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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风暴
每个人的童年肯定少不了许

多有趣的回忆。这不，我们速写组
还因为一根棒棒糖发生了一次“糖
果争夺赛”呢。

我来到素描教室，看见我们组
的两大笑星———耿贝佳和殷一鸣
又吵起来了，真是对冤家！看到跟
在我后面的老师，他们只能悻悻地
闭上嘴，灰溜溜地跑回座位，还互
相瞪了一眼。我向周围一打听，才
知道他们是为老师桌上的棒棒糖
争斗。

我立即来了兴致，因为棒棒糖
一向也是我的最爱。我匆匆画完大
体，就猫着腰轻手轻脚地绕开他
们，左顾右盼一下，没人注意我。哈
哈，真是天助我也！我心中一阵窃
喜，手偷偷摸摸地伸向糖果。
“李某某，你在做神马？”耿贝

佳的声音突然响起，吓得我手一个
哆嗦，手心里的糖仿佛脱缰的野马
飞了出去，在空中划了个漂亮的弧
线。大家一哄而上，一个挤着一个，
手乱戳一通。糖果却调皮地越过我
们如林般的手，我心中大喊不要，
可糖果却歪打正着地落在李雨菲
的画板上。

我们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愤
愤不平地看着这次的冠军，真是气
死我也！谁都没想到糖果竟然给一
向安分守己的李雨菲得到，我心里
那个后悔呀，为什么坐在那的不是
我呢？

这次“糖果大战”终于结束了，
不知下次什么时候才会发生这样
有趣难忘的第二次“糖果大战”？

魏村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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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昕迪

指导教师 顾亚新

火锅盛宴
星期六晚上，我正津津有味地

看着书，突然，一阵香味飘进了我的
鼻子里，“好香呀！是什么好吃的？”
我不禁暗暗猜测。

我顺着香气一路追寻，终于找
到了来源，原来是一锅热气腾腾的
火锅，“啊，我的最爱！”我二话没说，
抢着帮妈妈取碗、拿筷和调料，恨不
得立马开吃。锅子打开了，香味更浓
了。我立刻坐下拿筷下锅，首先夹起
一粒鱼丸，这粒鱼丸雪白雪白的，咬
一口 Q弹，味道很鲜美，且滑溜爽
口，一下就滑到了我的肚子里，令我
胃口大开。接下来，香肠、虾、土豆等
等我爱吃的食物被我一一送进了我
的肚子。

满满一锅菜一会就被干掉了，
妈妈又将好多形形色色的食物放进
去，它们好像去“泡温泉”了，然后一
个个变的肥头大耳的，好可爱。过了
一会，就被我们消灭干净了。吃火锅
光有食材还不够，还要搭配调料，我
最爱甜面酱，妈妈爱醋，爸爸爱海鲜
酱，美味的食物搭配着这些调料，让
食物变得更加美味无比和爱不释口
了。

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对火锅
也越来越喜爱了，寒冷的冬天吃着
热气腾腾美味无比的火锅真是一件
让人很愉悦的事情。

魏村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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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浩澄

指导老师 顾亚新

你们知道羽毛可以干
什么吗？羽毛可以做毽子，
可以做鸡毛掸子，可以做鸡
毛信……今天，我们要把羽
毛当成“武器”，来玩一场
“羽毛争霸赛”。

随着老师的一声令下，
比赛开始了。老师站在白线
上，把羽毛往空中一扬，精
彩的“羽毛争霸赛”就此拉
开了帷幕。一开始，比赛双
方实力难分上下，羽毛就像
一只调皮的小鸟，一会儿飞
到这边，一会儿飞到那边，
忙得我们挤成一团，“噗噗
噗……”不停地吹，口水喷
得到处都是，场地上就像下
起了毛毛雨。后来，我们发
现羽毛落到对方上空时，他
们挤在羽毛下面使劲吹，羽
毛不但不往我们这边飞，还
一直在他们头上盘旋，甚至
还往他们的领地深处飞去。

我们队的同学都哈哈大笑。
好不容易等羽毛落到我们
这边时，我立马伸出手臂，
把队员们往身后一拦，后退
了一步，深吸一口气，鼓起
腮帮子用力一吹，羽毛就像
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样，在空
中转了几圈，轻飘飘地落到
了对方队员汤圆的身边。汤
圆立刻启动了“机器人跳
舞”模式，左转转，右转转，
嘴里“噗噗噗”地吹着气，吹
得脸都涨红了，活像个红心
柚子。这时，王泽瑜来了个

“狗熊救美”，扑上去把羽毛
吹了起来，谁知羽毛却朝汤
圆的脚下落去。汤圆急忙用
脚去踢羽毛，可惜羽毛还是
落地了，汤圆也因为犯规，
被淘汰出局了……

比赛终于结束了，我方
取得了11:0的好成绩。对
方成员很不服气，想再来一
次。但我们队员却很开心，
大家笑着闹着，庆祝我们的
胜利。

湖塘第二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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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戴成宇

胆小鬼
我的同桌叫陈妤宣，是个天真

可爱的小女孩。她的个子不高也不
矮，长着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跑起
来随风飘扬，显得非常有活力。她的
脸蛋白白的，嫩嫩的，像刚煮熟的饺
子，好像不小心碰一下就会破开一
样。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像两颗黑
杨梅浸泡在清澈的泉水里。她的眉
毛黑黑的，微微上扬，像天空中的两
道彩虹。她的嘴巴小小的，遇到开心
的事情，会咧着嘴巴笑，露出满口水
晶钻石一样的牙齿；遇到不开心的
事情，她就会撅起那个小嘴巴，一句
话也不说，真可爱！

