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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天气晴朗，爸爸带我去华蓥

山玩漂流。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了一个

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华蓥山漂流

入口。我们买好票，来到漂流站，看见

许多漂流筏重重叠叠地堆在遮阳伞

下，有红的、白的、蓝白相间的……色

彩斑斓，漂亮极了。

我们戴上头盔，穿好雨衣，坐上

漂流筏，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桨就出

发了。爸爸动作娴熟，划得飞快，要

不是我抓得稳，恐怕早就变“落汤

鸡”了。

来到一个转弯处，爸爸正在用桨

控制方向，忽然“砰”的一声，我们的漂

流筏被撞出几米开外。我们惊魂未

定，扭头一看，原来是爸爸的朋友来

了，他们故意猛的撞了我们一下。我

们也不甘示弱，用力划过去，找准机会

把他们也撞出几米远。

我们在水中玩起“碰碰车”来，

不知不觉中来到一个下坡处，这里的

坡几乎是垂直的，但爸爸丝毫没有犹

豫，猛地划了出去，漂流筏竟腾空

了！

“砰”——随着一声巨响，奔腾的

溪水像父亲一样，用它强有力的手臂

稳稳地接住了漂流筏，激起了一朵朵

白色水花，像在迎接我们。我俩虽然

穿了雨衣，但此刻仍然变成了落汤鸡，

全身被冲了个透。再望望其他漂流筏

上的人，他们也都变成了“水人”，水顺

着紧贴在头皮上的头发，啪嗒啪嗒地

往下流。

拐过弯道有一个涡轮道，中间有

三四个水涡，碰到就会像掉在涡轮上

一样转上几圈，冲在前面的漂流筏，几

乎全军覆没，大家无一幸免地掉落在

水里。

爸爸以前经常划船，技术高超，即

便如此，我还是有些顾虑：不怕一万就

怕万一，如果转弯时出了点偏差怎么

办呢？然而，他接下来的操作，告诉我

这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只见他一会

儿向左摆，一会儿又向右转，接着一个

漂亮的“神龙摆尾”，我们奇迹般地闯

了过去，身后其他的漂流筏还在中间

转圈圈呢！

到了终点，我走下漂流筏，不禁感

叹：这次激情漂流真是太惊险了！人

生亦是如此，虽会遇到一些挫折，但只

要挺一挺激流也就过来了。

广安市广安区希望小学
四（9）班 李英昊
指导教师 周群

每个人都有无数个第一

次，第一次上学、第一次考试、

第一次上台表演节目……最让

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独自睡

觉。

晚上，老爸给我出了道难

题：“儿子，你已经上小学了，今

天晚上试一下自己睡觉吧。”我

一愣，犹豫再三，支支吾吾地说

道：“那……今晚……我一个人

睡？”爸爸拍拍我的肩膀，鼓励

道：“没问题，我相信你，加油！”

