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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腰，有一间孤独的老木屋，它空

置了很多年，屋顶漏雨了，门窗漏风了，别

说没有人住，就连耗子也嫌这里空荡寂

寞，不来这里安家。

院子里有棵大槐树，屋檐缝里新长出

一棵小柏树，青翠的枝叶、挺拔的身姿，别

提多精神了。

小柏树又长了几片新叶子，长高了一

截，它不屑地看了看院子里的大槐树，傲

慢地对说：“喂，老头子，你看，我虽然比你

小，可我比你高多了！瞧瞧你身上，每一

处都有皱纹和瘤子，难看死了；再看看我，

长得又英俊又潇洒，多好看呀！”说完，抖

了抖身上的叶子，“哗啦啦”唱起了歌。

大槐树说：“你确实很挺拔、很精神，

是我们树的形象代表。不过，你在屋檐

上，营养是不够的，要想长得粗壮，得把根

扎在泥土里，还要接受风吹雨打，这样才

会长得又高又壮。我在这里住了九十九

年，有皱纹是正常的，它是我历经风霜的

证明，以后，你也会有风雨的痕迹。”

小柏树听了大槐树的话，鼻子里哼了

两声，头扭向一边，不再理大槐树。

这时，一只蜗牛爬了过来，对小柏树

说：“小柏树，今晚有一场大雨，我可以在

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吗？”“走开！”小柏树不

耐烦地说，“你的黏液会把我针一样细弱

的叶子弄脏的！”

蜗牛在小柏树这里碰了个钉子，正闷

闷不乐，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小蜗牛，

别难过，如果你不嫌弃，就到我身上来避

雨吧！”蜗牛抬头一看，院子里的老槐树正

对着自己微笑呢。小蜗牛开心地说：“谢

谢您，槐树爷爷。”说完，就慢慢爬到大槐

树身上去了。”

