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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成都，寒风瑟

瑟，我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缩

在屋子里，不肯出门。

“去野外走走吧？”爸爸

牵着我的手，提议道。望着

被风吹得左摇右晃的树，又

看着爸爸充满热切期待的

脸，我勉强点了点头。

在被风吹得黄黄的树叶

和草地之间，我发现了一个

跷跷板。我的热情瞬间被点

燃，尖叫着跑过去，爸爸也随

即赶到。

我俩各自占领跷跷板的

一端，我那头，毫无悬念地被

高高翘起。我可不服输，大

声招呼着刚气喘吁吁跟上我

俩的妈妈。

妈妈坐上来，我们互换

了一个眼神，同时使劲往下

一使力，爸爸被我们慢慢地

翘了起来。

在 我 和 妈 妈 的 欢 呼 声

里，爸爸夸张地高喊：“怎么

可能！”说着，翻身跳下跷跷

板，用双手吊着跷跷板，撅着

屁股，脸憋得通红，边使劲，

边从嘴里发出“啊，啊”的声

音。看着爸爸那副滑稽的模

样，我和妈妈“噗嗤”一声笑

了出来，鼓着的劲儿，都被这

一笑漏光了，我们又被爸爸

翘到了高高的天上。爸爸慢

慢放下我们，开心地挥着双

拳，绕着跷跷板又蹦又跳。

我们的笑声，像炉火，将

瑟瑟的风，煮熟了。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三（12）班 陈政同

指导教师 岳华

背起书包，面带笑容，我们

踏上了秋游之路。美妙的歌声

—路伴随,铜铃般的笑声一路弥

漫。

三桥底下被大小不一的卵

石霸占了,—个紧挨着另一个,不

留一点儿缝隙。同学们一到达

目的地，尽管历经近一小时的步

行，但未作片刻休息，每个小组

连忙铺桌布,拿美食，忙碌而又

开心。远处，碧蓝的青衣江水慢

悠悠地流淌着,浅浅的阳光洒在

上面,波光粼粼。

开吃了!眼前的食物琳琅满

目，散发着迷人的香味。一盘

鸡米花吸引了我,赶紧蹲下夹了

一个,送到嘴边,扶稳,用门牙先

撕 掉 — 小 块 脆 皮, 随 着 “ 咔

擦”—声,脆皮滑入口中；再用

大牙咀嚼咬碎,吞进肚里,接着舌

头一挖,一块鲜肉躺在舌尖，轻

轻一咬,那盐油的滋味在嘴里狂

奔,深入五脏六腑。咽下时，唇

齿留芳，筷子上只剩焦黄脆

皮，我高高举起，一仰头，脆

皮在空中画过一道曲线，宛若

跳水者舒展双臂，从高空落

下 ， 跳 入 碧 波 中 。 一 咂 嘴 ，

香！满足！

桌布中央的自嗨锅冒着热

气，咱班“戏精”发现了,端着碗,

脸上堆着笑，悄悄趴在旁边,弓

着背,撅着屁股,虎视眈眈地盯

着,舌头已经迫不及待地伸出来,

如一只待捕猎物的饿狼。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组长小心翼翼地翻开盖子,

他立马凑上前,伸出筷子准备出

击。哎呀,还没好！他悻悻然缩

回手，继续等待。五分钟过去了，

依旧稳如泰山,一动不动。“好了!”