有了老爸的鼓励，我自信地向

小房间走去。

当我关灯后，瞬间就后悔

了。唉，真不应该听老爸的话，

做不成男子汉是小事，被“妖魔

鬼怪”吃了那可就成大事啦。

想到这里，我急急忙忙穿上拖

鞋 ，准 备 往 爸 爸 妈 妈 的 房 间

走。刚到门口就停住了，我心

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

不能这样出尔反尔，我要当一名合格的男

子汉。于是，我又转身回到房间，把门窗紧

锁，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环顾四周，确保

没有一点点缝隙，我才有了一丝安全感。

计时开始，我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

乡。由于睡前喝了一杯牛奶，半夜里我被

尿憋醒了，虽然窗帘拉得挺严实，但我向窗

外望去，只见一束光穿过窗帘的缝隙照在

天花板上。那是什么？一个被拉长的人

影！我的睡意全消，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的

鸡皮疙瘩。我全身进入紧绷状态，将头深

深埋进被窝，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竖起耳

朵听听有什么动静。过了好一会儿，才悄

悄探出头来，斜着眼睛看了看窗户。啊！

影子消失了，我长舒一口气。

可是接下来，我将会面对一个紧急问

题，去不去卫生间？去，我害怕；不去，又快

憋不住了。接下来的七个多小时怎么熬？

总不能尿在床上吧？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

斗争，我还是决定去卫生间。

我找来一件防弹衣，又拿出一把玩具

手枪，装作轻松的样子，一边哼着小曲儿，

一边快速向卫生间走去。上完卫生间，我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回房间，蹦到床上，

将手枪放在床头，钻进被窝。嗯，心里踏实

多了，我又渐渐进入了梦乡。

“丁零零——”，闹钟响了，计时结束。

从前一天的 20:30 到第二天的 06:30，整整

10个小时，真是惊心动魄。“我终于敢一个

人睡觉了，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了。”我骄傲地说。

这段恐怖又美好的记忆一直深深地烙

在我的脑海里，现在回想起来，我还忍不住

发笑呢！

青神县实验小学
四（6）班 陈柯亦
指导教师 汪红梅

大海是鱼儿的乐园、天空是鸟

儿的乐园、森林是猴子的乐园……

对于我这个顽皮捣蛋的小鬼来说，

田野就是我的乐园。

田野可方可圆，一年四季依着

时令种着金灿灿的油菜花，笑弯了

腰的小麦，青绿的莴笋；田野里还

站立着些许树，柚子树、李子树、桃

树、枣树或梨树。这些树在不同的

时间开不同的花，在不同的时间结

不同的果。田野的每块田地之间

都有一条方便我们行走的路，叫作

田埂。大的可以过一辆三轮车，小

的只能过一个人。田埂不仅可以

过车过人，还可以帮我们分清楚哪

块地是哪家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

在田埂上打起了泥巴仗。我们先

每人挑选了一块比较大的石头和

泥巴，然后把泥巴摔成几瓣，再用

石头把泥巴砸成粉，加点水，用树

枝搅拌均匀，最后捏成一个圆，就

可以打泥巴仗了。经过一番激战，

我们弄得一身脏，像个泥人儿似

的。晚上回家保准个个都少不了

大人的一番数落。

乡下的田野，永远都是我的乐

园。它陪伴我成长，给了我无限的

快乐！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
四（3）班 冯佳乐
指导教师 何花

我家真是个动物园！不信？那就听

我说一说！

我的弟弟今年 3 岁，是一只憨态可

掬的“小猪”，他既喜欢吃又喜欢睡，头圆

圆的，一双忽闪忽闪的眼睛常常笑得眯

成了一条缝。吃饭时，“小猪”弟弟一直

闷着头，用嘴巴“猛烈攻击”饭碗，还不时

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不一会儿，满满

一大碗饭便一扫而空。他这才满意地抬

起头，舔舔嘴边的饭粒走开了。弟弟还

很能睡，他曾创下从下午1点睡到晚上7

点的惊人纪录。

我自己是一只“小猴子”，总有用不

完的精力。一逮到休息的时间，我就会

“胡闹”起来。有时在沙发上蹦来跳去，

想象自己是丛林中呼啸而过的“人猿泰

山”；有时把抱枕一个个抛向天空，和弟

弟“小猪”兴致勃勃地玩抢“椰子”游戏。

我的妈妈是一只“小猫”，因为她非

常爱美，每次送我上课之前都要精心打

扮很久。有时我怕时间来不及，催她快

一点。她总会慢条斯理地说：“马上就

好，马上就好。”但仍然迟迟不肯从化妆

间里出来，急得我直嚷：“妈妈，你真是一

只爱打扮的小猫咪！”

我的爸爸是一只奇怪的“百变动

物”。高兴的时候像猴王，还有几分孩子

气；生气的时候像一头雄狮，凶猛无比。

我一直对爸爸的变形能力很好奇，但我

不敢问他，我怕他变身大老虎一口把我

吃掉！

我的奶奶真是太勤劳了，就像一头

“老黄牛”。做饭、扫地、铺床……为我和

“小猪”弟弟忙前忙后。各种各样的家务

事像一条“鞭子”把奶奶这头“老黄牛”抽

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没有一刻休息

的时间。我经常看到奶奶泛白的头发下

有豆大的汗珠。

我的爷爷像一头“大胖熊”，很贪

吃。吃饭的时候，只见爷爷迫不及待地

盛上一大碗饭，然后使劲夹菜，把饭碗堆

成了“山峰”，又使用“愚公移山”大法津

津有味地大吃起来。不一会儿，“熊”爷

爷便将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了，他

却没有放下筷子意思，又起身准备盛第

二碗了。听完我的介绍，你有没有兴趣

来我家“动物园”参观参观？

四川大学附属小学
四（6）班 应礼诚
指导教师 姚红梅

除夕晚上，我带着无限期待去

参观马湖公园的新景观——音乐

喷泉。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一幕把我

惊呆了：公园里人头攒动，人山人

海，盛况空前。树上的彩灯、草坪

上的地灯、人工湖里的水灯和马湖

府的激光束在夜色中闪烁着五彩

斑斓的光芒，无数灯光汇聚成一片

灯的海洋。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新

年气象！我赶紧找了个“最佳观赏

点”等待音乐喷泉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终于等到

晚上8点，音乐准时响起来。突然，

湖里齐刷刷地喷出许多根“擎天

柱”直冲云霄，密密的水柱像一堵

“水墙”，又像一幅巨大的“水幕”。

水幕上还不时出现“纺织新城”或

牡丹花等光影。这些“擎天柱”有

时像调皮的孩子，使劲摇头晃脑地

将水“哗啦啦”洒向人群中央，大人

们见状惊呼着赶紧躲闪，小朋友们

被淋湿了还咯咯咯地笑。

“嘭!”一声闷雷般的响声把我

吓了一跳，还没有弄清声音的来

源，突然从湖里冲出来几团“火

球”，它们腾空而起，又在喷泉水幕

上转瞬即逝。不是说“水火不相

容”吗？火是怎么从水里喷出来的

呢？难道水里有天然气管？那又

是怎么点燃的呢？我想这火球也

应该和那朵牡丹花一样是灯光幻

化形成的吧！

音乐慢慢舒缓下来，“擎天柱”

