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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接种疫苗的日

子终于到了。今天，老师带领我们

去学校三楼接种疫苗。我们心惊胆

战地走向登记处。我望了望接种

处，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疫苗，便开始

害怕起来。轮到我登记的时候，我

腿脚发软，心里忐忑不安，但又不敢

说出来。

到了接种处，我看见护士阿姨

正熟练地给同学们接种疫苗。她先

让同学露出胳膊，再拿消毒酒精喷

一下；然后就把针轻轻地扎入肌肉

里，再缓缓地把药水推了进去；接

着，拔了针头迅速用棉签按住。整

个接种流程，一气呵成。

转眼就到我了，我的心一下子

提到了嗓子眼，我低声问阿姨：“阿

姨，打疫苗痛不痛啊？”我想通过阿

姨的回答缓解这紧张的情绪。阿姨

温柔地回答：“有一点痛，就像蚂蚁

夹了一下。”准备打疫苗了，我不敢

再看针头，只好闭上眼睛静静地等

待。突然，一阵酸痛贯穿全身，过了

一会儿，阿姨说：“打完了，快摁住！”

我如释重负，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

在留观区等候的时候，看到一

位快要接种的同学拼命挣扎，嘴里

不断喊着：“我不要打疫苗！我不要

打疫苗！”他那脸红脖子粗的样子令

同学们忍俊不禁。不一会儿，他就

被家长“制服”了，乖乖地打了疫苗。

放学路上，我第一时间打电话

向妈妈报告：“妈妈，我已成功接种

疫苗，再也不怕新冠病毒了。”

