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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写作课堂

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天空下起了

绵绵的秋雨，我和姐姐只好乖乖地呆

在家里。干什么呢？我和姐姐商量，

决定一起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创作一幅庆国庆手抄报。

我拿出素描纸、蜡笔等绘画工

具。画什么好呢？正在我犹豫之

时，姐姐说：“今天是国庆节，我们

就画北京天安门吧！它可是我们祖

国的首都。”“好的。”“天安门广场

前，高高的旗杆上，那鲜艳的五星

红旗正迎风飘扬。”我接着补充道。

“我们祖国山河壮美，就以长城做背

景吧！”……不一会儿，随着我们的

勾勒和涂染，一幅精美的手抄报已

略见雏形。

“对了，我有个好主意！”姐姐迫

不及待拿过笔，认真地在五星红旗下

画下两个少先队员，神情专注地向庄

严的国旗敬礼。“这个是我。”“不，这

个才是你，你留着马尾辫。”“瞧，你们

姐妹两个又在争啦！”我这才发现，妈

妈站在我们身后，正用欣慰的目光望

着我们。

这时，爸爸推门走了过来，审视

着我们的作品：“你们画得也太美

了！”他还直夸我们有创意。沉思片

刻，爸爸又在蓝天上增添了飞翔的和

平鸽，在画的空白处挥笔写下“金秋

十月好心境，举国欢庆迎国庆，七十

二年风雨径，共祝祖国更光明。”

“高！”“妙！”我和姐姐情不自禁

地竖起了大拇指。

南江县大河镇小学
三（3）班 王梦菡
指导教师 蔡小平

“女儿你看，这葱兰花在夕阳

下多美啊！”放眼望去，公园里绿油

油的草坪里散落着点点的白色小

花，在夕阳下开心大方笑着，闪闪

发光。

在我读小学的那个学校里，也

有大片大片的葱兰，成为装点校园

的风景。书本上说，在植物学里，

葱兰是石蒜科葱莲属植物，花朵以

洁白居多，多作为风景。但在我心

里，葱兰是我对她的想念。

“你好呀！你很喜欢这花吗？

我看你看了很久了呢！”一个带着

笑意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哦……哦，我只是觉得这些

小花像落进草里的小星星。”我抬

头看见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这

是我到这个学校来第一个认识的

同学。

“它们叫葱兰，才不是小星星

呢！”说完她望向我。

我不敢直视她，好像害羞的小

小葱兰花。不等我走开，她拉着

我的手说：“那边有秋千，我们一

起去玩吧。”

“快走呀！我和你一起去吧。”

“好，我跟着你，我是刚来的，

你……”

“来，我帮你。……”

从那以后，我的身边到处都是

她的身影，但她真正走进我的心中

是因为那件事。

“啪！”我的饭碗被打碎了，饭

撒了一地，撞我的那个人，没有说

对不起就逃之夭夭。因为没有人

愿意跟我玩，所以自然也就没有人

帮过我，我早就习惯了。

我蹲下身，慢慢捡碎片。“这是

谁干的？”我循着声音看去，她正指

着地上散落的饭向人群发问。

一个男生红着脸走了过来，

“是你干的吗？那就说对不起呀！”

她大声质问。

“对……对不起……”那个男

生红着脸对我道歉。

“小心！别划破了手，我帮你

扫吧，我也还没吃饭呢，等下我们

一起吃。”