终于喷累了，慢慢变成形态各异的

矮喷泉，在湖底灯光的映衬下欢快

地摇曳。时而像

美 丽 的 孔 雀 开

屏，时而像衣袂

飘飘的仙子在翩

翩起舞，时而像

绚丽多彩的烟花

在绽放，时而像

浩浩汤汤的波浪

此起彼伏……

此时，我才发现喷泉扬起的水

雾早已弥漫开来，如烟似雾般飘浮

在空中，晕开马湖府五光十色的光

芒，朦朦胧胧的像瑶池仙境般，如

梦似幻。

意犹未尽时，音乐喷泉秀在人

们恋恋不舍中结束了。这美丽壮

观的喷泉依旧在我脑海中浮现，也

让我更加热爱美丽的家乡，希望家

乡的明天越来越好。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
六（1）班 戴云涛
指导教师 张道明

我家是个我家是个
““动物园动物园””

我的乐园我的乐园——田野田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园。我的

乐园是漂亮的公园,还是堆满玩具的

房间？不，都不是。我的乐园是家门

前那一片开阔的田野，对我来说，没

有比田野更好玩的地方了。

放眼望去，田野里“站”着一棵棵

笔直的树，就像是正在站岗放哨的

“士兵”一样。走进田野，地里满是褐

色的泥巴，被各种庄稼遮掩着，只露

出一点点，这总让我不由得想到“伏

地魔”。不过这一次，它们都是好的

伏地魔，因为它们用心呵护着万千庄

稼，油菜、小麦、水稻、青豆、莴笋、胡

豆……每个季节都构成一幅独特的

田野风景画。

乡 野 孩 子 美 好 的 一 天 必 须 从

“玩”开始。先是一声吆喝聚齐一群

小孩，再一路撒欢冲进田野里一阵追

逐，或是钻进比我们还高的油菜花地

里躲猫猫，或是蹲在田埂上玩泥巴，

玩过家家……我们得多谢田野，多谢

田埂，多谢田野里的庄稼——它们都

是我们童年的慰藉。

玩累了，一群野孩子索性躺在田

埂上休息，静静地看蔚蓝的天空，洁白

的云朵，依然很是稀奇。这时起风了，

菜花们翩翩起舞，太美了！又是一阵

傻笑，小孩子的快乐就是这样简单。

天色逐渐暗下来，我们就各回各家，晚

上躺在小床上，白天的那些趣事立刻

浮现在脑海里，真想再玩一会儿。

田野真是一个好地方，它陪伴我

成长，带给我尽兴和快乐！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
四（3）班 刘梓轩
指导教师 何花

作者巧妙地运用排比式开头，引出主题。然后用朴实自然的
语言为我们描绘了田野的样子，体现了田野的自然美，再细腻地
运用动作描写再现了和小伙伴在田野里打泥巴仗的情形和乐趣，
看得出作者是一个善于观察，情感丰富的孩子。最后的结尾也干
净利落，首尾呼应。

点
评

作者以提问开头，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兴趣。在描写田野时，大
量的拟人修辞体现出作者善于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各种田野趣事
让人心生羡慕，快乐是多么简单纯粹。最后首尾呼应，整个习作结构
完整清晰，语言流畅自然。

点
评

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准确
抓住家庭中每个成员的特点，
比喻贴切，人物的言行举止生
动有趣，行文洗练，富有童真。

点
评

文章按事情发展的顺序，
记叙了和爸爸去玩漂流的事，
语言流畅，层次较清楚。通篇
文章用轻松幽默的语调，将漂
流过程中遇到的“惊险”、父亲
的坚毅勇敢与“我”的杞人忧天
一一描写出来，妙趣横生。

点
评

﹃﹃
惊
心
动
魄

惊
心
动
魄
﹄﹄
的
十
小
时

的
十
小
时

作者具体描写了自己第一次
睡觉的经历，尤其是心理活动描写
得很细腻，语言幽默，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我”的恐惧，让人有身临其
境的感觉。

点
评

音乐喷泉秀

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运用了比喻、拟人、排比
等修辞手法描写了除夕晚上音乐喷泉的美景，字
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喷泉的喜爱，对家乡的赞美。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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