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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做了一件大事——

修电脑。

昨天，我打了很久的游戏，

惹怒了老妈把电脑的各种线全

扯了，还把主机线藏了起来，这

令我很难受。

今天早上，老妈去买菜了。

我心中一阵暗喜，偷偷钻进电脑

房——妈妈的卧室，怀里像揣了

只小兔子。我迅速开工：把电脑

桌向前搬了一点，有时插对这根

线，又搞错了那根线，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终于把所有线插好，

可就是开不了机。

我一番仔细检查后，发现缺

少主机线，又是一番寻找，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电动摇晃机上发

现了一样的线。插好，按下开机

键，几秒、十秒、二十秒，终于开

机了，我欣喜若狂。

我还没有来得及感叹自己

的智慧，又发现老妈设置了密

码。我气急败坏，真想给电脑一

拳头。不会是老妈的电话号码

吧？一试，不对。我仔细看了一

下提示，六到十位数字，我又填

了我妈的生日，也不对。我正难

为情时，灵光一闪，不会是国际

通用密码“123456”吧？我快速

按下 6 个数字，还真可以，可惜

老妈把游戏全部删除了。这难

不倒我，删了，重新下载、安装，

我好不容易安装好，迅速进入游

戏，玩起来。

正当我沉浸在游戏里，突然

听着楼底下传来脚步声，本以为

是邻居，直到听见了开门声音，

我急忙关掉了电脑，回到自己房

间，假装睡觉。老妈在客厅大声

喊：“懒猪，起床了！”我用极不情

愿地应着：“好吧。”没想到老妈

竟然去摸了一下电脑显示屏，十

分生气地对我说：“你怎么又玩

电脑游戏！”我正想狡辩，可老妈

满脸“下雪”，眼睛喷射着怒火，

狠狠地把线扯了下来，再次把电

脑主机线给藏了起来。我不敢

作声，又不能玩电脑游戏了，我

伤心极了，真想找个地缝钻进

去。

老妈也是为我好，怕我沉迷

游戏，玩物丧志。我明白了老妈

的良苦用心，和她“约法三章”：

游戏只能周末玩，不超过一小

时。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
六（1）班 程梓洋
指导教师 张道明

10月1日早上，阳光明媚，秋高气

爽。爷爷带着我和弟弟一起乘1路公

交车到梨博园去观菊花展。

走进梨博园的大门，首先映入我

眼帘的是一个广场。广场中央由5个

洁白的花瓣和 11 个花蕊组成的巨大

梨花雕塑，雕塑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的

盆景，盆景中间摆放着由红菊花组成

的“欢度国庆”四个大字，大字周围摆

放着许多黄色菊花盆景，给节日增添

了喜庆的氛围。雕塑左右两边摆放着

各种各样的菊花，有的由黄色菊花组

成了十一层宝塔，有的由紫色菊花组

成了二米高的花瓶，有的由红色菊花

组成了蛟龙抱柱，有的由白色菊花组

成了和平鸽……

我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急忙走近

菊花仔细观察起来，它是由不计其数的

花瓣和花蕊组成的，有单个的，有双个

的，有四五个挨在一起的……它们像亲

密无间的好友相拥在一起都张开了笑

脸。菊花的颜色五彩缤纷，红的似火、

白的似雪、粉的如霞，十分艳丽。

远看菊花像一大片五颜六色的地

毯，微风一吹，它轻微摆动，一起一伏，

像大海的波浪。这时，从远处的天空

中飞来了一群麻雀，它们一边飞，

一边欢快地唱着歌，构成了一幅

和谐、美丽的画卷。

国庆节真快乐呀！让我

看到了菊花在秋风中挺立，

在阳光下绽放，是它用斑斓

色彩，万千姿态，给人们留下美

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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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是一部妙趣横生的神话