“没……没关系的。”我急忙起

身说。

她已经从食堂里找来了扫把，

笑着清扫地上的碎物。在阳光下，

她仿佛发着耀眼的光，跟花园里洁

白葱兰花一样。我第一次体会到

了身处困境被帮的滋味，可不知道

为什么，眼泪却落下来了。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成

为了最要好的朋友，我们还约定要

一起长大。

可是我毕业了，要上初中了，

父母带我回了老家上学，走出了那

座小镇，我们也就分道扬镳，她在

山的那头，我在山的这头。

我现在就读的初中校园也有

葱兰，眼前的葱兰花，从夏天开

到秋天，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一

样 洁 白 。 不 知 道 她 现 在 怎 样 ？

我相信她就像这葱兰花一样洁

白如一。

泸县得胜中学
2023级1班 赵毅梅

指导教师 胡基良

星期天上午，我和奶奶一起去

喂鸡，刚到鸡圈，我就被鸡圈深处

的一只大公鸡吸引住了。

只见它头上顶着红红的冠子，

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炬；一身鲜艳

的羽毛，好似穿着一件美丽的五彩

衣；金黄色的长腿再加上高耸的大

尾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更显得

美丽动人。它走起路来雄赳赳、

气昂昂，犹如一位名副其实的

“将军”，威风极了！所以奶奶

称它为“花大将”。

喂完鸡后 ，我和奶奶正

要去地里干活，刚准备离开，

突然邻居家的一只公鸡窜到

鸡圈里 ，旁若无人地抢食

吃。“花大将”岂能咽下这口

气，气得飞奔过去。于是，一

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只见它俩脖子周围的羽

毛都耸了起来，脸憋得通红通

红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就连

头上的冠子也变得发紫了。它们

先是互相恶狠狠地瞪着，转了几

圈，试探了几次，然后猛地扑向

对方。

“花大将”可凶了，它把憋足了

的怒气都发泄到这只公鸡身上。

你瞧，“花大将”展开双翅，翘着尖

嘴，凶狠地冲向那只公鸡，纵身一

跳，猛啄对方的脑袋。

随着咯——咯——咯几声叫，

那只公鸡的头被狠狠地啄了几下，

气势泄了大半。“花大将”瞅准这个

机会，乘胜追击，又飞起来，一阵猛

啄，那只公鸡虽然掉了许多鸡毛，

但它仍不罢休。“花大将”见那只公

鸡还不走，它便双翅一展，一个老

鹰扑食，跳到对方的背上，一阵精

彩的小鸡啄米后，对方的冠子也开

了花，脑袋也成了“和尚头”了。那

只公鸡斗不过“花大将”，只好顺着

墙根灰溜溜地逃跑了。

这一仗打赢了，“花大将”那神

气的样子又出来了。它先在地上

磨了磨嘴，把嘴上的血和鸡毛抹掉

了，随后抖了抖它那威武的身躯，

响亮地打了个鸣：“我胜了——”好

像在告诉全世界呢！然后便去别

的地方炫耀了。

这就是我家的“花大将”，我真

是太喜欢它了！

苍溪县歧坪小学
五（1）班 何淼淼
指导教师 权卿宗

今年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去西

昌的朋友家玩，体验彝族的火把

节。可由于疫情原因，盛大的火把

节仪式临时取消了。我们觉得很

扫兴，好几天都闷闷不乐。

火把节当天晚上，我们早早地

就吃了晚饭。刚一下桌，朋友就招

呼大家说，我们在院子里点燃火

把，庆祝火把节吧。我们一听，心

里乐开了花，争先恐后地冲出了家

门。

我们跟在长辈的身后，从屋子

里抱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火把。在

空地上，我们逐一点燃手中的火

把，一边欢呼，一边挥舞。这时，村

子里各家各户的火把都点燃了，山

这边、山那边，半山腰、山谷里，熊

熊火光照亮了整个夜空。

大家正大呼小叫玩得高兴的

时候，朋友家的小弟弟随意挥舞手

中的火把，结果风向一变，就烫着

了手。我的妹妹年龄太小，才4岁，

被浓烟一熏，哇哇大哭起来。

彝族是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

有870多万人口。彝族火把节在农

历6月24日，目的是希望用火驱虫

除害，保护庄稼生长。火把节的晚

上，大家聚在一起，吃烧烤和坨坨

肉，一边喝酒，一边唱歌，一边跳

舞，玩得特别开心。

睡觉时，爸爸告诉我，越是玩

得高兴的时候，越是要小心谨慎，

言行不可过度，避免乐极生悲。如

果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绝对不能玩

火，以免发生火灾。参加少数民族

的活动，要尊重当地的礼仪，做到

入乡随俗。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二（5）班 李乐仪
指导教师 倪静

欢乐火把节

作者把自己的体验真
实记录，写出了火把节的
场面，结尾处“言行有度”
“入乡随俗”升华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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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我和妈妈打算在家

