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参加乡村之旅，亲自下稻田摸鱼的详细过程，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以及感悟
到要有收获需付出劳动的道理。

点
评

4

JYDB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JYDB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041 报址：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61-141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2100 定价 2 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成都祥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写作课堂2021年10月30日 星期六

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

暑假期间，在外打工的妈妈回到

了家，还没来得及休息，便扛着锄头，

背着背篓到田间地头劳动。干活归来

的妈妈好累，靠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她

身边还放着一堆需要洗的衣服。嘘，

别说话！我轻轻地走过去，抱着这些

衣服，来到洗衣台。我呀，今天第一次

帮妈妈洗衣服。

奶奶曾告诉我，洗衣服时先浸泡，

才会洗得干净。于是，我打开水龙头，

装上半盆水，放上洗衣粉，用手搅拌，

依次放入衣服，使其尽量沉入水中，充

分浸泡。大概过了十分钟，我就开始

搓洗衣服啰。

“容易脏的地方要多搓几遍，如袖

口、衣领、裤脚啊。”奶奶教我洗衣服的

方法，我还没忘，记得清楚。我两手捏

住衣服轻轻地揉搓，搓了衣领，搓袖

子。哎呀，我的小手都有点酸酸的

了。看来，洗衣服也是一门力气活

儿。为了将衣服洗得更干净，我在衣

服的“重点部位”又加上洗衣粉，使劲

来回反复搓，我就不信洗不掉。哈哈，

顽固的污渍在我的“手动”下，纷纷掉

进了水里。

洗了 T 恤洗裙子，搓了裤子搓袜

子，洗过的东西变漂亮了，盆里的水却

脏了。嘻嘻，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衣

服很快洗完了，可我胸前的衣服，打湿

了一大片。原来呀，我挨盆太近了，只

顾用力搓洗，没想到水沾到身上了。

今后洗衣服时，我要与盆保持一定距

离，衣服就不会打湿了。嗯，做什么

事，只要边做边想，才会越做越好。

剩下最后一道工序：清洗。倒掉

污水，接满清水，我把一件件衣服浸泡

在水里，再次使劲地搓，卖力地洗。好

了！拧干，放在另一个盆子；再清洗，

拧干，反复几次。OK，本程序结束。

找来衣架，我站在凳子上，将衣服

挂在屋外的竹竿上。一阵风吹来，衣

服随风飘动，好像在说：“谢谢你，小姑

娘。”我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心儿也在

随风起舞。

第一次帮妈妈洗衣服，有点累，却

很快乐。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四（1）班 唐星星
指导教师 邱达官

秋天的雨，是多么的美！她美

得令人陶醉，令人痴迷，美得令人

不转眼地想看她，美得似乎你的眼

里甚至心里全都是她。

听啊，学校里的朗读声多么响

亮，这声音伴随着窗外哗啦啦的秋

雨声，路边车辆压过雨水的声音，

小鸟飞去避雨时的鸣叫声……这

一切仿佛一首优美的乐曲，多么让

人陶醉！

看啊，道路上“开”着一把把彩

色的小伞，秋雨悄无声息地渲染着

那朵朵彩色的“蘑菇”，红色更

红、黄色更黄……与人影、车

影、树影交汇在一起，那彩色的

链条让人痴迷。

树上的叶子差不多变黄了。

秋风轻轻一吹，一片片树叶便与秋

雨一起慢慢飘落到地上，像小船一

般同雨水漂啊漂啊，漂到她想去的

地方——那个一直梦寐以求的乐

园。

在秋雨到来的这一刻，想必蚂

蚁们早已搬到新家，然后一家人正

团聚在一起看着美丽的秋雨吧！

而秋雨们也一起滋润着大自然这

些富有灵气的生物们。

我想，如果这世界没有秋雨，

就不会有这让人陶醉的声音，不会

有这让人痴迷的色彩，不会有这梦

寐以求的旅行，更不会有蚂蚁们团

聚一起看月亮吧。

秋天的雨是多么美啊，我爱秋

天的雨！

巴中市兴合实验学校

五（4）班 张娅轩

指导教师 张文惠

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有自己最亲

近的人吧。有的人最爱自己的母亲，

母爱如水；有的人最爱自己的父亲，父

爱如山，而我最亲近的却是我的姐姐

——“600”。
第一次听到“600”这个外号，我不

禁捧腹大笑。姐姐原名叫刘珂媛，大

家叫着叫着，就成了刘媛媛，“刘”和

“6”是谐音，而媛媛相当于两个圆圈，

久而久之就成了“600”。
“600”平时工作繁忙，但是如果我

需要她来陪伴我，她总会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赶过来。有一次，我期末考

试完了，闲得无聊，便打电话让“600”
陪我吃饭。她爽快地答应了，妈妈知

道后说：“刘媛媛工作很忙，这段时间

正在赶一个工程，你让她安心上班

吧！”年幼任性的我可不愿意，妈妈也

拿我没有办法。

就在见面的那天，妈妈还说：“今

天刘媛媛本来要开会汇报工作的，因

为要陪你，才特意请了假。”