小说，你们知道吗？在我家里，也藏着

一本搞笑版的“西游记”。

七十二变“孙猴子”
孙悟空是《西游记》里妥妥的男

一号，我可是家里的“孙悟空”，每

天上演七十二变，有时是安静阅读的

美少年，有时是上房揭瓦、“大闹天

宫”的调皮蛋，有时开怀大笑，

有时使使小性子，家里被我弄

得可热闹了。

虽然没有孙悟

空的十八般武艺，

但我和孙猴子一样

又瘦又灵巧，运动

可 是 我 的 强 项 。

开 运 动 会 的 时

候，我总是能在

立定跳远这个项

目中，取得奖项。我估计是因为我“身

轻如猴”。

孙悟空曾经住在花果山上，把水

果当饭吃。我跟它一样，也很喜欢吃

水果，一切甜蜜可口的水果都是来者

不拒。不同的是，我还喜欢吃肉，一顿

不见肉，我就会很难过。

跟孙悟空一样，我也有“紧箍

咒”，那就是爸爸妈妈的“碎碎念”，

他们一皱眉，一开口，我就只有乖乖

听话。

低调的“白龙马”
妈妈是家里的“白龙马”，从不抢

镜，但其实取经之路不能没有她，否则

寸步难行。

妈妈是最操心的人，从婆婆到我，

妈妈都要事无巨细地考虑。但是，妈

妈从不抱怨，她经常一个人在角落里

看书，就像奔跑了一天，停下来吃草的

“白龙马”。对了，妈妈也喜欢吃素，像

青草一样的白水菜，她吃得津津有味。

除了跑步慢吞吞，我觉得妈妈哪

都像“白龙马”。尤其白龙马曾经是尊

贵的西海王子，而妈妈在成为妈妈以

前，也是一个娇气的小姑娘，但是，当

她成为我的妈妈，就成了顶天立地的

女汉子。

可爱的“猪队友”
爸爸跟二师兄一样，有三个特点：

贪吃、爱睡觉、乐观。

爸爸是吃货，他会吃也会做，餐桌

经常有惊喜，当然也有出现“黑暗料理”

的时候。比如，他给我做蛋炒饭的时

候，心血来潮，加了洋葱，结果不小心煳

了，紫红色的洋葱变得黑糊糊的。

一到周末的下午，爸爸能睡个昏

天黑地，在客厅的沙发里都能睡很久，

哪怕我就在旁边踢球、跳绳，制造各种

噪音，他仍然能打呼噜。大白天都能

睡觉的，这可不就是二师兄吗？

爸爸的口头禅是：“没什么大不了

的。”他生性乐观，遇到困难，从不放

弃。这种乐观的精神，也让我们的家，

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瞧，这就是我们家的“西游记”，我

们一家三口，正走在取经的路上，取的

是——幸福经！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四（8）班 冯锘嘉
指导教师 陈婧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祖国风

