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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到来，让许多美丽的事物发生了新

变化。

你听，果园里的葡萄娃娃在窃窃私语。它

们最爱凑热闹了，挨挨挤挤地挂在藤上，像一

个个调皮可爱的小铃铛，随时准备发出“丁零

零，丁当当”的欢笑声。

你看，紫葡葡腆着个大肚子，在阳光下慵

懒地晒太阳；红葡萄像害羞的姑娘，见到谁都

羞红了小脸；挂着晶莹露珠的青葡萄，在阳光

的照耀下，闪着五色的光芒。

走近荷塘，看见一大片的绿，你会想起杨

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那朵朵粉红色荷花，好像在和天空中的

朝霞比个高下。虽然粉红如霞的荷花楚楚动

人，我却独爱白荷花。它那柔软洁白的花瓣好

似空中飘着的朵朵白云，走近它，你会闻到清

新淡雅的香气，或许你也会像我一样感觉世间

万物都不重要了吧。

夏姑娘请来了一位音乐大师——蝉。这位

“大师”最受不了骄阳的炙烤，一遇热就“知了！

知了！”叫个不停，这位大师虽然外貌不怎么样，

但有一副不错的金嗓子，它的歌声时而悠扬、时

而高亢、时而低沉，为夏姑娘增添了一分热情。

可惜好日子不长啊！这位大师要修练 7

年的“道行”，才能迎来这7日的好嗓子。7日

过后，它的一生就过去了，所以，它是要在这7

日内，把一生的辉煌都使劲唱出来吗？

作为一个孩子，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把整个

夏天过完，肯定有雪糕在一旁撑腰。香草味、

巧克力味、芒果味、草莓味、绿豆味都是我的最

爱。我曾想过，如果我是一位魔法师，我最想

把全世界变成雪糕世界，让所有小朋友在这雪

糕世界里尽情享受冰凉的美味。

夏天真美！夏天真好！

成都棠湖外国语附属小学
三（7）班 刘予汀

爷爷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他去

世时我还小，现已全然不记得他的模

样。爸爸总是跟我讲起他的故事，爷

爷的三句“名言”让我印象深刻。

“交替工作就是休息。”

爷爷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打算

盘，这也让他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

惯。他干事有计划，行动非常利索，

步伐又快又稳。

赶集的那天，天微亮，爷爷就已

经背着一百多斤的冬瓜，出发前往10

里外的集市。中午时分，村里人才去

赶集市时，他已经赶集回家了，大家

都叫他“跑得快”。

回到家，他把卖得的一块几毛钱

小心翼翼地交给奶奶，又搬来板凳，

坐在一边剥包谷，累得气都还没有喘

好。奶奶让他休息一会儿，他说：“交

替工作就是休息。”剥好一簸箕的包

谷米，他喝了口冒热气的水，又上山

砍柴去了。

爷爷习惯了几十年起早贪黑地

忙活，整天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恨

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用。“白天当两

天，月亮当白天，马灯当月亮”，这话

总挂在他嘴边。

爷爷也这样教育子女，爸爸他们

干活回家后，爷爷马上就给他们安排

新的劳动任务。面对子女的抱怨，他

语重心长地说：“不劳动，就只有去喝

西北风。”他带领全家辛勤耕耘，积极

劳动，让多子女家庭过上了温饱生

活。

“砸锅卖铁也要供娃读书。”

爷爷只读过小学，但他有着和读

书人一样聪明的头脑。他这一生做

过最骄傲的事就是送自己三个儿子

上了大学。

爸爸说，在他读书的时候，期末

考试成绩一出来，若是考得不好，爷

爷便是竹条棍棒伺候。“你爷爷对我

们可严了，让你跪着，打到认错为

止。”“要是不跪呢？”我问。“那就打得

更厉害了，把你打跪在地上。”爸爸

说，“我小时候精，知道他的脾气，所

以每次考差了，不等他发令，就马上

跪到他面前认错，并保证下次一定考

好。所以在兄弟里面我挨打是最少

的！”我噗的笑出声来。

“你爷爷说不论怎么辛苦，就是

砸锅卖铁，都要送娃儿上大学。”爷爷

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就是分别三次

收到三个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分

别三次坐汽车、火车、轮船送儿子上

大学。直到现在，那些车票、船票都

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

“搭把手，能帮就帮。”