“600”听了，笑着摆摆手：“没事，

我已经做好书面报告了，领导也同意

了。”我眼眶一热，鼻子一酸，不想让她

看到我那双泪眼，便丢下一句话：“我

去上个卫生间。”说完便跑到厕所里擦

去眼眶里感激的泪花。

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生病那次。那

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妈妈把我送到

医院，“600”也赶来了，她对旁边的人

说：“你们回去吧，正好今天我没事，我

守着她就行了。”听着这贴心的话语，

我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悄悄睁开眼睛，

看到“600”坐在病床边一边办公，一边

观察仪器的数据，黑黑的眼圈、红红的

血丝——她一夜没有合过眼。我用沙

哑的嗓子轻声叫：“600，你这么忙还来

陪我？……”

她一见我醒了，打断我的话，关切

地问：“你身体很虚，好好休息。怎么

样？现在舒服一点了吗？”我的心头一

热，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

至今一说到她，我心中就会想

起那张温柔的脸庞。姐姐，谢谢你

10 年来的关心与陪伴，你永远是我

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照亮我前

行的路。

峨眉山市未来之星学校
五年级 黄珂玉

指导教师 田加明

茉莉花的清香是令人陶醉的。当我

第一次走进位于犍为县的世界茉莉博览

园，一阵阵淡淡的清香就朝我涌来，沁人

心脾！种类繁多、五颜六色的茉莉花沐

浴在金色的阳光下，竞相开放。远远望

去，整个茉莉博览园仿佛披上了一件无

与伦比的彩衣，以最妩媚的姿态，最饱满

的激情迎接着我们的到来。

走进园区内，玻璃长廊环绕的茉香

湖，清澈碧蓝的湖水，湖面上自在游弋的

天鹅，以及回荡在湖面上空绝美的茉莉

花之歌，特别是那活力四溢的喊泉，深深

地吸引了我。我飞奔到那珠帘般的水瀑

之下，用力地喊出了最强音，一股水柱犹

如一条小白龙直冲云端。再用力一喊，

水柱升得更高了。水柱周围散落的小水

珠，瞬间化作薄薄的水雾，为美丽的茉香

湖蒙上了一层曼妙的轻纱。

追逐着摩天轮的脚步，我来到了梦

幻糖果屋。粉红色的浪漫小屋，七个可

爱的小矮人，美丽善良的人鱼姑娘，各式

各样的玩具，触手可及的糖果，我仿佛置

身于一个灿烂夺目的童话世界。我和小

伙伴们在这个梦一般的童话世界里，尽

情地奔跑着、玩耍着、打闹着……恍惚

间，我似乎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

欢歌笑语充满了这个小屋。

相比糖果屋，我最爱的还是彩虹滑

道。七彩的滑道犹如一条斑斓的彩虹横

跨在山间。我想，这应该就是彩虹滑道

名字的由来。我沿着斜斜的小路一路小

跑，终于来到了滑道的顶端。从上往下

看，长长的滑道，更像一条七色的瀑布，

一泻而下，美丽极了。要想顺利通过滑

道，秘密武器就是一个个紫色的大轮胎，

就可以开启惊险刺激的滑道探险之旅。

我兴奋地坐上轮胎，双手握紧把手，只听

见“嚓”地一声，轮胎似乎一个调皮的孩

子，突然“飞翔”起来。伴随着轮胎不停

地旋转和眼前的事物飞一般地倒退，我

们快速地划过七色“彩虹”，我的头发也

欢快地跳起了“迪斯科”。我尽情地享受

着“飞”的快感和风带来的欢歌，快乐如

小鸟。

在萌宠乐园里，我遇到了两个特别

的小家伙——高冷可爱的小黑羊驼和温

柔贪吃的小白羊驼。小白羊驼是一个十

足的吃货，每当我举起鲜嫩的小草时，小

白羊驼都会第一时间跑向我。只要有美

食的诱惑，无论你怎么摸它，或是和它合

影什么的，它都会对你百依百顺。有时，

它还会伸出细长的小脑袋，用它头上的

“云朵”往你身上蹭。可是，小黑羊驼就

不同了，在萌宠乐园的羊驼中，它是十足

的老大，高冷的它从不喜欢和人玩耍，对

于那些“美食”它也毫无兴趣。如果你想

去摸摸它的头，它会毫不犹豫地将头一

扭，有时还生气地大叫，以示对你的不

满。虽然小黑羊驼个性十足，但丝毫没

有影响到我们对小羊驼的喜爱。这里永

远都是园区最红的打卡地。

茉莉博览园里有很多游乐项目，在

众多的游乐项目中，最让我兴奋的就要

数水上浮桥了。用浮漂做成的小桥，踏

上去软软的，一不小心就会溅起热情的

水花。

当我看着高高的浮漂，心中充满了

恐惧，我非常担心会掉下去，但是内心的

天使不断鼓舞着我勇敢前行。终于，我

下定决心，小心翼翼地踏上一块浮漂，一

步、两步……我紧紧咬着牙，一个又一

个，跨过去了！我越来越快，越来越勇

敢，我在浮桥上不停地穿越着，尽情地享

受踏过水浪的快感。

夕阳的余晖洒满大地，在“好一朵美

丽的茉莉花”优美动听的歌曲声中，茉莉

博览园之行结束了。“醉是茉莉满人间”，

这场与茉莉花相约的旅行，让我了解了

有趣的茉莉花知识，结交了可爱的羊驼

朋友，最重要的是我战胜了心中的恐惧，

挑战了自我。

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六(1)班 陈咿诺
指导教师 袁珏

““醉醉””是茉莉满人间是茉莉满人间

作者以自己亲身的研学
之旅为切入点，为我们描绘
出了一幅关于茉莉花世界的
美丽画卷，层层递进，引人入
胜。文笔细腻流畅，语言生
动形象，文思奇妙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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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雨