听到指令，瞬间，大家从四面八方

奔来,凑成一堆，围了个里三层，

外三层。一双又一双筷子,一个

又—个脑袋在眼前晃动，不出10

秒就被抢了个精光，这架势,恰似

一个叱咤风云的战场。

饭后,我们坐在台阶上,音乐

会开始了。歌声有时动人,像潺

潺流水般浅吟低唱,独具风韵；

有时优美，若露滴般作响，耐人

寻味；有时浑厚得如雄鹰展翅时

的一声长鸣，振聋发聩，使我们

情不禁跟唱起来。

青衣江边，我们带走了灿烂

笑容和好心情，留下了快乐时光

和足迹。秋游,让生活更美好。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4）班 李嘉瑷

指导教师 谢涛

我跟爸爸回到老家通江，与他的

朋友一起吃晚饭。又大又圆的月亮高

高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中，一切是那么

美好。月光下的餐厅灯火辉煌，热闹

非凡。

可天突然脸色大变，乌云密布，一

声声炸雷响彻云霄，大雨倾盆而下。

顿时“妖”风四作，餐厅的灯笼荡起了

秋千。从窗户望出去，街上的树木东

倒西歪，随风摇摆；墙上的广告布被撕

裂，翩翩起舞；街上的雨水汇聚成了小

河；行人的雨伞瞬间剩下伞架，只好弯

腰弓背困难前行，躲的躲、藏的藏。

不到十分钟，风小了，雨停了，一

切仿佛恢复了平静。

等我们回到家，简直不成样子：屋

外花园里的紫荆树被吹倒了，菊花被

吹折了。外面的垃圾、墙灰随着风跑

到家里“做客”了。窗外的篷子流着污

水，靠近窗户那边的地面、沙发、床全

湿了，这可叫我们怎么睡啊！家里既

没有电，又没有网，我的书面作业、口

头作业都无法完成了。

今天的这阵“妖”风，让我们全家

付出了大半天的劳动。等我们坐下休

息时，已近凌晨。

巴中市平昌县第二小学
五（2）班 唐浩伦
指导教师 丁晓梅

一个人听着音乐，看着书，太孤

单。几个人爬着山，背着包，太劳

累。一群人围着桌子，劝着酒，太挥

霍。不如带上亲手做的美食，哼着

歌，与伙伴去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生活岂不更美好？

大清早，嗜睡的我毫不犹豫翻身

起床，穿上围裙，着手准备秋游美食

——炸鸡腿。在佐料的熏陶下，鸡腿

浸满了香味，穿上了橙红色的薄纱，

肥大的身躯在盘底躺平。秋风渐凉，

得多给它穿两层。面粉加水调成黏

稠状，厚厚实实地贴在鸡腿上——第

一层，完工；面包屑倒进盘子里，把鸡

腿丢进去，滚一圈——第二件外衣，

完工；最后，就是热油的轻抚与磨合，

使得“衣服”更加合身，鸡腿也更加酥

脆可口。秋游让我再次学会了一道

菜。看着经过努力准备的美食，成就

感满满。

出了校门，只见眼前长长的队

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扛着一

瓶可乐，着实有些累，步伐有些慢下

来。“我帮你提会儿吧！”一旁的同学

接过可乐。肩上一空，接着就是酸

痛 。“ 多 谢！”“ 都 是 同 学 ，客 气 什

么！ ”我心里暖暖的，嘴角也不由得

上扬，有人帮助的感觉真好！

到了目的地，各个小组铺上毯

子，摆上各种美食。江风徐徐，江水

清清，白鹭飞翔，渔翁垂钓，银杏金

黄，风景如画。我们时而坐下，时而

站着，尝尝美食，夸夸巧手，每个人的

脸上都堆满了笑容。

不知从哪儿传出消息：有一个小

组的美食妙极了！大家奔走相告，蜂

拥而上。你一块，我一块，边品尝，边

赞叹，还不忘分一半给身边的人，很

快只剩下一个空盘。被挤到一旁的

大厨笑眯了眼：“哎！我还没吃过呢，

真有那么好吃吗？”笑声是铃铛，被风

戴上，到处乱窜。

秋游是一次游玩，也是一次成

长；是一道美食，也是一分独立；是一

路劳累，也是一分帮助；是一声赞叹，

也是一次成功。

秋游，让生活更美好！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4）班 左唯伊
指导教师 谢涛

秋游秋游，，让生活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

“暖”是个有温度的字眼，它是快

乐时光里的一把吉他，尽情弹奏着心

中的喜悦；它是忧伤日子里的一阵春

风，轻轻拂去你心中的哀伤；它是寒

