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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正在睡梦中的我，突然被一阵

小孩的哭声惊醒。谁呢？这么早就醒

了，惊扰了我的美梦。迷迷糊糊中，我睁

开眼一看，啊？是弟弟。他躺在床上边

哭边叫：“我要奶奶，我要奶奶！”

睡意蒙眬的我，赶紧裹上一件外套，

快速来到弟弟床边，轻轻地拍着他：“弟

弟不哭不哭，姐姐在这儿呢。”可是，不管

我怎么哄都没用，弟弟扯着喉咙，哭得更

厉害了。哎呀，大清早的，你叫什么呀，

邻居听见了，以为谁在欺负你呢。哄了

很久，弟弟依然不听。算了，不哄了，我

回到被窝继续睡。

弟弟的哭声真是太大了，吵得我怎

能睡得着呢？他一直哭，一直叫奶奶。

“你是不是要叫？你信不信我过来打你

了？”奶奶的声音，从厨房那边传了过

来。哭喊着的弟弟，根本就不听，继续哭

闹着。看来，奶奶不来，弟弟的哭声不会

收场。

“你叫什么，这么早不睡觉？”不知啥

时，正在厨房烧火煮饭的奶奶走了过来，

虎着脸，扬起巴掌。哈哈，奶奶一来，弟

弟立马不哭了，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

了。

“现在是 6点整。”还没睡一会儿，奶

奶的手机响了，我连忙竖起耳朵听。这

才 6点，弟弟 5点多就醒了，他怎么这么

早就醒了？奶奶告诉我，弟弟白天也睡

觉，晚上睡得早，当然醒得早。哦，原来

是这回事。

我起了床，洗好脸，一家祖孙三人围

着桌子吃早饭。等我背起书包准备去上

学，“醒得早”的弟弟也跟了过来，拉着我

的手，还要我跟他再玩一会儿呢。

说真的，每天早上，我不是闹钟叫醒

的，而是弟弟这个特殊的“闹钟”吵醒

的。弟弟呀，为啥不多睡一会儿呢？你

也醒得太早了吧。

如果弟弟今后上学了，也会早早起

床，我为他竖大拇指。“早睡早起，好好学

习。”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渐渐长大的弟

弟。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五（1）班 程雨欣
指导教师 邱达官

“贝贝，今天你给弟弟洗个澡，行

不？”最近，外婆的脚有点酸痛，多站

一会儿就很累。“好的。”我拿出洗澡

盆，倒上热水，从屋外叫来玩得满头

大汗的弟弟。

别看弟弟年龄小，手脚倒挺麻

利。一听说“洗澡澡”，赶紧把自己

脱了个精光，跳进浴盆洗起来。哈

哈，盆里的这个小人真逗人发笑：

小屁股圆溜溜的，真想弹一下，一

定QQ弹弹；肚皮鼓鼓的，有点像小

写的“b”。毛巾浸上水，给弟弟全

身擦洗一遍，再抹上沐浴露。啊，

弟弟的皮肤真好，光滑细嫩，好比

刚剥壳的鸡蛋。

弟弟平时怕外婆，却不怕我。

此时的他，更加调皮了。你看：他一

会儿用小脑瓜顶着我的头，一会儿翘

着小屁股对着我。他总想搞点事，一

直在盆里不停歇。

哼，你若不是我的弟弟，早就

给你屁股上两巴掌了。还没洗几分

钟，他就换用其他“招数”对付我

——双手捧水泼我，用带泡泡的手

拍我的头，弄得我头上泡泡一大

堆，他自己“咯咯”地笑个不停。

哎呀，你这个“皮弟弟”，让我怎么

给你洗澡？

现在轮到洗头啦。洗发水挤在

掌心，我用双手搓了搓，抹在弟弟的

头上。瞧他那副样子，一双大眼睛紧

闭着，鼻子下面的嘴巴，感觉像被什

么东西夹着，扁得有点夸张。哈哈，

弟弟，你刚才的调皮劲都到哪儿去

了？当我冲洗他头上的泡泡时，他一

直在那儿“哇哇”地叫喊着。洗头刚

结束，弟弟竟自豪地对外婆笑了笑：

“婆婆，你看我没有哭。”外婆听了直

夸他能干，而我则在一旁抿着嘴偷偷

笑。

洗完澡的弟弟，脸蛋红彤彤的。

红得是那么可爱，赛过大苹果，真想

拿过来“咬”一口。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五（1）班 朱贝贝
指导教师 邱达官

两年前，我就好奇为何会有“窗含西

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的诗

篇？成都平原又是如何将百里开外的西

岭雪山纳入朱户的呢？

直到有一次摄影展，我见到这幅

作品：远方云雾笼罩着连绵起伏的白

雪青黛，山脚仿佛滔滔江水和热闹码

头；近点儿，高耸入云的双子塔和高

楼大厦错落有致；再近点儿，是如镜

面般的东安湖，微风袭来，波光粼

粼；脚下，是龙泉山的青松翠柏、银

杏毛竹。我由感动到震撼，浪漫的诗

句在成都竟如此真实。

古语说：少不入川，老不离蜀。我

生长于此，我想，我离不开的是三千年

府南河环绕红墙黑瓦、飞檐翘角的文化

底蕴；我离不开的是都江堰、“交子”