第二天中午，雨过天晴了，一只小

白鸽飞来对小柏树说：“小柏树，我可以

在你的树枝上筑窝吗？”“不行！”小柏树

冷笑一声，“你的粪便会把我弄得臭烘烘

的！”老槐树热情地招呼：“小白鸽，你

到我身上筑窝吧！”小白鸽就飞到老槐树

上安了家。

第二年春天，小柏树因为在高高的房

顶上，营养不良，慢慢枯萎了，而老槐树开

出了一串串漂亮的花，小白鸽又招呼很多

小鸟在老槐树身上筑窝，老槐树越来越热

闹，越来越有精神，到现在，它还活着呢！

成都棠湖外国语附属小学
三（7）班 刘予汀
指导教师 刘俊麟

叶圣陶爷爷经过一段时间的

仔细观察，了解了爬山虎向上爬

的秘密；法布尔爷爷观察了好几

个月，终于弄清楚了蟋蟀筑巢的

全过程；比安奇用日记的形式记

下了燕子窝及燕子孵蛋的情况；

我也想试着种一种草来观察，那

就种多多草吧，它最好养了。

我先给多多草准备了一个家

——手工花盆，我在里面铺上了

柔软的松针泥土。多多草应该会

喜欢它的新家吧！说着，我便把

多多草小心地种进了花盆。刚种

下的多多草个头跟一个乒乓球差

不多大小，最大的叶片也只有九

毫米宽，叶子也很嫩，上面的花纹

几乎看不见，我真希望多多草能

赶紧长大。

经过两个日夜的生长，多多

草应该开始扎根了。因为它看起

来明显精神了，不像刚种下时耷

拉着叶子。个头明显也长大了一

圈，叶片上的花纹清楚了一点

儿，而且我还发现多多草长出了

一两片新叶子。多多草可真厉害

呀！果然好养，我真希望它快快

长，长成一位“大美女”才好

呢！

又经过几天的生长，多多草

已经长高了差不多一厘米，叶子

上的花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整

个株冠也长宽了差不多两圈。但

多多草的叶子却变得没有那么嫩

了，颜色也比之前更深。多多草

长到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闭

月羞花的“小美女”了呢！

不过两个星期，我的多多草

已经长得非常茂盛了，看着它，你

就能感觉到蓬勃的生命力。通过

养多多草，我发现只要肯细心观

察，认真思考，你就一定会有新奇

的发现！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
四（3）班 张涛
指导教师 何花

四季在有些人眼中是那样的平

凡，但在我的眼中，却是格外美丽。

春天，我坐在外婆院子里的秋

千上，一边荡着秋千，一边听树上

的黄鹂歌唱。黄鹂美妙的歌声与高

耸入云的椿尖树叶一起翩翩舞蹈。

我 坐 在 秋 千 上 ， 感 受 大 自 然 的 美

妙：春风柔和的手臂轻轻推着我，

时而有一两只蜜蜂在我身旁的小花

上采蜜，十分惬意。春天的家乡是

一幅画，静静地等着大自然为它添

上五彩缤纷的色彩。

夏天的傍晚，我在家门前的小路

上散步，路边盛开着美丽的野花。走

近一瞧，它们正在向我点头呢！金色

的夕阳照耀在我的身上，温暖而舒

服。夏天的夜，电闪雷鸣，大家都认为

即将迎来一场可怕的暴雨。而在我的

眼里，这仿佛是天堂里的一场音乐会，

雷雨敲着锣鼓放声歌唱，风儿和着歌

声尽情舞蹈，而一旁的柳条、小花小草

也不甘示弱，在风雨中尽情地舞动着

身姿。家乡的夏天，好似天空挂着的

那道彩虹，丰富多彩。

秋天，正是南瓜丰收时。黄澄澄

的南瓜像一个个大大的灯笼，铺在外

婆的田地里。瞧，外婆正拿着一把镰

刀去采摘南瓜呢！此时的我正坐在院

子里一边看外婆摘南瓜，一边吃着外

婆做的烤红薯。刚出炉的烤红薯，滚

烫滚烫的，但这依然不影响我吃的热

情，谁让烤红薯那样诱人呢？仅是闻

闻就能让人垂涎欲滴。漫步在门前的

小路上，听着外婆哼唱的歌儿，我心里

美滋滋的。

冬天的清晨，我从蒙眬的睡梦中

苏醒，干冷的空气中夹着一股寒风，我

不由得打了一下寒战，将棉袄裹得更

紧了。看着院子里早起的哥哥弟弟和

跑来跑去不听使唤的滑板车，我也跃

跃欲试，骑上滑板车，便你追我赶开始

了晨间比赛。骑滑板车奔跑的感觉真

美妙啊，我仿佛感受到风儿同我一起

奔跑、呼啸，快乐在我身体的每一个细