南充市五星中学小学部
四（9）班 李灏轩
指导教师 段敏

今天一大早，我就起来了，因为

我们学校要举行庆“六一”活动，不

止有好看的节目表演，还有有趣的跳

蚤市场。

我欢蹦乱跳地来到学校，去指定的

位置化好了妆，集合完毕，表演开始

了。一年级的节目太有意思啦！家长

和小朋友躲在幕布后面，探出手和头用

布偶表演的小人国舞蹈。

哇，小人国的人怎么这么小，他们

还会跳舞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看过

两三个节目，就轮到我们的葫芦丝演奏

了。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上舞台，吹奏

着曲子《映山红》，我轻轻地吹着葫芦

丝，因为老师跟我说过，要是话筒在我

面前，就吹小声点。她怕我们一紧张不

小心就吹错了。演奏完毕，我走下台

来，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看完后面的表演后，让我最期待的

跳蚤市场开始了。刚开始，生意最火爆

的是五（5）班，因为他们卖的是小零食，

我也去买了一根冰淇淋。后来广播里

说不可以卖零食后，生意最火爆的变成

我们班和三（6）班了。三（6）班买了东

西可以抽奖，摊位前挤满了人。我们班

不仅买东西送棒棒糖，还货品丰富、琳

琅满目，店铺前一直水泄不通。

你看，有可爱的小熊手帕，小熊手

帕是用手帕折成的小熊，逼真极了；有

手工玫瑰花，看起来像真的玫瑰一样，

花瓣加水还可以搓出泡泡来洗手；有美

丽的荷花，粉红粉红的，像小朋友娇嫩

的脸蛋；还有一个个小巧玲珑的艾草

粽，看上去跟真的粽子差不多，让人想

到了端午节美味的粽子。

我们的商品齐全好看，店铺装饰更

是一绝。店铺的主色是橘黄色，棚子的

四个角分别放着一个彩色的大风车，四

个边上都插着许多小风车，风一吹，好

看极了！小小售货员大声吆喝着“快来

买喽，买东西送棒棒糖了！”“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后来广播通知再过二

十分钟就收摊了，我们直接把所有商品

降价到一元，顾客们都疯狂抢购，不一

会儿，我们的商品都卖光了。

今天，我们全班都成了“大富翁”，

真开心呀！

青神县实验小学
三（7）班 陈若琳
指导教师 郭燕萍

我是一棵小小的蒲公英，我和我

的兄弟姐妹原本生活在一条弯弯的小

路旁。有一天，妈妈觉得我们该去远

处的山坡上独自生存了，于是便把我

们交给了风爷爷，让风爷爷把我们带

上山坡。

风爷爷抱着我们，开始一路前往

山坡。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我钻出

头来，轻声细语地说：“风爷爷，风爷

爷，我叫飞飞，我不想到山坡上去，我

喜欢冒险，你能把我送去田野、山洞、

院子或树林里吗？”风爷爷低下头看了

我一眼，温和地说：“可以，但是我必须

把其他种子送上山坡才行。”“好呀！

好呀！就这么定了！”我开心地笑着。

风爷爷把我的兄弟姐妹送上山

坡，简单道别后就带我去旅行了。

风爷爷和我来到田野，好大一片

油菜花啊，金灿灿的，在太阳的照射下

真像一块金色的大毯子。我很喜欢这

个地方，可我发现油菜花好像不喜欢

我，都对着风爷爷使劲摇头，于是我们

只好换了一个地方飞去。

风爷爷和我又来到山洞。转了一

大圈，我们发现周围全是石头，一点泥

土都没有，这儿根本不适合我生活。

我拽拽风爷爷的衣角，风爷爷点点头

搂着我离开了。

凤爷爷和我来到院子。我定睛一

看，树爷爷、花姐姐和草弟弟都住在这

里，可是旁边却趴一只全身金色的狗，

它好凶，还喜欢叫，早上的时候叫，晚

上的时候叫，发怒的时候叫，开心的时

候叫，难过的时候也叫。我可不想日

夜都听着狗的叫声，就又央求风爷爷

带我去树林。

风爷爷和我来到树林。这里生活

着好多小动物，从树上飘落下来的叶

子，一边翩翩起舞，一边和我们打起了

招呼。我很喜欢这里，便给风爷爷

说：“风爷爷，我想居住在这里，可

以吗？”风爷爷有点不放心，不肯把

我放下。树林里的小动物异口同声地

说：“风爷爷，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风爷爷轻轻地把我放在一棵大树下，

小动物们天天给我浇水、唱歌，和我

一起玩。

不久，我也成为了一位妈妈。我

告诉自己的孩子，勇敢去旅行吧！风

爷爷会一直带着你们，直到你们找好

家！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
四（3）班 刘语晨
指导教师 何花

在老家，最美的时分莫过

于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晨。

空气是那么新鲜，小草

是那么碧绿，天空是那么清

朗。走出大门，秋风冷冷

的，河水清清的，除了准时

的“闹钟”——公鸡正扯着

喉咙催人早起，偶尔夹着几

声狗叫，就听不见别的什么

声音。当太阳冒出脑袋时，

真让人觉得是太阳神和月神

在交换岗位。

走到河边，河面上升起一

股白雾，缥缥缈缈。河水缓缓

流动，宛如一条柔和的绿绸丝

带。鱼儿吐着水泡，似乎将烦

心事也吐出来了，高兴得在水

中游来游去，妖娆的身姿着实

迷人。风来了，一片树叶落

水，河立即就笑了，难道是树

约河玩的信号？风在树木与

河水间奔跑，河水高兴得笑个

不停，树木不停地鼓掌，一定

是在惊叹风的速度。

步入竹林，翠绿的竹竿如

同刚用油漆刷过一般，似乎用

手一摸，手也会被染成绿色。

高高的竹子站得笔直，似乎是

一位位训练有素的军人，远处

不时开过一辆辆车，黄黄的车

灯仿佛两个萤火虫在嬉戏玩

乐。碧绿的叶子像竹竿的帽

子，一年四季不摘下。可能因

为帽子太沉了，竹竿顶上都弯

了，俨然在行礼迎接“国王”。

风一来，竹子便摇头晃脑，多

么像是趁着清晨的大好时光

在做早操。

望向东边，太阳似乎在爬

一个阶梯，刚开始像一个胆小

的婴儿，只探出个脑袋窥探着

外面的世界。一会后，便胆怯

地露出了半个身子，在明白没

有威胁时，便放心地走了出

来，像个悠闲的老人，慢慢地

在天空上闲游，把温暖的光明

无私地奉献给大地。当暖洋

洋的阳光照在身上，好比冬天

坐在一堆篝火旁，让人感到格

外舒服。

老家的清晨，没有喧闹，

只有宁静祥和。这样美好的

境界，真让人感叹，又叫人舒

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

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表示我

满心的愉快。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4）班 何智鹏

指导教师 谢涛

听听，

秋的声音，

石榴咧开了嘴，

“啪啪”

