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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写作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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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 ，明

天早点到我家

里来玩。”星期

五放学后，表妹邀请我。“干什么？”我

一脸惊奇，“周末，我要做作业，没时间

和你玩，你找别人玩，好吗？”“不嘛，你

一定要来，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送

我礼物？嘻嘻，这等好事，我来，我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了，迫不

及待地看到表妹送我的礼物。究竟

是什么礼物呢？蛋糕？不对。我的

生日早就过了，何况表妹知道。小布

熊？上次和表妹一起逛街，我在卖饰

品的橱窗前停留了很久，那些东西真

好看，什么样式都有，我的眼睛好像

被那漂亮的小布熊粘住了，表妹叫我

买，最后还是舍不得买。莫非就是这

个？万一不是呢？唉，表妹送我什么

礼物啊，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

早饭过后，我飞快地朝表妹家跑

去，却被告知表妹还没起床。我只好

原路返回，搬出小桌子、小凳子做作

业了。可是，我总是分心，连平时会

写的字、会做的题，此刻怎么也想不

起来。头脑里老是想着五花八门的

礼物。

突然，眼前飘来一包香辣零食，

我一伸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飘来

一阵花香，随即一大束鲜花降临我的

身旁，等我去拿时，又不见了。哎呀，

我可真期待表妹送我的礼物！

不想那么多了，还是抓紧时间做

好作业再说吧。等我写完作业的最

后一个字，抬头看看时间，刚好9点，

表妹这个时候应该起床了吧。收好

文具和书本，我起身又往表妹家跑

去。

你猜怎么着？表妹的奶奶说她

醒来喝水后又睡着啦。你这个表妹，

平时读书起得还算早，怎么到了周末

就睡得这样沉？昨天你不是亲口对

我说过，叫我今天早点来拿礼物，可

你自己却在睡大觉。要不，你把这事

儿搞忘了？

“姐姐，我在这儿啦。快上来！”