我的两个远房姑姑考上大学但

交不起学费，准备辍学外出打工。爷

爷劝她们家打消这种念头：“现在年

轻娃儿读书是最好的出路。这俩丫

头是好苗子，平时刻苦着哩，她们的

前途可别因为没钱就断送了，怎么也

得把她俩送去念书！”

于是，爷爷让参加工作不久的儿

子们千方百计帮忙凑学费。最后，她

们顺利读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还

有一个读了博士，现在在大学教书。

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爷爷总是让奶

奶把粮食送到她们家，让她们度过缺

粮少食的日子。她们一家人都很感

谢爷爷，说爷爷帮了她们三辈人。爷

爷笑着说：“别人有难事，我们都应该

搭把手，能帮就帮。”

爷爷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的“名

言”不断激励着后代,让我们永远保持

热忱，为生活而奋斗。他普通却不平

凡，像一颗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汇

成了浩瀚的星空。

广元中学
高三（24）班 王若颖

指导教师 曾海滨

2050年，科学家发明了可以穿越到

画中的机器——“画世界”。我迫不及

待地把《清明上河图》拿来试试。“欢迎

来到画世界。”随着声音响起，我穿越进

了《清明上河图》中。

“这就是宋朝吗？”我听到集市上车

轮咿咿呀呀地响着，看见商贩已经开始

准备做生意了。不一会儿，人群逐渐密

集起来，有为府上买菜的嬷嬷，有担着

菜来叫卖的农民，有在街头嬉戏的孩

童，还有招呼客官的店家……嘈杂而喧

闹的街市，宛如现实世界一样，“画世

界”真是神奇。

街道两侧摆放着琳琅满目商品，蔬

菜、水果、家畜、点心……一应俱全。有

的把吃的摆在铺子上，有的干脆用一块

小布铺在地上，上面放着几把蔬菜。空

气中阵阵酒香与肉香味混在一起。我

不光能看到，还能闻到气味，“画世界”

真是太逼真了。

走着走着，我突然看见有卖糖葫芦

的，于是走上前去。眼前一位白发老

头，一手拿着晶莹剔透的糖葫芦，一手

叉着腰，大声吆喝着：“买糖葫芦喽！买

糖葫芦喽！”我馋得垂涎三尺。就在我

准备掏出手机时突然想起来，这是在宋

朝，根本无法用手机支付。我不知道怎

么办，系统突然有了提示：“叮！点击金

币按钮即可获得铜钱。”点击按钮后，我

果断上前买了一串糖葫芦。一口咬下

去，嘎嘣一声，冰糖的脆甜与山楂的酸

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画世界”里竟然可以品尝美味，真

是太享受了。吃着吃着，只见站在旁边

的小孩个个瞪大眼睛，张大嘴巴，馋得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红尘匆匆，曾经许多明艳的色彩，

在历史中渐渐流于灰白。但在这幅画

中，却“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清

明上河图》这一不朽的杰作，无论从艺

术价值或从历史价值而言，都堪称国

宝，让我心生敬意。如果不是科学，我

可能永远体会不到北宋的灿烂辉煌。

“正在退出画世界。”随着按下退出

按钮，我回到了家中。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六（6）班 刘新姝
指导教师 陈思朵