作者有爱观察的眼，
善倾听的心，赋予了秋雨
独特而清新的美，美得自
然，美得扣人心弦，更美得
像一首精彩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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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天气格

外晴朗，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伙伴们

来到了翠屏区李庄镇安石村，开始了

今天的乡村之旅。

早就听说安石村是个好玩的地

方，一下车，我和伙伴们就坐上了一

辆高大的观光车开始游览整个安石

村。

伴随着导游姐姐的介绍，我看见

路边的果树上果子熟了，一个个像灯

笼似的；金黄色的高粱正弯着腰对我

们频频点头微笑；紫色的鼠尾草花开

了一大片，美丽极了。……游览了一

圈，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安石村稻田基地。我们远远地

就看到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摸鱼

大赛”。几个大姐姐给我们穿上专门

的捕鱼服，然后发给我们一个网子和

一个竹篓。

捕鱼大赛开始了，我右手拿着网

子，一脚踩下去全是软绵绵的泥巴，

我到处东张西望，看鱼在哪儿。忽

然，水稻旁边闪过一条黑影，我凑近

一看，是一条鱼，那条鱼在那里一动

不动的，仿佛在说：“哈哈，我在这里

一动不动，看你能抓到我吗？”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鱼背后，右手

拿着网，轻轻地接近水面，快要接近

鱼的时候，重重的一按，往上一提，终

于捉到第一条鱼了。我连忙弯下腰，

双手捧着鱼轻轻地放进篮子里，我照

这样的方法继续捉鱼。

摸鱼大赛结束了，我捉的鱼最

多，获得了捉鱼冠军。看着脏兮兮的

衣服，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分付出，

一分收获。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
三（2）班 张子萱
指导教师 余勤

安石有鱼安石有鱼

这节课是体育课，邓老师出差

了。语文老师来到教室，我以为体育

课要“泡汤”了，让我们意外的是，权老

师竟然让我们去上体育，我们一窝蜂

地跑出去，高兴极了。

解散后，大家各自活动，有的踢毽

子、有的跳绳、有的打球，而我只能在

操场上晃荡。突然，我发现了几个同

学在追一个小妹妹，我向前走去，好像

在哪儿见过，这是权老师的孩子。她

圆圆的脸蛋，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脸

红通通的像一个红苹果。

这时，王思琪拿着一个橘子过来

了，她凑近小妹妹说：“你要吃吗？”她

没说话，径直跑到了舞台上，我们几个

也上了舞台。她下去时，许多同学围

住了她，她坐在舞台旁边的石梯上，忽

然又躺下来了，好像要哭了！权老师

看见了，急忙跑过来安慰她，我还以为

权老师要骂我们，结果他让我们这些

大哥哥、大姐姐跟她一起玩儿。

我们问：“小朋友，你几岁啦？”她

伸出三根胖胖的手指头，表示三岁

了！阳金宴继续逗她：“爸爸帅不帅

呀？”她坚定地摇摇头。“那你妈妈美不

美呀？”她点点头。左雨欣又问了一

句：“你婆婆叫什么名字？”“麻婆婆！”

她大声说。麻婆婆！这是什么？反正

大家当时都哈哈大笑。

之后，她又跑到乒乓球台，在那里

捡石子，用石头拼成了一个小圆圈。

她自言自语说，我要用石头拼成一个

大圆圈，于是，我们四处去帮她找石

子。我们把找到的石子都给了她，和

她一起拼成一个大圆圈，就像一串大

项链。下课啦，该回教室了，阳金宴

说，一定要记住我们这四个姐姐哟。

我们对她招了招手说“再见”，她也招

了招手说“再见”。

这节课是我最开心的一节课，因

为我交到了一个新朋友。

苍溪县石马小学
四（2）班 詹蕊馨
指导教师 权卿宗

我的新朋友我的新朋友

本文选取逗新朋友玩、
帮新朋友找石子两件小事，
通过语言、动作、外貌、心理
等描写，刻画了一个天真、可
爱、活泼的小女孩形象，读起
来极具画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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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有你，，真好真好！！

帮妈妈洗衣服

作文内容贴切，语言
风趣，特别是那个外号
的由来。文中的两个事
例叙述自然，字里行间
看得出姐姐无私的爱，
作者也表达了对姐姐的
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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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照“浸泡”“搓洗”“清洗”三个步骤来构思，将洗衣服的过程
写得清清楚楚。多处细节描写，为文章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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