正当我准备转身离开，表妹熟悉的声

音让我心中一喜。只见她站在阳台

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朝我微笑着

挥挥手。我赶紧跑过去，兴奋地接过

礼物，拆开包装一看：花花绿绿的糖

纸里，露出了一块心形的巧克力。

哇，我好喜欢！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四（1）班 阳仕珍
指导教师 邱达官

一个人的一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挫

折，从懵懂无知到明白事理，你总会在某一

刻走向成熟。

犹记得那次班级800米长跑，当我们怀

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来到操场时，看到那早

已画好白线的跑道，大家不禁打了个冷战。

800米，足足绕操场两圈，这对毫无长

跑经验的我们而言是一次挑战。大家都面

露难色，更加重了我内心的担忧。

随着一声哨响，同学们纷纷像离弦的

箭般冲了出去。我也随着大家冲了出去，

跑完一圈之后，我感觉有些力不从心，我的

脚步慢了下来。我想休息一下，甚至想放

弃不跑了。

突然，我不小心被小石子绊倒了，膝盖

感到阵阵疼痛。一瞧，上面渗出了血。泪

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好想就此停下来。

这时，后面的同学一个个从我身边跑

过，她们的脸涨得通红，大颗大颗的汗珠像

断了线的珠子般往下落，却依然奋力奔

跑。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大家都在拼命地

奔跑，我却在此犯懒。她们都能坚持下去，

难道我就要半途而废吗？不能！我咬紧牙

关，忍着疼痛，使出全身的力气向前跑，想

着绝对不能被这点小挫折击败。

超过第六个同学了！第五个了！终点

离我越来越近了！我的脑海里响起了一个

声音：“冲啊！快到终点了！”膝盖上的伤口

由于奔跑而被撕裂开来，血顺着腿流了下

来。当老师宣布我是女生组第二名时，我

顿时忘记了疼痛，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那次比赛让我懂得了“不经历风雨，怎

么见彩虹”的真正含义。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
2017级8班 胡诗琪

指导教师 吴映霞

最近，我和哥哥一起做了个有趣的

试验——观察蚂蚁工房。我们发现蚂

蚁特别勤劳、特别团结。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我竟然变成了蚂蚁中的一员。我惊讶

地发现大家都在忙碌着修建蚁巢，原本

毫无空隙的沙堆，被小伙伴们挖掘出了

无数条弯弯曲曲的小隧道。

我们用坚实有力的嘴衔着沙子，匍

匐行走，却努力高昂着头，仿佛在给自

己打气：加油！加油！我们沿着通道有

条不紊地往外搬沙土，热火朝天的样子

像极了农民伯伯辛苦播种的场面。

不知道随着队伍往返了多少趟，我

终于累得瘫坐下来，休整片刻，我才细

细地打量起来：我们的身体呈褐色，圆

而略扁的脑袋，小巧而健壮的胸部，圆

滚滚的肚皮，细长的触角，六只灵活的

腿可以带着我们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

突然，前方一阵骚动，小伙伴们里

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什么，就像粉丝们在

追星一样。哦，原来是我们的老大——

蚁后！它的体型超大，是我们工蚁的好

几倍，特别是腹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

橄榄球。它的主要职责就是产卵、繁殖

后代和统管蚂蚁大家庭，好辛苦呢！

在老大的号召下，我再一次投入到

紧张地劳动中去，而这一次的任务是搬

运食物——一只已经死亡的马蜂。这

只马蜂太大了，足足有一颗红枣那么

大，单凭一己之力绝不可能搬回巢穴。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七嘴八舌的时

候，我突然想到“熊出没”里光头强用电

锯砍树的画面，于是我提议：“咱们把马

蜂分解一下吧。”于是，我们又当起了

“小小解剖员”，锋利的上颚变成了锯

刀，把马蜂分解成一小块一小块。力气

大的伙伴直接扛起一块就走，力气小点

的呼朋引伴，三五个一起将一块食物高

高托举起来，嘴里喊着“一二、一二”，迈

着整齐的步伐向食物储藏室走去。

“宝贝，快醒醒，太阳晒屁股啦！”我

被一个轻柔的声音唤醒，原来是妈妈叫

我起床啦。昨夜神奇的梦之旅，让我从

小小的蚂蚁身上得到深深的启示：只要

我们人类和蚂蚁一样勤劳勇敢、团结一

致，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新冠、战胜干旱、

战胜一切困难！

宜宾市翠屏区棠湖学校
六（1）班 杨馥嘉
指导教师 陈梅

倚坐在院子里，且看那天空中的

孤鸟，穿梭于云雾间，向天际而去，风

沙沙作响，树叶的影子正斑斓地舞

蹈。或许，不是因为风，而是与我一

同醉在这霞光四溢的余晖大地中了

吧。

世态万千，风花雪月，万物皆有

其独特的情趣，我独独沉浸在这无边

的夕阳中。

春日里，爱坐在窗前，看窗外的柳

叶，与抽出新芽的银杏；看地上长出的

青绿野草，在风中摇曳，那曼妙的舞姿

里，似乎便是生命；看余晖下归家的农

民，他们肩头扛着泥泞的锄头，小麦色

的皮肤尽显笑容，那一滴滴汗水，似乎

便是希望。待那夕阳的点点光斑消失

殆尽，天色便暗了下去。

夏日里，爱靠在院里的梧桐树

下，看对面的大爷和小孩儿啃着一块

块西瓜，脸颊上的惬意藏也藏不住；

看邻居奶奶拿着大蒲扇扇去孙儿周

边的蚊虫，眼中的笑意快要溢出眼

眶；看街边的人们穿着拖鞋，手拿冰

棍在马路上悠闲地散步，与周边的朋

友笑谈趣事。暮色正浓，整个大地晕

成模糊的一片。

秋日里，爱走在泥泞的田垄上，看

低沉着头的小麦，麦子，在落日的光束

下折射出金黄的麦芒；看火红的高粱，

扬着头的模样，像极了丰收时农民的

笑脸；看孤雁在天边飞过，穿过云雾，

落日将光全送给了它，它满身金光，似

乎重拾了方向与信念。

冬日里，爱与家人漫步在河边，

看河岸边一束束芦苇倒映在泛着涟

漪的河里，落日余晖下，河水似乎包

裹着光芒；看落日沉进河里，与芦苇

共眠，浸在漫无边际的暮色里，醉在

一汪清泉之中。

漫步在落日下的街道，几个少年

飞跑回家，满身金光，与夕阳的光芒

相互浸染。“飞扬的少年最动人心，奔

跑的时候像是穿过了光阴”，从前只

觉美好，如今终于明白其中的诗意。

在那余晖下飞跑的少年，是多少充满

希望，奋不顾身的身影？数不尽，也

无从知晓……

与落日相伴的日子里，最爱集光

芒于一身的追梦人，愿我们永远与梦

想同行。

雅安市雨城区第七初级中学
七（13）班 姜梦颖

指导教师 王瑶

总认为别人没有自己行的

我，这次又“翻车”啦！

上完厕所回教室，看到黑板

上画好一个娃娃。那娃娃用殷

切期待的目光定定地盯着我。

只差个嘴，就完美无缺，真好看！

上课铃响起，回教室的同

学疑惑地看着娃娃。老师和颜

悦色地说：“因为习作需要积累

素材，我们这节课来玩游戏

——添嘴巴。但有难度哟！想

知道规则吗？”老师扫视了一圈

教 室 ， 故 意 掉 下 话 匣 子 。

“想！”同学们异口同声。“先蒙

上眼睛，再走上讲台，拿一支

粉笔，走到娃娃面前，添上一

个漂亮的嘴巴。”