冷冬天里的一股暖流，渐渐散去你心

中的寒冷。

那是一个星期六，本应该为要放假

而高兴。不过，我却觉得这是可怕的一

天——今天要发放半期试卷了！哎，这

次我自己都知道错了好几道题呢，我沮

丧地叹着气。试卷发下来了，果不其

然，考得并不怎么理想，这对六年级的

我可是致命的打击。

下课了，失魂落魄的我独自坐在角

落，只觉得天阴沉沉的，仿佛随时都有

可能塌下来，原本灿烂的花朵，在我眼

中也失去了生机。此刻，只有那张满是

红叉的试卷陪伴着我。

“你别太难过了！”我回过神来，冷

冰冰地回头看了一眼，原来是我的好朋

友。“别来劝我！”我不耐烦地说。但话

一出口，就让我追悔莫及。不过，他的

安慰却让我那几乎结冰的心开始融

化。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坐在我的身

旁。

“你瞧，地上的那些蚂蚁，虽然它

们的家经常被毁，但它们却并没有放

弃。而是一次次锲而不舍地重建，才

能造出坚固的蚁巢。”他真诚地劝道，

“人要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不自卑，

不放弃，坚持不懈。一次没考好没关

系，下次加油就行了。走，咱们打球

去。”他拍拍我的肩膀，便头也不回地

走了。

我的眼眶红了，为自己有这样热心

的朋友而感到欣慰。我那颗悲伤的心

又重新变得温暖起来，心中的悲伤与沮

丧慢慢地消失了，而他的话，我一直铭

记在心中。

“暖”这个字眼，使人读到它就感到

心头一阵温馨。暖，不仅是朋友间的温

暖，更多的还是无微不至的母爱。

风呼呼地刮着，未关紧的门窗被寒

气悄悄地钻了空子，整个房间冷冷的，

窗户上都起了雾。这天停气了，燃气炉

理也不理我们，好像睡着了一样。

我坐在椅子上，弓着背，正专心致

志地写着寒假作业。看着铺了一桌子

的试卷，我心里很是烦躁——为什么他

们都在客厅里玩，留我一个人在书房里

呢？哎！谁叫我是个学生呢。我很不

耐烦，但也很无奈，还是忍着冷，埋头做

作业。

忽然，门“咔嚓”一声开了，我回头

看看是谁。噢！妈妈来了。我又转过

头，没有因妈妈来了而感到高兴。

“宝贝！来，我知道你很冷了，来喝

口热水，休息一会儿再写吧！”妈妈端着

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小心翼翼地来到

我的身旁。

我憋了一肚子的气，不知为何，面

对妈妈的关心，我的坏脾气突然就爆发

了。“你没看见我正在写作业吗？”我皱

着眉头，生气地说。妈妈没说话，只是

把水放在桌子上，然后轻轻地走出了房

间，缓缓地关上了门。

这时，我看了看那杯水，想想妈妈

离开时那不高兴的脸色，再看看那扇静

悄悄的门，心中的悔恨便立刻涌了上

来，我恨自己这脾气。我放下手中的

笔，端起那杯热水，放在自己的嘴边，却

迟迟未下口。

最终，我决定去给妈妈认错。我端

着妈妈端来的那杯水，拖着负罪而觉得

有些沉重的脚步走到妈妈的面前：“妈

妈，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让

你费心了！”说着，我又拿了一个玻璃

杯，在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热水，递给了

妈妈。妈妈没有说什么，但她的眼眶却

红了。我们端着热水一饮而尽，这杯热

水，一点一点渗进我的身体，寒气瞬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暖”字左边是个“日”，代表着太

阳，而右边似乎像个“爱”字，这是一个

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汉字啊！是啊！

世界上倘若没有了爱，所有人将觉得全

世界都是冷冰冰的。

南江县南江镇朝阳小学
六（1）班 杨张智
指导教师 陈蓉

说到红薯，我的脑海里所浮

现出的画面是：外婆家的红薯

粥，清香暖胃；酒席桌上那藏在

粉蒸排骨下面的红薯块，香味浓

郁，入口即化；还有冬日里在街

边叫卖的红薯摊上的烤红薯，热

气腾腾，香甜软糯。……妈妈对

我说：“这只是小吃货眼中的红

薯。你知道吗？它不仅仅是甜

的，也应该是咸的。”