是心花怒放的笑声。

听听，

秋的声音，

黄叶在风中舞蹈，

“唰唰”

是和大树道别的低吟。

听听，

秋的声音，

苹果从树上跳落，

“咚咚”

是丰收舞曲的鼓点声。

听听，

秋的声音，

乌云擦擦眼泪，

“嗒嗒”

是和雨滴告别的歌韵。

秋的声音，

藏在香甜的果实里，

藏在大雁的叮咛里，

藏在染红的枫叶里，

藏在盛开的菊花里，

藏在丰收的田野里。

邻水县鼎屏小学西校区
三（12）班 刘风谷

指导教师 尹洋

天亮了，起床了。我穿好衣服，系

好鞋带，洗完脸后忙着吃早饭。“快点，

我们在等你。”两个同学在屋外叫我一

同去学校。放下碗筷，我赶紧跑出家

门，还没走出院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

身后响起：“书包，不背了？你昨晚说买

笔的钱，也不带了？”哎呀，不是外公及

时提醒，我还真搞忘了。

外公一手提着书包，一手拿着钱，

笑眯眯地望着我。背上书包，怀揣外公

给的钱，说了声“外公，我走了。”我便和

同学朝学校的方向奔去。

几个小伙伴走累了，歇息一会儿。

数数衣兜里的钱，我才发现外公今天多

给了一元钱。这多的“一元钱”，应该马

上还给外公才对啊。可是，我不能原路

返回，毕竟快到8点了；回去的话，可能

还会迟到。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想法，

继续朝前走。走到学校，刚好打预备

铃。

下课了，我还在想外公为什么多给

我一元钱。是外公年纪大了眼花了，没

看清数字，还是故意考验我？几个小时

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想明白。唉，反反

复复地想，连上课老师讲的什么，我一

点儿都没听清楚。

放学路上，我还在边走边想。一

到家，我急忙来到外公身边，拉着他

的手，嘴巴凑近他的耳边，小声地

问：“外公，今天早上您为什么多给我

一元钱啊？”

外公装着生气的样子，回答我：“多

给一元钱，你还不乐意，要不，把钱还给

我？”我说：“行啊，反正我还没用呢！”听

到这儿，外公哈哈大笑：“怕你放学后没

零食吃，肚子挨饿，这多的一元钱，给你

当零花钱用。”“哦，原来是这样。谢谢

外公！”我开心地围着他打圈圈。

“吃晚饭啰！”外公做的饭菜满屋飘

香，馋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夹起

一块我最爱吃的红烧肉，放进我的碗

里，和蔼地说：“好吃就多吃点吧！”

“好！”我点了点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一元零用钱，一块红烧肉，全是外

公对我的“好”！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四（1）班 赵欣荣
指导教师 邱达官

接种疫苗记接种疫苗记

接种疫苗，人人有责。作者善于观察，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接
种疫苗的全过程，展现了新时代好少年的担当精神。

点
评

听听
秋的声音

这首小诗运用
拟人和比喻的修辞
手法，将秋天的丰
收景象逐一呈现，
语言简练又充满童
趣，且富有想象力。

点
评

快乐的一天

作者抓住跳蚤市场上商
品的多样和店铺的布置具体
描写，画面感十足，字里行间
充满了节日的快乐，勾起了读
者到现场去参与活动的欲望。

点
评

外公的外公的““好好””

清晨即景

作者移步换景，
抓住景物特点。想
象丰富，语言生动形
象，情景交融，展现
老家清晨独特的美，
抒发对家乡的热爱
之情。

点
评

作者运用优美生动的文
字描绘了一场成长中的旅
行，大胆运用拟人等修辞手
法，“摇头”“拽”“趴”等动词
为习作增色不少，字里行间
尽显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点
评

作者通过心理活动描写，将自己对“一元钱”的猜想写得丰富细腻。文末对“一块红烧肉”的描写，字虽少
情却深。“一元零用钱”“一块红烧肉”，融入了长辈浓浓的爱。

点
评

美好的旅行美好的旅行

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片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写作课堂


	未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