光好，咱们去瞧瞧。暑假期间，爸爸妈

妈邀请奶奶，哦，还有我和弟弟去外面

游玩。弟弟晕车，不喜欢坐车，但听说

去美丽的大峡谷玩，兴奋劲一下子就

上来了。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坐上车，

车子一路向北，要不了几个钟头，来到

了令人向往的风景名胜之处——巴山

大峡谷。

买好票，到入口，我们最先去的地

方叫“大象洞”。哇，好大一个洞，一点

儿也不显得狭窄。里面亮着灯，如同

白昼，灯光洒落在许许多多的小水塘

里，犹如星光闪耀，别提有多漂亮了。

看，那是什么？精致的小楼梯，乖巧可

爱，热情地欢迎着游客们前往。我和

弟弟小心翼翼地走上楼梯，顿时，五颜

六色的灯光在足下闪动。呵呵，一踩

上去就会发光的小楼梯，让弟弟笑嘻

嘻。我们一路走着、乐着。爸爸告诉

我们，这个洞天然形成，非人工开凿。

我朝洞的四周看了看，奇形怪状的石

头，随处可见，全无人工雕琢之感，真

是太神奇了。

离开大象洞，来到“桃林”。路边

的树，十分茂密。繁花似锦、花香迷人

的桃花林，你在哪儿呢？哦，桃花已经

开放，明年春天来看那鲜花满树的桃

林，是不是更有趣味？边走边想，我们

来到一个岔路，往右去，眼前出现了一

条小溪，溪水潺潺地流着，小鱼小虾快

活地游来游去。我们一行人不正像溪

流里的鱼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快乐

地徜徉着。

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了观景台。

排好队，坐缆车。我的心儿怦怦跳，这

可是我第一次坐缆车。一个个缆车慢

慢地移动着，游荡在美丽的群山之间。

一座座山峰像披上绿色的外衣，充满着

生机与活力。鸟儿清脆的鸣叫声，伴着

山草和野花的香味，令人神清气爽。景

色美，游人乐，不知不觉中，缆车稳稳当

当地停了下来，哦，到站了。

一抹晚霞留在天边，夕阳洒在山

间，美丽的大峡谷变得安静、祥和。我

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巴山大

峡谷。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四（1）班 程雨欣
指导教师 邱达官

今天，爸爸在网上给我买

的《科学试验》收到了。我一打

开包裹就嚷着爸爸陪陪我做实

验。我们一口气做了滑轮测力

计、潜水艇、小孔成像和自制电

动机 4个实验。每个实验都非

常有趣，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自制电动机。

我将制作自制电动机所需

要的铜线、小五金、支架、磁铁、

线盘、导线架、电池盒、砂纸和

底板一一摆在地板上后，就照

着说明书做。

我先将铜线的一头插入线

盘的一个小孔，把铜线绕在线

盘上，将铜线的另一头从线盘

的另一个小孔穿出，再用砂纸

将铜线两头的漆全部磨掉。

我又把电池盒的两根导线

分别连接在两个小五金上，把

小五金固定在导线架上，把导

线架装在两根支架上，又把支

架装入底板的小孔中固定好。

最后，将线盘放在支架上，将磁

铁放在线盘下的底板上，调整

好线盘和磁铁的位置，在电池

盒中装入两节七号电池，合上

开关，轻轻转动线盘，线盘就在

支架上飞快地旋转。它时而顺

时针旋转，时而逆时针旋转，十

分好玩。

我通过在网上查找资料，

知道了线盘转动的原理：线盘

通电后形成了一个电磁铁，这

个电磁铁与下面的永磁铁发生

作用力，从而推动线盘旋转。

科学小实验真是有趣。我

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去探

索科学的奥秘。

通江县沙溪镇李先念红军小学
四（1）班 冯时

指导教师 王小梅

我家有部我家有部““西游记西游记””

作者观察仔细，抓住了一家三口不同的性格特征，分别代入
《西游记》中的三个角色，用俏皮的语言，生动的文字，写了一本独
属于自己家的搞笑版“西游记”。

点
评

电脑
“维修工”

文章描写了作者为
了玩游戏与老妈斗智斗
勇的故事，心理描写细
腻逼真，结尾揭示了作
者从中获得的思考，带
给读者启示与警醒。

点
评

快乐的国庆节

作者用朴实的语言描写了国庆节到梨博园，看到菊花展的近景和远景，对形状和颜色观察得很仔细，写出了
真情实感。赞美了菊花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点
评

游巴山大峡谷游巴山大峡谷 有趣的
科学实验

作者把实验的步
骤有条不紊地记录下
来，内容充实，富有情
趣。说明作者善于观
察，善于思考。

点
评

童年趣事童年趣事

作者按照移步换景的方法，选取“大象洞”“桃林”“观景台”三处
景点，将看到的和想到的结合起来描写，增强了画面感，如临其境。
文末，表达了作者的留恋之情。

点
评

作者选取的两件事情都
是童年趣事，一件胆小、一件
搞笑，把童年时的傻劲充分
展示出来，让读者也感受到
了童年的乐趣。

点
评

资
料
图
片

在记忆的沙滩上，有许多美丽的

贝壳，它们就像一个个灵动的音符，串

成了一首美妙的成长进行曲，时刻在

我的耳畔萦绕。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那么几件

事情，现在想起来总觉得自己傻得可

笑。

小时候，我的胆子很小，看见什么

奇怪的东西，就像是看到了鬼怪一样，

总是被吓得躲到哥哥的背后。

有一天，妈妈说要带我和哥哥上

山去捉笋子虫，一路上我心惊胆战，紧

紧跟在哥哥身后，生怕一不留神就跟

丢了。

没多久，我们来到了一片竹林里，

那里真是竹笋的天堂。妈妈和哥哥拿

着刀开始干活了，我看着哥哥熟练地

找到那些有虫眼的笋子，用刀轻轻一

划，用手剥开，一只笋子虫就出现在眼

前。那条虫子白白的，胖乎乎的，还在

蠕动。哥哥把虫子从笋子里捏起来，

趁我不注意，一下子伸到我的面前，

“啊——”我大叫一声，不争气的眼泪

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

哥哥见了哈哈大笑起来，我更伤

心了，心里想：哼！别人的哥哥都是妹

妹的保护神，而我的哥哥却喜欢吓唬

我，我再也不理他了。

就这样，我一天都没有理他，每次

看到他就绕道走。

哥哥知道我生气了，赶紧跑过来

递给我一个棒棒糖，说：“给你，别

生气了。”我看到甜蜜蜜的棒棒糖，

立马忘记了哥哥吓唬我的事情，破涕

为笑了。

虽然我很胆小，但有时却又想逞

能。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很多客人，

热闹极了。为了款待客人，哥哥和妈

妈准备抓鸡来杀，我也赶过去帮忙，但

是那些鸡却似乎与我作对似的，在我

面前兜圈子。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追

着，心里既不想轻易放弃，又害怕鸡啄

我。好不容易抓住一个机会，一个箭

步跨过去，呀！抓住鸡了，我还没来得

及高兴，鸡用力一蹬，翅膀一挣，趁机

从我手中逃掉了，我的手上只留下几

根鸡毛。

我还是不服气，继续抓鸡，好不容

易抓到了一只个子比较小的，我把鸡

拿给哥哥看，哥哥哈哈大笑：“这么小

的鸡，怎么招待客人呢？”说完指指我

的脸，笑得更欢了。我赶紧去照一下

镜子，呀！脸上身上全是鸡毛，我仿佛

也变成了一只小鸡仔呢！

你看，童年多好玩呀，我希望永远

长不大，永远充满童年的傻劲。

峨眉山市未来之星学校
六年级 邱瑞

指导教师 田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