代表的创新创造的基因；我离不开的是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优雅浪

漫；我离不开的是繁华都市、幽静草堂

共存的吸纳包容；更令我离不开的是成

都人民的盖碗茶、火锅的巴适安逸、友

善豁达。

我问爸爸：“您眼中的成都是什么模

样？”

爸爸说：“成都有古蜀的神秘与绮

丽，也有现代的时尚与优雅；更有推窗见

绿，出门见景，千米见园的闲适，还有山

水人城相濡以沫的和谐，在这里似乎连

生命都可以变得悠长。”

爸爸的话发人深省，成都的发展伴

随着我的成长。清幽秀丽的草堂背后，

转角就是烟火人家；走过风雅诗意的安

顺廊桥，便是撞个满怀的袅袅炊烟、灯火

阑珊……

这就是成都，发展和生态可以兼顾，

绿色和创新可以共融，历史韵味与现代

风华可以共生。我爱成都！

成都市实验小学
五（6）班 文诗蔓
指导教师 刘希敏

我爱成都我爱成都

作者用诗句引出成都的美
丽景色，用极其优美的语言写
出了成都的历史文化与创新发
展，读完令人唇齿留香，回味
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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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想 身 体 好 ，常 往 洪 雅

跑。”这句享誉川内外的话，说的

就是我的家乡——洪雅。这座

小县城依山傍水，神奇的桌山

——瓦屋山，海拔三千多米，直

插云霄，百万余亩的原始树木，

形成全国“最大的森林公园”，所

以有着“绿海明珠”“天然氧吧”

之称。

在这片海拔三千米，土地肥

沃的丛林深处，生长着一种“秘

境仙草”——雅连。因此，我的

家乡还有另外一个美称叫“雅连

之乡”。今天，我要大家讲讲雅

连的故事。

雅连学名是三角叶黄连，属

黄连中的珍品。古时曾被历朝

作为贡品，送往朝廷太医院，因

此，又被称为“贡连”。雅连是一

味祛病延年的良药，苦寒味极

强，且有清热燥漫，泻火解毒的

功效，是治疗糖尿病的“克星”。

洪雅县是中国历史上的贡

连产区，据有史可考已达 1300多

年。传说雅连最早生长在瓦屋

山一带的绝壁上，旧时采药人常

以性命为赌注，才可获得，所以，

雅连十分珍贵稀有。

在明代，洪雅县高庙一带的

连农开始尝试栽培雅连以求生

存，从采野生连转型为以栽培连

为生。他们选择阴山斜坡，土地

湿润肥沃的地方进行栽种，要 5
至 7 年才能采挖，采收土地轮休

30—60年，这就是雅连最珍贵的

原因之一。

由于栽种条件苛刻，特别是

受海拔 2000 米和土地轮作周期

30 年制约，栽种十分不易，雅连

产量逐渐下降，直至市场绝迹，

被列为濒危物种。

于是，拯救雅连之旅开启

了，专家和药农进深山搜寻雅

连野生苗进行培育繁殖。经十

多年的不懈努力，雅连的抢救

终于取得成功，不仅大面积种

植，也让当地药农走上了致富

的道路。

因此，雅连也被评为“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为了洪

雅特产，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雅

连之乡”。

洪雅实验小学
四（7）班 杨梓渲
指导教师 杨琴

“醒得早”
的弟弟

给弟弟洗澡

家里有个小弟弟，早睡又
早起。起得又太早，躺在床上
哭哭啼啼。姐姐哄弟弟，弟弟
要奶奶。祖孙三人一场戏，读
来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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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写作素材，把“给弟弟洗澡”写得生
动有趣。通过外貌和动作描写，刻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顽童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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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妈妈组织我和弟弟玩“掷一