初夏的午后，清风微雨，细细的发

丝随柔风飘弄，捋一捋乱发，抬头凝于

窗外，翠染枝头，虫鸣河畔，一抹红晕

爬上面颊。

置一本爱书于桌上，我笑了，浅笑

的面庞，浓烈的爱意。手拂书页，轻轻

翻动，一个文字一个标点地细细咀嚼，

书香四溢，心潮澎湃。一个个文字，如

滔滔洪波，正奔腾、正肆意，热血涌上

心头；又似片片残叶，飘飘悠悠，随风、

随流，落了、远了，无形的力量牵引来

淡淡的忧伤；也像绵绵春雨，滋润着每

一棵绿，呵护着每一抹红；更宛若歌，

宛若词，宛若天边红云……

隔如许悠长岁月，记忆中的书香

美成窗前灯影。《猜猜我有多爱你》，

“我爱你，像这条小路伸到小河那么

远。”“我爱你，远到跨过小河，再翻过

山丘。”幼时第一个绘本，温暖又美

好。“爱，实在是一件不容易衡量的东

西。”儿时的我，好似读懂了这份纯粹

又简单的母爱。从此，我与书结缘。

“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

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别人，也

许可以提升我生命的价值。”八岁的我

最喜欢书中的角色——夏洛。这是一

个善良的弱者间相互扶持的童话，那

份真挚的友谊触及了我的心灵，那坚

毅的生命力量撞击着我的灵魂。我在

书香的陪伴下，成长着。

一曲红楼，一声叹。现在，我又爱

上了《红楼梦》。残花在空中飘飞，零

零落落，星星点点，落于泥中。娇弱的

手上还残余着清香，伴着幽思，和着泪

与怨深深葬于土里……我在书中独自

神伤。

书，是良师，更如挚友，增知、获

趣、致雅。在书中徘徊，我看到了天真

烂漫，读懂了悲欢离合；看到了懦弱胆

怯，读懂了勇敢坚强；看到了黑暗残

酷，也读懂了光明温暖。

一杯奶茶执于手中，轻轻吹动，水

纹悠扬，奶香飘散，我与爱书，相视而

笑。

峨眉山市第二小学校
五（4）班 吴之萱
指导教师 喻洪义

恋恋不舍离别情恋恋不舍离别情 这段时间，我最讨厌的男生张

广轩突然变得不那么讨厌了。过去

一直神经兮兮、喜欢搞恶作剧的他，

不知怎么地像换了一个人，开始温

顺、谦恭起来。他说：“快毕业了，我

得表现好一点，希望给你们留个好

印象。”

6月，夏日渐浓。伴随着气温的

升高，大家也像骄阳一样克制不住热

情。父母们一凑到一起，不是聊摇号

选学校问题，就是聊怎么上好的初

中；老师们忙着检查我们的户籍资

料，完善我们的学籍档案，还不忘积

极向我们建议谁谁谁适合去哪所中

学；同学们也有了大哥哥大姐姐的样

子，彼此学会了宽容……小学日子将

尽，毕业成为这个夏天的关键词，我

们的天空中充斥着离别之味。

6 年前，我们都是一个个不懂

事的小不点，带着懵懂、羞怯、担心

甚至还有些抵触，来到这个全新的

环境。老师们热情相迎，一张张笑

脸，一声声问候，一次次勉励，让我

们定了下神、安下了心。

我以前刁蛮任性、我行我素，是

在与大家的相处中学会了尊重别

人，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了包容礼

让。当初，口算十道题错五道，写话

错别字满天飞，英语单词把“dad”写

成“bad”……如今，我可以把口算和

英语听写全写对，作文也不再是“白

字女生”，不再自以为是，而是处处

能够看到别人闪光点的大姐姐了。

这一切，总结成两个字，就是成

长。

6 年来，多少往事还在眼前。

那次，余不言和徐晓晓两位同学在

微信群里传看小说被家长发现，班

主任曾老师一声令下封群，我们的

手机、电话手表被严打严控，消停了

好一阵子；那年，班级里疯传某男同

学喜欢我，加紧攒钱要在我生日时

送一部苹果手机，结果我连手机的

壳也没见到，躺着也中枪让我郁闷

了好一阵子；那日，内向、腼腆的张

小阳同学不经意间被调皮的路保髯

同学冠以狒狒的绰号，张小阳一个

男孩子竟为此能哭一下午，不可思

议的曾老师怕出意外，不得不请家

长一起做孩子思想工作。……

我们系着红领巾，我们手拉手，

我们和男生吵架，我们在课桌上画

出三八线，一次次爆雷、一个个承

诺、一句句玩笑，连同我们生活的点

点滴滴，永久地成为回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今夏毕业季，离别成了淘气的

小男孩，动不动就冒出头来，撩拨一

下我们紧张而繁忙的思绪，或酸、或

甜、或苦、或辣，让我们不得而安。

6月，一首深情离别的歌！

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
六（3）班 宋子曦
指导教师 宋建华

人生自古伤离别。作者用细腻、多情的笔触，写出了小学6年来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虽然都是些小
事，却直击人心，能够唤起读者的共鸣。

