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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微风习习。放学后，我

和伙伴们一起到公园放风筝。

草地上放风筝的人可真多。天空

中飘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有玲珑可爱

的“金鱼”、有展翅飞翔的“雄鹰”、有张

牙舞爪的“蜈蚣”……形形色色的风筝

像是精美的图案，点缀了蔚蓝的天空；

又像是无声的音符，奏出了春的乐章。

小多迫不及待地说：“快！我们

也来放风筝吧！”只见他微微侧过身

子，迈开双脚，一手握着线轴，一手

扯着细细的线，做好了随时“起飞”

的准备。小明在他后方把一只春燕风

筝举过头顶：“一、二、三，放！”随着小

明的口令，小多像一只飞奔的兔子，快

速地冲向前方，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看。

我和小明也没有闲着，“放线！

快放线！”“注意调整松紧！”渐渐

地，风筝飞高了，也飞稳了。我笑眯

眯地看着伙伴们那认真、努力的样

子，心里不停地为我们这个“三人

组”呐喊助威。风筝越飞越高，仿佛

给洁白的云朵戴上了一个美丽的发

夹，这是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给春天添

上的一抹色彩吧！

远处的三口之家也在放风筝。

小弟弟拿着五彩的风筝，在草地上

欢快地跑来跑去。爸爸妈妈在一旁

看着，幸福地笑了。一家三口，其

乐融融。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放风筝，放走了冬的寒冷，驱散了

内心的烦恼；迎来了春的气息，获得了

合作的快乐。

好一幅美丽的春景图啊！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西区分校三年级 何思懿

指导教师 何智玉 胡姗姗

“耶！妹妹竟然赢了，真是太棒了！”

教室里传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今天大课间活动时，班主任王老师

一脸神秘地走进教室，对我们说：“今天，

咱们来玩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扳手

腕大赛，看看咱们班谁是大力士。”听了

老师的话，全班顿时沸腾了起来，每个同

学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安静，我先来

说一下规则。”王老师一边敲桌子维持纪

律，一边继续说：“每两个同学为一组，坐

在课桌的两端，双手握在一起，手肘紧紧

地贴着桌面，把对方扳倒就算胜利。”

规则介绍完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比

赛了。首先上场的是王小胖和李壮壮，

这两位人如其名。

小胖长着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鼻子，

圆圆的脸庞，甚至连四肢都是圆圆的，看

起来肉乎乎的。壮壮长得高高的，那一

双胳膊在长年的锻炼下看起来格外有

力。两位选手看起来旗鼓相当，不相上

下。“预备，开始！”随着一声哨响，壮壮先

发制人，如同一只猛虎，使出全身力气将

小胖的手往下一扳，小胖还没意识过来

就输了。第一局就在小胖的懊悔声中结

束了，大家都对他感到惋惜。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班双胞

胎姐妹的那一局了。只见她们相对而

立，手肘撑着桌子，两手紧握在一起，做

好了比赛的准备。

比赛开始了，一开始两人势均力敌，

处于僵持状态，只见她们手臂颤动，双唇

紧闭，目光对视，眼神中都充满必胜的信

念，紧皱的眉头和手腕上凸起的青筋显

示出她们非常使劲。渐渐地，姐姐占了

上风，眼看就要把妹妹的手按在桌子上

了，姐姐马上要赢了，但瞧瞧妹妹，只见

她上身往下压，身体倾斜，头越埋越低，

一双大眼睛瞪得滚圆，手抖得更厉害了，

把姐姐的手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压，目

光里流露出了坚定，脸颊涨得通红，就像

熟透了的枣子。

我猜测她刚刚只是想试探一下姐

姐的力量，所以隐藏力量等待机会再

反败为胜，妙计！妹妹的手抖得更加

厉害了，终于扭转了局势，将姐姐的

手一点一点地扳了回来，我以为这一

瞬间会很快结束，但决定胜负的时刻

非常艰难，仿佛时间都停止了，紧张

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的心怦怦

地猛跳起来，额上渗出了冷汗，真想

上去拉姐姐一把。

场外的加油声越来越大，这对姐妹

势均力敌，谁也不知道究竟谁会赢得比

赛。这时，突然传来一句：“妹妹坚持住，

你一定会赢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

话，她似乎瞬间集聚了全身的力量在右

手臂上，“啪”的一声，姐姐的手被妹妹压

了下去。这时，场外爆发出响彻云霄的

欢呼声：“妹妹赢了，真精彩啊，真厉害

啊！”

虽然这次游戏只进行了短短几十分

钟，但我却收获满满。它让我明白了锲

而不舍，金石可镂，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成

功。

成都市实验小学
四（6）班 杨林静
指导教师 刘希敏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可是，家里没有任何变化，还