妈妈为什么说它也是咸的

呢？这次学校组织的“挖红薯”劳

动实践活动，我找到了答案。

我们来到红薯地，映入眼帘

的，是一大片一大片苍翠欲滴的

红薯叶，挨挨挤挤的，铺满了整

块土地。风儿一吹，满地的红薯

叶漾起一层层涟漪，传递着丰收

的好消息，诉说着它们对大地母

亲的感谢。

看着这密密麻麻的红薯叶，

我犯起了愁：这么多的红薯叶，

怎么挖红薯呢？

正在这时，队员们犹如冲锋

陷阵的战士，扛着“武器”，奔向

了“战斗阵地”。我也迫不及待

地跟着来到了我们的阵地。当

我拨开面前的红薯叶，我更担心

了，一根根红薯藤纵横交错，汇

成了一张张网，这可是我见过的

最复杂的迷宫图，怎么才能找到

红薯呢？

对红薯的渴望让我们来不

及多想，扬起工具就是一通乱

砍，上演着一场快刀斩乱麻的

“好戏”。待我们战得精疲力尽，

却一无所获时，一位热心的阿姨

走了过来，对我们说：“小朋友

们，我来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吧。”

只见她拉起一根红薯藤，顺着这

根红薯藤，找到了它的根部。阿

姨说：“红薯就在这里。藤割掉

之后，就可以挖了。”说完，她割

掉了红薯藤。大家拿着铲子，开

始挖了起来，你一铲，我一铲，很

快红薯的头就露出来了！咦？

怎么是紫红色的？跟我吃过的

红薯可不一样！我只吃过黄色

的和白色的。就在这时，一位同

学不小心把红薯给劈掉了一小

块，红薯露出了白白的肚皮。原

来，它穿了一件红色的外衣啊。

就这样，我们用阿姨教的方

法，顺藤摸“薯”：这里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在此起彼伏的

尖叫声和欢呼声中，我们收获了

一个又一个红薯。它们有的像

小太阳，照耀着秋天的田野；有

的像好朋友，紧紧挨在一起；还

有的像害羞的小姑娘，红彤彤的

脸蛋，煞是可爱。……

再看看同学们，此时的他

们，也成了田野中的一道风景。

炎炎烈日下，有的同学额头已渗

出汗珠，有的已经大汗淋漓；裤

子上、鞋子上到处都是泥，甚至

有的同学头上、脸上也是泥；还

有敲打着背的，捶着腿的。

这一刻，我明白了妈妈的

话：“红薯是甜的，也是咸的。”

中江县实验小学校
四（3）班 刘岩

指导教师 朱红红

本文详略得当，重点抓住品美食环节，通过自己细品鸡
米花，同学们围攻自嗨锅的场面描写，秋游让生活更美好的
情感自然流露，充满童真童趣。

点
评

秋游，孩子们心中的神往。精心做美食，沿途赏美景，最难忘的
莫过于分享美食。作者文笔流畅，语言精练，字里行间流露秋游让
生活更美好的快乐。

点
评

作者有一颗善
于观察、感知的心，
捕捉到父亲为儿子、
为家庭带来欢乐的
良苦用心，刻画出一
个憨态可掬、有责任
感有担当的父亲形
象，一个其乐融融的
家庭氛围。

点
评

暖

这是作者叙述的两件感到温暖的事例。一次半期测试成绩不理想产生悲观情绪；一次独自在寒室做作业产
生怨气。同学的好言相劝，让“我那颗悲伤的心又重新变得温暖起来”；无微不至的母爱，让“我心中的寒气瞬间消
失得无影无踪”，都体现一个“暖”字。善于抓住小事的细节是本文最大的成功之处，“我”的感受表达自然，情感表
现细腻，语言流畅,生动、形象，主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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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是甜的红薯是甜的
也是咸的也是咸的

文章来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作者抓住挖
红薯这件事，向我们展
示了一天的实践活动，
有苦有乐，有笑有汗，在
劳动中体会到为什么
“红薯是甜的，也是咸
的”，写出了自己真实的
感受，结尾紧扣题目，让
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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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一阵““妖妖””风风

作者亲眼目睹狂风大作
的场面，细致描写了餐厅外树
木、街道、行人在突如其来的
风雨中的变化，以及家中一片
狼藉。文章真实，语言生动。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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跷跷板上
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