胞里跳跃。

冬天的晚上，本该异常安静，而此

时的家中，却热闹非凡。我们一大家

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着火锅，大

人们聊着天，喝着酒。我和小伙伴们

在一旁跑来跑去，当小信使帮大人传

话。小星星没夏天那么闪耀了，它们

在天空眨着一双双可爱的小眼睛，静

静地看着我们。我喜欢家乡的冬天，

期待着冬天里的家乡来一场漫天大

雪！

我的家乡如同一块画板，而大自

然就像魔法师，拥有无穷的灵感，挥舞

着五彩斑斓的画笔在画板上尽情创

作，送给我一幅幅流光溢彩的画。

邻水县鼎屏小学西校区
三（12）班 刘风谷

指导教师 尹洋

新的一年到了，你想知道我的新年

愿望吗？且听我说——

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席卷全球，

一场“疫情防控战”正式打响。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上下一

心，众志成城，以无所畏惧的姿态投入

“战斗”。

看，医护人员时刻守护在一线，全

力抢救病人；科研人员积极行动，不分白

天黑夜，研制出各种治疗方案和疫苗；社

区干部、快递小哥、青年学生等主动参与

志愿服务，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

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取

得了“疫情防控战”的决定性胜利。祖

国大地，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而今，

我们小学生也接种了疫苗，增强了对病

毒的抵抗力。但，新冠病毒还在侵扰着

我们，疫情防控还不能松懈。

2022年，我希望新冠病毒早日被我

们消灭掉，让新冠病毒在人类的智慧面

前不得不低头。没有了病毒的侵袭，大

家快快乐乐地生活，开开心心地上班，

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新的贡献。

这些年来，我一直留在外婆身边，

跟着她在乡下一起生活。爸爸妈妈常

年在外打工，为了让一家人生活得更

好，为了给我读中学、上大学创造一个

好条件，他们很少休息，总是忙着赚

钱。每次微信视频，面对父母，我总想

着他们就在我身边。一家人聚在一起，

简单生活也快乐。

新的一年到了，我希望爸爸妈妈不

要太劳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拥

有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外婆为

我洗衣、做饭，督促我好好读书，付出了

不少的心血。外婆辛苦了！等我长大

了，一定要多陪外婆四处走走，游览祖

国的名山大川，让她的晚年生活过得多

姿多彩。说到学习成绩，我不算特别优

秀，但是，我会全力以赴，尽量让大人少

为我担忧。

2022年说到就到了，祝愿伟大祖国

繁荣昌盛，人民健康幸福；祝愿每个有

目标的人，怀揣梦想，大步前行，心想事

成！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四（1）班 朱贝贝
指导教师 邱达官

在秋韵无限的校园里，
到处都洋溢青春气息。

不必说水景文轩微动涟漪，
也不必说时光长廊斗转星移。
单是临窗的银杏，
在一方晴霁里，
就浸染出了浓浓的秋意。

也曾持轻笔绘一幅天地，
也曾佩尺规解几处谜题，
在茫茫人海中施展独立的无限生机，
在熠熠灯光下挥洒青春的蓬勃朝气。
更有无数传奇，披荆斩棘，
华丽的舞台，塑造不已，
沸腾的球场，火中取粟。

银杏树回旋着秋的气息，
闪着灿灿金辉飘落满地。
让我们放飞自己，
在四中秋韵里只争朝夕，
不忘此间曾逢挚友之谊，
同赴远方，携手共济。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中学
八（6）班 杨昀铮
指导教师 邱旭