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爸爸妈妈上班，我上学，爷爷则买

菜做饭。

这样的状况让我感到疑惑。

我过生日时，爸爸妈妈总会提前为

我准备好生日礼物，爷爷也会准备

一桌丰盛的菜肴，他们都会放下手

里的工作陪我一整天。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家里却如

此平静，难道是他们忘记了？怎么

办？如果真是这样，那爷爷该多伤

心啊！想来想去，最后，我决定给

爷爷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可送什么呢？我又犯难了。

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爷爷在小

花园中打理花花草草的样子，对

了，我可以送爷爷一盆漂亮的花

呀！

放学后，我直奔花店而去。

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多，所以，我

挑来选去，看中了一盆，价钱合

适，也很好看。我提着花兴冲冲

地回去了。

我把花藏到身后，开始敲

门。爷爷开了门，折身又去厨

房，我叫住他，问：“爷爷，您做

的什么呀，这么香？”爷爷头也没

回：“没啥，就是你平时爱吃的几

样菜。”我跟着爷爷走进厨房，厨

房里热气腾腾，一看，全是我爱

吃的，不觉鼻子一酸，爷爷哪能

不记得自已的生日呢？只是他不

说罢了，所以，在他生日的当

天，做了一桌子我们爱吃的菜，

这样就算给他自己过生日了吧。

爷爷还在忙碌着，热气中，他

苍老的脸时隐时现，爷爷为了我们

操劳了一辈子，没有正式过一个生

日，今天我要为爷爷好好过一次生

日。

我把爷爷拉到沙发边，让爷爷

坐下，然后把花盆捧给爷爷，说：

“爷爷，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祝您生

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说

罢，我为爷爷唱起了《生日歌》……

稚嫩的声音融化了爷爷脸上的皱

纹，温暖了爷爷的心。

爷爷手捧着花，笑了，那么灿

烂！那么快乐！

广汉市第一小学
五（4）班 周妙怡
指导教师 杜鹃

好斗的公鸡好斗的公鸡

全文围绕一个“斗”字展开，语言诙谐，贴近
生活，将“一斗七”与瘦小公鸡、“守鸡者”的战斗淋
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一只好斗的公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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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锵咚咚……”你听，我们家

的大公鸡又在打架了，真不知道它为什么

要打架。今天这都几次了？好像是五六

次了吧！

这只公鸡似乎就是为打架而生的，所

以我们都叫它“一斗七”：一是一天，斗是

打架，七嘛当然是七次，所以叫“一斗七”，

意思就是一天打七次架。

“一斗七”从不闲着，每天早上起床必

打一架。这不，一只瘦小的公鸡一不小心

进入了禁地——“一斗七”的地盘，被发现

了。“一斗七”一脚向它踢来，瘦小的公鸡

被踢倒在地；接着，它向上一跳，双脚死死

地踩在瘦小公鸡身上。嘿！轻而易举就

赢了，立马鸡冠一束，四处炫耀。

此时，瘦小公鸡扑着翅膀艰难地从地

上爬起来，还未站稳，两只粗壮的翅膀又

向它扇去，瘦小公鸡又被打倒在地。“喔喔

喔……”的声音响彻大地，好像整个世界

都是它的。从地上爬起来的公鸡好像被

激怒了，怒目圆睁，向“一斗七”扑过来。

“一斗七”看着扑来的公鸡，一点也

不慌张：你还敢反抗，看我怎么收拾

你！随即便向瘦小公鸡冲去，两只鸡纠

缠在了一起……结果不用我说了吧，瘦

小公鸡被怒火形态的“一斗七”又打了

一顿，样子狼狈不堪：鸡毛乱飞，被抓

掉了三分之二……哎，瘦小公鸡是要有

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中午，“一斗七”又发疯了。你瞧，

“一斗七”看见那只雄壮的公鸡——“守

鸡者”，它静悄悄地绕到它背后，一扑，

给“守鸡者”来了一个泰山压顶。哦

不，一个泰山压“鸡”！但“守鸡者”可

不是瘦小公鸡，一转身，翅膀向“一斗

七”打去，来了个两败俱伤。要知道，

“一斗七”并不是这里最强的。这次“一

斗七”败得狼狈不堪，但它又开始了第

三次、第四次的战斗。

“一斗七”可真好斗，你听听，这又打

起来了“咚咚……锵咚咚……”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3）班 陈斌杰
指导教师 刘萍

他笑了……

作者孝顺懂礼，为爷
爷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用稚嫩的语气唱出了对
爷爷的爱。整篇文字朴
实，但用情很深，为作者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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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人心的比赛激动人心的比赛

作者笔下“扳手腕大赛”别
开生面、扣人心弦。文章着重
描写了双胞胎姐妹的精彩对
决，细致入微的神态和动作描
写，每一步都紧紧抓住读者的
心，文章结尾升华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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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风筝放风筝