“谁第一个呢？”同学们个个

都跃跃欲试，齐刷刷地举手。老

师纤手一指：“小萱，请你来！”把

手举得高高的我，顿时像打蔫的

花。

被老师“认证”过的红领巾

稳稳地“驻扎”在小萱的双眼

上。她张开手臂，摸了摸黑板两

端，确定黑板的中心，便画上一

个樱桃小嘴。看着小萱一笔一

画地认真劲，有同学屏气凝神，

担心她的手走出“地界”，也有同

学睁大吃惊的眼睛，不敢相信平

时默默不言的小萱，居然还有这

本事。

当小萱气定神闲地画好最

后一笔时，“喔——”同学们佩

服得叫起来。她迫不及待地拉

下眼罩，生怕哪一笔跑偏。当

大家掌声雷鸣后，小萱怯怯地

说：“感谢大家的鼓励。只要用

心，就成功了一半。”而我满不

在乎。如果抽上我，一定比她

画得漂亮。

经过几轮“现场翻车”后，老

师选我当最后选手。我可是经

过“九牛二虎之力”思索过的

——把嘴画大点，夸张的娃娃最

好看！哈哈……

我大步流星地走向讲台，

却一不小心踏空，让自己丢了

脸。唉，出师不利呀！好在自

控力强的我，马上调整。我听

见下面有的同学在窃窃私语，

有的在窃笑。我三五两下画

好，急忙拉下红领巾。不是

吧？大嘴有一半超出了脸，还

跟猪八戒“沾亲”。台下一片哗

然 ， 我 赶 紧 灰 溜 溜 下 了 台 。

脸，真是丢到了家。

唉，自信也需建立在成功的

基础上呀！像我这样自负的人，

不失败，嘿嘿，才怪！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五（6）班 胡靖伟
指导教师 曾娟

神奇的神奇的梦之旅梦之旅梦之旅

作者发挥想象，运用生动的语言
写了自己变成蚂蚁后的见闻，重点描
写了蚂蚁们修建蚁巢和搬运食物的情
形，从中悟出了我们人类也能团结一
致战胜困难的道理。

点
评

我的老妈是一个爱臭美的人。

她长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两道

又黑又细的眉毛，嘴上总涂着豆沙色的

口红，头发染成了棕色，穿着时髦又得

体，走到哪里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老妈喜欢买一些特别贵的化妆品，

她的化妆包就有七八个。每天，老妈一

起床不是做早饭，而是梳妆打扮，做早饭

的事都扔给爸爸。她坐在梳妆台前，专

心致志地化妆，我们叫她吃饭她也不理，

好像化妆比吃饭还重要。

她化一次妆要好久好久，涂粉底、描

眉毛、抹口红……乱七八糟的，我们看着

都累，可亲爱的老妈乐此不疲，画完妆后

就问我们好不好看，那个酸爽劲啊，别提

啦！

老妈不仅爱化妆，还会搭配衣服。

不化妆的时候，她会把衣服堆在一起，穿

穿这一件，试试那一套，看哪些衣服搭配

在一起更好看。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要去姑婆家里

玩，当时我们都准备好了，只差老妈没

来，因为她还在化妆，我们只好在楼下

等。外婆等不及，就先坐车去了。爸爸

等得有些着急了，不停地跺脚，时不时看

一下手表，可是又不敢发火。过了一会

儿，他实在忍不住了，就生气地对我说：

“去，叫你妈走了，不然就迟到了。”

我飞快地跑上楼，打开门，只见沙发

上、床上都堆着衣服，老妈还在为穿哪件

衣服纠结。看到我来了，她就像抓住救

命稻草一样，讨好地对我说：“媛媛，你看

妈妈穿哪件衣服好看？”“这件、这件，你

身上的这件衣服很好看呀。”我一边催

促，一边着急地说。

只见老妈一点儿也不慌张，用手理

了理身上的衣服，还不忘在镜子面前摆

几个姿势，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才满意地

和我走下楼去。

一路上，爸爸虎着脸，一言不发，几

乎超速地开车。老妈可不管爸爸这一

套，还沉浸在她那精心的装扮中，一脸得

意的神情。等我们三个人匆匆赶到姑婆

家，果然迟到了，外婆数落起了老妈，可

老妈在外婆面前把娇一撒：“妈，你的女

儿漂亮吗？”事情就忽悠过去了。

这就是我的老妈，一个超级臭美的

老妈。

广安市广安区龙台镇小学
五（3）班 李绮媛
指导教师 朱德全

““臭美臭美””的老妈的老妈

作者开篇描写了老妈精致
的妆容，然后抓住老妈化妆、试
衣服这两个典型细节，把一个追
求生活极致的老妈刻画得栩栩
如生，诙谐的语言中不失温暖，
略显抱怨的语气中又凸显了家
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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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负的代价自负的代价

眼高手低的“我”，
总觉得同学画的皆不如
自己。可当“我”画出心
中理想的嘴后才发现，
原来自负是需要代价
的。生动风趣的语言，
鲜明的个性，让“我”的
形象跃然纸上，给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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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那一刻
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作者选取了运动会上参加
800米跑步比赛的事例，详细刻画
了自己受伤以后想放弃，最后又坚
持下来的心理历程。语言生动，感
情真挚，结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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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落日相伴的日子

礼 物

作者开篇设疑，埋下伏
笔，中间通过“想象礼物”“失
望而归”“期待礼物”“惊喜获
得”等场景展现，将一波三折
的故事、丰富细腻的心理描
绘得生动形象。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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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文笔优美，作者从生活细节出发，描绘了春夏秋冬与落日相
伴的情景，由落日联想到人生追求和梦想，表现了落日给予人的激励，
结尾升华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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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