱了，换上睡衣。可衣服的

领口小，脱衣服很困难，我对妈妈

说：“我的衣服脱不脱（脱不掉的意

思）。”妈妈正忙着，看也不看我：

“要脱。”我反复说了几遍，妈妈的

回答一直是“要脱”。

我急得哭了，妈妈也有些生

气。听到我的哭声，爸爸赶过

来，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妈妈把

她听到的经过说了一遍，我把我

的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笑了。

原来，我们都误解了对方，我想

要表达的是衣服脱不掉，但我的

那句“衣服脱不脱”却让妈妈误

以为是问她脱不脱掉衣服。经过

爸爸的调解，才化解了这场误

会。

经过这件事后，我决定坚持跟

妈妈说普通话。功夫不负有心人，

持之以恒的我，普通话也有了很大

的进步，但还是说得不够好。总是

N 和 L 不分，经常把男 (nán)读成

lán。在妈妈的再三纠正下，我下定

决心改正。但这个毛病就像生了

根似的，扎在我的骨子里，就是改

不掉。直到现在，我还在努力纠正

这个错误。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

多，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改掉这个

毛病。

现在的我，作为新时代好少

年，学好普通话，说好普通话，才能

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我们

在普通话的国度里，放飞梦想，展

翅翱翔……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五（1）班 刘馨彤
指导教师 周辉

去年，我家来了个年迈的爷爷

——远方的亲戚，他和爸妈聊天时，

一直讲四川方言。虽然我是四川

人，也生活在四川，但我年龄小，平

时生活、学习接触的都是普通话，老

爷爷说的话我听不明白。

我满头大汗回到家时，老爷爷

就笑着说我是什么“千翻儿”“匪头

子”，我站在那里，一脸迷惑，不知道

他说的什么。

我跑去问姐姐，姐姐说“千翻

儿”“匪头子”是指调皮捣蛋。我恍

然大悟，原来他是看到我疯玩回家，

诙谐地指出我们的缺点呀！

过了一会儿，我看老爷爷还在

津津乐道，就跑过去问他说什么，老

爷爷说：“摆龙门阵呀！”

“龙门阵？”我一听，立马精神起

来，“龙门阵，你们是要发功召唤神

龙吗？能实现我的愿望吗？怎么摆

阵，快教教我！”所有人都哈哈大笑

起来。姐姐说：“摆龙门阵就是聊

天，才不是什么召唤神龙，你是动画

片看多了吧？”

爷爷看到我一直在这儿问东问

西，打扰他聊天，有些不耐烦：“快去

耍，别打扰我冲壳子！”姐姐笑着说：

“这个我知道，冲壳子就是——吹

牛！”顿时，屋里一片笑声。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情

举不胜举。同样是四川人，但不同

市区，方言也有不同，给我们的生

活、学习与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泱泱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

里，各地发音带方言。区域不同，表

达万千，地方各异，理解困难。而我

们共同的语言——普通话，就是我

们最好的交流语言。

我要说好普通话，在生活中多

多推广普通话，做普通话的宣传使

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

做起，引领身边年老的长辈说普通

话，让龙的精魂——普通话发扬光

大！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五（1）班 潘韵鸥
指导教师 周辉

贴鼻子

文章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记叙
了玩贴鼻子游戏的过程，前后对比
强烈，波澜起伏，很有趣。

点
评

方言交流多困难方言交流多困难

““飞毛腿飞毛腿””刘刘

文章开篇抓住外貌描写，选取运动会跑步比赛典型事例，生动刻画“飞毛腿”刘一连串动作，并加入对拉拉队的侧面描写，反映出“飞毛腿”刘
的闪电速度，抒发佩服之情。

点
评

那一天
我真高兴

作者用细致的心理和动
作描写，突出了激动喜悦的
心情，读来令人真实可信，天
真可爱的小学生犹如就在眼
前。好成绩是通过努力得来
的，同时不忘对老师的感激，
这些感悟都是难能可贵的。

点
评

学说普通话的我学说普通话的我

作者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
自己因为不会说普通话而闹出
的误会，立志要学好普通话，成
为当今好少年。整篇文章结构
清晰，语句通顺，情感真挚。

点
评

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
了因方言产生的迷惑和笑话，继
而联想到地大物博的中国，像这
样的情况层出不穷。语言幽默风
趣，各种方言的运用令人莞尔。

点
评

作者通过记叙老师丰富
的上课方式，课余时间教学
生练字，送生病的同学去医
院治疗这三件事，赞美了欧
老师是一名对工作负责，关
爱学生的好老师。

点
评

我的语文老师我的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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