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放学
后孩子们乘着“东风”放风筝
的场景。文章文笔清新流
畅，童趣盎然，将课余生活展
现在大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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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

假中，我们

全家选在10

月 3 号 这

天，到湿地

公 园 去 观

灯。你瞧，漆黑的夜晚，是被谁点亮

了，整个眉山城灯火通明。

湿地公园里人山人海，不愧是眉

山有名的网红之地呀！刚走进公园，

就看见一排插满五星红旗的小树，它

们就像一个个执勤的士兵。一阵微风

吹过，小树发出了沙沙声，如一支优秀

的乐队正在奏乐。小旗跳起了欢快的

舞蹈，鲜花小草也随之摇摆，陶醉其

中。

我和妈妈、姐姐往公园深处走

去。灯光越来越明亮，前方的大树上

挂满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灯。我

和姐姐兴奋极了，迫不及待地奔跑过

去。灯的造型各式各样，简直多得数

不清呢！有的像月饼、有的像气球、

有的像兔子、有的像菠萝……灯的颜

色五彩缤纷，有橘红的、有橙黄的、

有乳白的……灯罩也五花八门，有刻

着花的、有画着仕女的、有小动物图

案的……

我们边逛边聊天。突然，我和姐

姐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活动——画灯

笼。买一个布灯笼，用颜料在上面画

上自己想画的东西，再在灯笼芯上放

上蜡烛就好了。我觉得很有意义，便

让抠门的姐姐给老板娘付上20元。

画谁呢？我想起了让杂交水稻走

向世界的袁隆平爷爷。于是，我灵机

一动，在这张布上画了如金一样的稻

子，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农民，他拿着一

个放大镜，微笑着，细心观察、抚摸着

稻子，就像妈妈抚摸着我们一样。姐

姐看懂了我的意思，就用笔轻轻地在

灯笼上写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不愧是亲姐妹，果然有百分之百

的默契，我们相视而笑。

不知不觉，夜已深沉，我提着灯

笼，和妈妈、姐姐踏上了归途。路上还

有川流不息的汽车，大街也还人如潮

涌。多么繁华的城市，多么幸福的生

活啊！愿我的家乡越来越美丽，愿我

的祖国越来越富强！我也要像袁隆平

爷爷一样，存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梦想！

眉山市东坡区齐通小学
四（3）班 高雨馨
指导教师 侯萍

美好的美好的
夜晚夜晚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记叙
了国庆节与妈妈、姐姐度过
的一个美好夜晚。在这个美
好的夜晚，作者不仅玩了一
个有意义的游戏，还感受到
了家乡的变迁，国家的富强，
同时也在心中立下了自己的
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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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明
踏
青

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作者以细腻的文字带领我们与春天来了一场约
会，在踏青的过程中有所思、有所想，体现了寓教于乐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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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趁着清

明小长假，我们全家约上朋友到乡间春

游。

我们来到城郊的一条小河边，那里

的草地十分茂盛，就像一片绿色的长绒

毛毯。小河清澈见底，如一根透明的丝

带飘然而至。小鸭子们在水里自由自

在地捕食，荡起层层涟漪；小牛们则在

岸上悠闲地吃草，不时倚靠在树上蹭痒

痒，真是一幅生机盎然的春光美景图

啊！

伴着和煦的春风，我们踩在松软的

草地上，很快就把遮阳棚、帐篷搭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临时的家啦。我和小

伙伴拿出一袋零食，津津有味地吃了起

来。突然，小河边传来了嬉闹声，“哇，

我抓到螃蟹了”，一个黄衣男孩儿兴高

采烈地喊着。我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

想法：要不，我也去抓螃蟹？

我来到小溪边，仔细的翻找着临水

的石头。一个、两个、三个……突然，在

一条石头缝里看到了一只蟹腿，我轻轻

地搬开石头，急忙把那个深青色的小东

西捏住。哈哈，真的是螃蟹！我暗自窃

喜：幸亏我眼疾手快，才能一击即中！

妈妈在一旁有些遗憾地说，抓螃蟹

是她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可惜现在她近

视了，当不了抓蟹能手了。我想，我们

一定要保护好眼睛，才能更好地亲近大

自然！

午餐后，我和小伙伴们还在草地

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我们

又爬上吊床，美美地睡了一觉……不

知不觉中，太阳就快要下山了，我们

整理好物品，打包好垃圾，依依不舍

地回家了。

这次踏青真有趣呀！

南充市顺庆区五星中学
小学部四（9）班 李灏轩

指导教师 段敏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全文围绕一个“斗”字展开，语言诙谐，贴近
生活，将“一斗七”与瘦小公鸡、“守鸡者”的战斗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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