烤一些面包来尝尝。

我们买完食材后便进入厨房，

准备大展身手。可谁想出师不利，

我们忘买馅料了，妈妈却一点也不

发愁，她告诉我：“我们不是有葡萄

干吗？”不错，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们按照教程上操作了起来，

加入各种食材将面粉放入盆里揉

出一个光滑的面团后，用保鲜膜盖

好，将面盆放入有热水的锅中让它

发酵。我问妈妈：“为什么放在锅

里呢？”妈妈说：“锅里有热水会使

面发酵得快些。”过了一会，再次打

开锅盖时，它已从小小的一个面团

变成了一个浑身软绵绵的“大胖

子”。虽然我们把面发酵好了，但

是厨房也被我们弄得一片狼藉，简

直惨不忍睹。

面团发好后，我们把它分成一

个一个小小的面剂子，然后用手捏

出一个个可爱的造型，再刷上鸡蛋

黄，就可以让它们躺在烤盘里进入

烤箱了。看着烤箱里的面包渐渐

膨大，我和妈妈的脸上都露出了喜

悦的笑容，心里美滋滋的，巴不得

美味的面包即刻就能烤好。

“叮！”面包终于在我和妈妈期

盼的眼神中出炉了。刚打开烤箱

门，一盘热腾腾的面包出现在眼

前，瞬间，香味占领了整个屋子，走

到哪儿都是香喷喷的。 此时，烤盘

中一个个金黄的面包，正安静地躺

在盘里，金黄的色泽，诱人的香气，

我俩一人抓了一个往嘴里送，轻轻

咬下一口，松软的口感让人不能忘

怀，浓郁的香气在口中绽放，一股

奶味在舌尖蔓延开来，让人产生再

咬下一口的冲动。

虽然这些面包的口味不及买

的面包好吃，卖相也没有多好，但

我和妈妈都认为这绝对是世间最

棒的面包。因为这些面包是我们

自己动手做的，制作过程是一种享

受，面包里不仅融入了我和妈妈的

爱与汗水，还融进了我们的欢声笑

语。

洪雅县实验小学
五（7）班 付于恬
指导教师 张群

“六（8）班，加油！六（8）班，加

油！”操场上传来热烈的呼喊声，拉

拉队足足一个加强连，呐喊声雷动。

队员们严肃地望着对面的 4

班，个个摩拳擦掌，想一雪前耻。站

在最前面的队长，用犀利的眼神，盯

着对面，脚牢牢地抓住地面，手脚上

下合力，他像一座山，稳稳地屹立在

队伍前面。

红丝线一直往我们这边“走”

来，眼看就要“赢”了，突然间，对手

一股爆发力突袭而来，红丝线快步

“走”向对手。眼看红丝线即将过

“河”，小张像一匹发怒的猛狮，身后

的队友跟着高喊：“加油！加油！”拉

拉队拼命地呐喊：“8 班雄起！8 班

雄起！”刹那间，红丝线又“走”回来

了。拿下这场比赛是势在必得。没

想到，天降神力，红丝线朝对手“走”

去。没等我们回过神来，红丝线已

妥妥回归对手。“哎，太可惜啦！”大

家唏嘘一片。

第二场，同学们不会轻敌了。

口哨一响，我们使出浑身力气，想给

对方一个下马威。可对手胸有成

竹，毫不慌张。我屏气凝神地望着

对手，心里嘀咕着：我倒要看看你们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红丝线左右摇摆后，一动不动

了。队友们呲着牙，裂着嘴，难受地

盯着对手，实际上，他们的力气也所

剩无几了。我们一使劲，4 班几个

同学人仰马翻。一霎时，倒下的同

学重新站起来了，红丝线又微微地

朝对面“走”去。

对手得意洋洋，我方加油更带

劲了。双方拉拉队，围着队友们，撕

心裂肺地呐喊：“加油！加油！”同学

们满头大汗，目不转睛地盯着红丝

线。可红丝线不太听话，我们越想

它“走”过来，它却在胜利边缘迟迟

不动。

这时候，空气好像凝固了，只听

见队友们心跳声。拉拉队着急得

很，恨不得拉“红丝线”一把，可裁判

那双犀利的眼睛，死死地守着红丝

线。这样僵持了很久，双方架势依

然不倒。突然，小张哑着嗓子喊了

一声：“加油！”对手才从“梦”中惊醒

过来，红丝线却已“站”到我们这一

边。“我们赢了！我们赢了！”8班尖

叫声雷动。

我们期待着第三场比赛，可裁

判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双方拉

平，就是最好的结局。”

邻水县九龙镇中心小学
六（8）班 颜平
指导教师 蒋凤

这篇作文得益作者
的细致观察，通过外貌、
动作描写，用大量的比
喻，给我们刻画一个威武
雄壮的大公鸡形象，语言
生动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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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摇摆的
红丝线

作者以红丝线运动
为线，生动地还原了拔河
比赛场景，既有运动员的
齐心，又有拉拉队的助
力，正侧面相结合，结构
严谨，脉络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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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如葱兰

作者从洁白的葱兰美开起文
章，引出人物，然后围绕人物展开事
件，在事件中刻画人物，叙事中巧妙
插入洁白的葱兰花烘托人物，推动
情节发展，结尾又以葱兰花的洁白
来渲染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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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手抄报

作者通过创作手抄报
经过的描述，从中抒发了赤
诚的爱国之心，内容具体充
实，文末借爸爸的诗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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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棒的面包

心灵手巧的作者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在享受做面包的过程中也收获了成长。最可贵的是，妈妈的陪
伴让她倍感温暖与幸福，具有感染力的文字可能正是源自于这种宝贵的亲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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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我家的“花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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