掷”的游戏。游戏开始前，妈妈宣布了规

则：1.准备两个骰子，弟弟和我同时掷，共

20 次。2.记录每个骰子最上面的数字，

并算出两数之和。3.如果两人掷出的骰

子数所得的和是5、6、7、8、9，弟弟就是赢

家，否则算我为赢家。

妈妈还宣布了分工：我的工作最轻

松，只负责掷骰子；妈妈负责记录数据；

弟弟最乐意算算术，他除了掷骰子还要

算出两人掷出的骰子数之和。

游戏开始了，我一边掷一边趁着弟

弟算和的时间估算了一下：骰子共 6面，

上面有1到6的数字，两个骰子上面最少

的数字和为 1+1=2，最大的数字和为 6+
6=12，所有的数字和就包括从 2 到 12 共

11个数字；弟弟赢只有中间 5、6、7、8、9，
一共 5 个数字，5 次机会，那我赢就有剩

余 6 个数字，6 次机会，我赢的机会应该

更大。……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暗自高

兴起来。

然而，我们掷了 5次，弟弟赢了 4次，

我只赢了1次。我沉不住气了，要求和弟

弟换骰子。可到了第 12次，我仍然只赢

了两次。我又让妈妈帮我掷，后来干脆

不掷，改为把第 6面朝上轻轻放下去，希

望数字和最大或最小。……最终，我和

弟弟各掷了 20 次骰子，弟弟赢了 17 次，

而我只赢了3次。

一个5岁的小孩，竟然赢了五年级的

学生，真是太丢脸了！明明弟弟只选了5
个数，而我选了 6个数，6比 5大，应该是

我赢的几率大呀！

于是，我把两个骰子上数字的和列

了出来，制成一个表格。原来，和为5、6、
7、8、9 的可能性有 24 种，而和为 2、3、4、
10、11、12的可能性却只有12种。也就是

说，掷出骰子点数和为5、6、7、8、9的可能

性大得多。游戏中，弟弟占了 24种赢的

可能，而我只有12种，当然是他获胜更多

了。

我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学数学

要分析归纳，百思才能得其解呀。下

一次，我一定选 5—9，好当赢家。”妈

妈说：“做任何事情既要看到现象，还

要分析原因，找到规律，总结经验，

才能成为生活的赢家。”弟弟冷不丁冒

了一句：“我是有规律的，就赢了。”

我们都笑了。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五（3）班 王棋乐
指导教师 王汐

雅连之乡雅连之乡

作者详细向我们介
绍了“雅连之乡”的由来，
雅连的功效、雅连的种植
历程，语言朴实，情感真
挚，让读者更加了解洪雅
这座美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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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清晨，青虫豆豆和蟋蟀佳佳在

小河边玩游戏。

“快来抓我呀！来呀，来呀！”佳佳一

边朝豆豆做鬼脸，一边说道。豆豆爬呀

爬呀，好不容易才爬到佳佳身旁，刚伸手

一抓，佳佳又跳走了。豆豆生气地说道：

“有本事，你不要跳走呀！”佳佳说：“我就

要！”豆豆又只有慢慢爬了。

突然来了一只小白兔，它轻轻一

跳，巨大的冲击力，把小小的豆豆给冲

飞了。佳佳看见小白兔来了，赶忙往旁

边跳，但可怜的豆豆被冲到旁边的河里

了。幸好只是被弹到了河里的一片小叶

子上。豆豆着急地喊着：“救救我！救

救我！”佳佳连忙跳到小河边，一边

跳，一边说：“豆豆，你不用怕，虽然

河流很湍急，但我听说河下游是一个平

平的钓鱼池！”

“那我一翻，就会被小鱼吃了。”豆豆

哭诉着。

“不要怕，不要怕！”佳佳说，“下面的

钓鱼池比较平静，但过了钓鱼池，水流就

会加快，一会儿，你只要抓住叶子，保持

平衡就行了。”

“好！”豆豆说着，水流便加快了。可

能是水流太快，佳佳追不上豆豆了。豆

豆抓住叶子，保持平衡，闭上眼睛，咬紧

牙齿，顺着河流到了钓鱼池。

到钓鱼池了，豆豆已经累坏了。它

躺在叶子上，等着佳佳。

“豆豆！”佳佳喊道，豆豆一骨碌爬起

来，说：“我在池中央！”佳佳听了，赶紧捡

了根木棍，向豆豆扔了过去，豆豆用木棍

划到了岸边。

刚到岸上，豆豆那不争气的眼泪喷

涌而出，它抱着佳佳，好像许久未见的亲

人。佳佳安慰道：“不哭，不哭。就当你

在河里做了一次旅行吧！”

隆昌市大南街小学
三（6）班 张欣芮
指导教师 郑杰琼

在小河上旅行在小河上旅行

作者勤于思考，善于总结，通过记叙数学游戏掷骰子的详细过程，不仅道出分析归
纳的学习方法，还明晰了人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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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掷””出来的赢家出来的赢家

作者模仿《在牛肚子里旅
行》来写童话，仿写了一个豆豆
不小心被冲到河里，佳佳舍身救
豆豆的故事。故事有起伏，有高
潮，表现出了作者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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