点
评

作者通过夏天的果园、荷塘、雪
糕，写出了夏天的美好。语言优美，
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
体现了夏天的迷人，也体现了作者丰
富的想象。

点
评

与书结缘

读书使人聪颖智慧，思维
活跃；读书使人胸襟开阔，豁
达畅意。作者运用短句的形
式描写了阅读的乐趣、收获，
分享了阅读的感受、体会，句
意流畅、文辞优美。

点
评

今天，天气晴朗，蚂蚁兄弟来到小河

边玩，只见一条小船从河里划过，河里荡

起一圈一圈波纹。蚂蚁弟弟说：“哥哥，要

是我们也能去河里玩，多好呀！”

蚂蚁哥哥说：“我们没有船呀。”

蚂蚁弟弟说：“那怎么办呢？”

蚂蚁哥哥朝四周看了看，看到湖边草

地上，正好有一片树叶，蚂蚁哥哥忽然灵

机一动，指着那片树叶，对弟弟说：“弟弟，

有办法了。我们把那片树叶当船，再去找

两根树枝当船桨，不就解决了吗？”

蚂蚁弟弟听了哥哥的话，赶紧行动起

来。兄弟俩抬着树叶，放进河里当小船，

再拿着树枝当船桨，嘿呦嘿呦地划起来

了。

小船在水面上漂呀，荡呀，蚂蚁兄弟

觉得水上划船真是太好玩了！他们开心

极了。

这时，前面漂来一个圆圆的足球。蚂

蚁兄弟赶紧把船划上前，把足球捞起来。

弟弟说：“哥哥，我们到岸上去踢足球吧！”

蚂蚁哥哥说：“好倒是好，可没有足球场怎

么办？”蚂蚁弟弟说：“我也不知道。”蚂蚁

哥哥想了想说：“我们把树叶小船弄上岸

去，当足球场吧！”蚂蚁弟弟听了连连点

头，说：“哥哥真棒！”弟弟和哥哥一起努

力，把树叶船划到岸边，再把叶子拖上岸，

当足球场踢起球来。

正当踢得起劲，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

压下来，一会儿就“哗哗哗”地下起了倾盆

大雨。

蚂蚁兄弟急得团团转。蚂蚁弟弟说：

“哥哥快想办法，我们怕水的！”蚂蚁哥哥

向四周看了看，看到它们的足球场，眼睛

一亮，说：“弟弟，快把叶子抬起来，我们把

它当伞，不就可以挡雨回家了吗？”蚂蚁兄

弟俩举着树叶伞，安全地往回走着。

弟弟对哥哥说：“这真是一片神奇的

树叶呀！”

隆昌市大南街小学
二（6）班 罗梦栀
指导教师 郑杰琼

一次神奇的穿越

神奇的树叶

作者通过蚂蚁兄弟的对话描
写，表现蚂蚁哥哥的聪明，肯动脑
筋。体现了蚂蚁兄弟的团结合作精
神，和兄弟俩勇敢、创新的精神。

点
评

爷爷的“名言”

作者从爷爷的名言这个
小切口徐徐展开，采用“以小
见大”“以老促新”叙事手法反
映了一个家庭在温饱、小康、
新时代三个时期的生活态度。

点
评

夏夏天天
真美好真美好

“画世界”不是作画，而
是通过机器进入画中世界，
更为美妙的是作者通过“画
世界”带领我们身临其境，欣
赏《清明上河图》，领略了大
宋的辉煌。

点
评

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片

爷爷的爷爷的““名言名言””
神奇的树叶神奇的树叶

点
评

一次神奇的穿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