“丁零零”，急促的下课铃声响

起，同学们蜂拥而至地奔向操场，安

静的操场顿时沸腾起来。

同学们开展着自己喜欢的活

动。我在好朋友的邀约下，来到操场

的东北角的空地上跳长绳。

两头的同学挥动着手臂摇着绳，

半圆形的长绳，在空中画着美丽的弧

线。同伴们兴致盎然地一个接一个

地参加跳绳，动作轻盈而敏捷，又是

那么协调有序!前面的同学刚结束，

后面的就紧跟上去。“啪啪”长绳击地

声和着“踏踏”的脚步声，像一首轻快

流畅的音乐。

轮到我了，看着上下飞舞的长

绳，我纵身一跃，长绳竟被我绊住

了。好朋友李红知道我才跟她学跳

绳没多久，上前跟我说：“连跳得讲究

配合，要在别人跳完的瞬间，一下子

冲进去。”说完，她就跟我示范。我则

在旁边认真地摸索起门道来。

我照着她教的做，方法果然凑

效。正在我得意之时，快速挥舞着的

长绳转眼间又来到跟前，原本就不怎

么平静的心又紧张起来了！我加快

了速度，紧跳了几下，然后迅速跑

开。“我成功啦！我成功啦！”我情不

自禁地叫起来。

“啪啪—踏踏”的音乐又流动起

来。

新一轮又开始了，我目不转睛地

盯着绳子，等前面的同学跳到第4个

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一个箭步窜了

上去，绳刚着地，我就迅速并拢双脚，

纵身一跃，听着甩绳的同学兴致勃勃

地数着：“1、2、3……”我的信心更足

了。

那一节大课间玩得好开心啊！

我不仅学会了跳长绳，还懂得了相互

配合的道理。

南江县大河镇小学
三（3）班 何筱可
指导教师 蔡小平

2022年到了，新的一年里，我有很

多愿望，最期待的有三个——

健康多一点
去年冬天，奶奶生病了，整天躺在

床上，不能动弹，一动就会痛。不能下

地活动，不能吃太多东西，奶奶日渐消

瘦。看到她因疾病而痛苦的脸，我心里

很不是滋味。疾病，你这个可恨的坏家

伙，我讨厌你！

奶奶生病了，全家人都很忙碌。爷

爷天不亮就起床，煮了早饭，赶紧给奶

奶喂药，之后扛着锄头种庄稼，很少停

歇过。大姐时常去药店抓药，这周又要

陪奶奶去医院检查。在外打工本来忙

得团团转的爸爸妈妈，一周要打好几次

电话，担心奶奶的病情。

奶奶生病了，我们的

生活节奏全打乱了。“要

是没生病就好了。”生病

的奶奶有点自责。我抱

着奶奶，亲吻着她的额

头，说：“奶奶，你就安心

养病吧。”

愿奶奶多一点健康，

身体尽快好起来，我们一家人

才更安心。

学习好一点
我是一名小学生，当然希望自己

的学习好一点。语文老师说过，学习

不只是考试成绩好，还要在日常写字、

朗读背诵、日记作文、课外阅读等有进

步。

我的字得到过老师的表扬，不过

还得继续练习；要求背诵的课文片

段、古诗、文言文、日积月累，我都

按照 《科学背记表》 一个不落地完

成；“每日一记”、单元作文，没有缺

交的；课外阅读，离每周看一本优秀

故事书的目标还差一点。

“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老

师告诫的话，我深深地记在心里，让我

取得成绩不骄傲，面对困难不气馁。学

习上，只要肯努力，什么都不是问题。

“学习好一点”，就不会让爸妈失

望，不会让爷爷和姐姐说我落后，所以，

今年我要争取得个“优秀”。嘿嘿，说不

定，奶奶知道我得了奖状，病会立马好

起来呢！

生活美一点
爸爸妈妈一年到头都在外面奔波，

快到春节了，我盼望他们早点回家。平

时大人都很忙，各自做着自己的事，过

年了，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享受这美好

的生活。

喜庆的日子里，一家人穿着漂漂亮

亮的衣服，围坐在火炉边，老人讲故事，

父母谈收获，孩子说进步。一家人和和

气气、快快乐乐地生活着——这样的场

景真美。

我的新年愿望，一定会实现。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四（1）班 程先雯
指导教师 邱达官

新年新年
我有三个愿望我有三个愿望

说说说说
我的我的““新年愿望新年愿望””

作者从国家、个人两个层面来选材，倾诉自己的心声，表达内心的期盼。
新冠病毒早日被制服，祖国不断强大，人人梦想成真，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点
评

孩子心中的愿望，是那
么美好、纯真。作者从不同
角度，选取“健康”“学习”“生
活”三个方面的内容，叙说心
中的愿望。简单朴实的文
字，表达着少年对家人、对生
活的热爱之情。

点
评

大槐树
和小柏树

这是一个有趣的寓言故
事。大槐树和小柏树之间，有很
多看得见的区别，最终它们也有
不同的结局，看完让人不禁沉
思：到底做大槐树那样的人，还
是小柏树那样的人呢？

点
评

家乡四季之美

文章语句优美，作者采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
了家乡四季的美。开头结尾呼应，点明中心，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家
乡的热爱之情。

点
评

秋韵

作者通过对学校环境
的细致观察，结合自身的
所思所想，以环境烘托人
物的心情，情景交融，遣词
造句贴切得体，呈现出一
幅生动传情的校园秋意写
生画。

点
评

多
多
草
生
长
记

作者对多多草进行
持续用心的观察，并用
文字记录下多多草的生
长变化和自己的观察心
得，同时，透过文字也能
感受到作者对多多草的
喜爱。

点
评

跳长绳是冬季一种传
统体育活动，作者生动地记
录了自己学习跳长绳的经
过。文章观察细致，重点突
出，前后呼应，增强了文章
的表现力。

点
评

跳长绳跳长绳

资
料
图
片

家乡四季之美家乡四季之美

秋韵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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