陈妤宣很胆小，几乎看见所有
的小动物，都会害怕得浑身发抖。我
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有一只壁
虎在墙上爬来爬去。陈妤宣一抬头
看见了，像弹簧一样跳起来，大叫起
来：“啊啊…壁虎！”她吓得脸色都变
了，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神色。我哈哈
一笑，若无其事地说：“不就是一只
壁虎吗？有什么好怕的？看我去揍
它！”谁知道她更害怕了，捂着眼睛
大声叫道：“不要！不要！”好像我打
的不是壁虎，而是她一样。我伸出手
刚要打到壁虎的时候，壁虎“哧溜”
一下钻到墙角里去了。我哈哈一笑
说：“看见没？壁虎被我吓跑了。”可
是她还是两手捂住耳朵，惊恐万分
地看着墙壁，好像趴在墙壁上面的
不是壁虎，而是炸弹一样。哈哈，人
称女汉子的陈妤宣竟然这么胆小，
真是让我吃惊。

这就是我的同桌陈妤宣，你们
喜欢这位女生吗？

星辰实验学校四"

)+

$班 王昊

畅游童话王国
一天，我来到了一个神奇、美

丽的地方———童话世界，我看到一
位小女孩在向我招手，我觉得她很
眼熟，啊！她就是可爱的长袜子皮
皮，我还看见了长着一双兔耳朵的
国王，他正在啃着一个超大号的胡
萝卜，在他的旁边还有一对夫妻，
他们正从鸡窝里拿出金光闪闪的
金蛋准备到大街上去卖呢！我想他
们一定是童话故事中拥有着一只
会生金蛋的鸡里面的那对夫妻。我
继续往前走，突然看到一座非常气
派的皇宫门前正聚集着许多人，我
凑过去一看，哈！一位国王正光着
身子向前走来，把我的肚子都差点
笑得炸开了。这时，一个小男孩走
向前去对国王说：“尊敬的国王，您
为什么不穿衣服呀！”国王一听，脸
瞬间变得通红，朝皇宫跑去，我想，
这位国王真是太可笑了。然后我继
续往前走，看见一位皇后正把一个
有毒的苹果往白雪公主嘴里送，我
连忙跑去把皇后手中的苹果扔进
了河里，皇后见了生气地跑走了。
白雪公主知道事实后为了感谢我，
请我去她的皇宫享用了一顿丰盛
的大餐，吃得我肚子都快撑破了。
童话世界可真是多姿多彩啊！
湖塘桥中心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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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蔡依霖

指导老师 宋慈艳

从前，一颗蒲公英种子
飘洋过海，来到了山坡上，它
太累了，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它惊奇的发
现自己已经不是那个披着白
绒绒的、渺小的蒲公英种子
了，而是变成了破土而出的
蒲公英小嫩芽，它那碧绿的
小身子如同一把小雨伞，那
嫩如婴儿肌肤的小芽看起来
可爱极了！小蒲公英一天天
快乐的成长着！身边也有了
许多的知心朋友，如小花、小
草、小蜗牛……它快乐极了！

有一天，狂风暴雨不听
指令得下下来了，小蒲公英
隐隐看到一只可爱的小鸟

在雨里扇打着那湿漉漉的
翅膀，疲惫地找着自己的藏
身之处，蒲公英见了大声地
呼喊着：“小鸟到我这来
吧！”小鸟兴奋地朝那个大
洞中飞去，小鸟冷极了，蒲
公英从身上拉下了一些绒
毛织成了暖活的被子，细心
的帮小鸟盖上，但自己的小
孩却没了生命，蒲公英落下
了撕心裂肺的泪水。小鸟醒
后再三的向蒲公英道谢，天
天为蒲公英唱歌，还为它带
来甘甜的露珠。渐渐地，蒲
公英忘掉了悲伤，天天开开
心心地和朋友一起聊天、游
戏……时间久了，他们彼此

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当小鸟
知道蒲公英为了救自己而
牺牲自己的孩子时，就此下
定决心好好的报答蒲公英。
不久，蒲公英的好朋友小鸟
产下两只鸟蛋，便把其中一
只图案最漂亮的送给了蒲
公英，还答应每年的春季都
在一起度过。就这样，小鸟
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方
式和小鸟相互快乐的长长
久久在一起生活着。

这就是一只鸟与蒲公
英的一个普通、感人的故
事！

湖塘桥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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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毛誉霏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
大地仿佛披上了一层金
纱。我们一家三口在休闲
广场散步，可一向对夕阳
情有独钟的我，却怎么也
高兴不起来。因为今天的
家庭作业特别多，现在的
我恨不得立刻回家赶我的
作业。这时，细心的妈妈发
现了我的异常，温柔地问：
“有什么心事？”我不由得
噼里啪啦一阵吼：“烦死
了!复习阶段作业那么多，
可你们却让我在这浪费时
间!”

一向温柔的妈妈居然
也 变 成 了 夏 天 的 娃 娃
脸———说变就变，嗓门也高
起来：“你这几天怎么了？整
天烦!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
就大吼大叫的，有本事你就
自己回家去……”我听不下
去了，拔腿便往家跑。走到
离家不远的小树林边，忘了
什么叫怕，躲进了小树林，
一屁股坐在地上，吧嗒吧嗒
直掉泪。心想：让你们也尝
尝急的滋味。

后来还是聪明的爸爸
找到了我，把我带回了家。

而妈妈也像什么事也没有
发生过一样，摸了摸我的头
说：“孩子，对不起，我知道
你升入了六年级功课多，压
力大，刚刚是我态度不好，
向你道歉。以后有事跟爸爸
妈妈讲，不要随意乱发脾
气，爱发脾气的人会越长越
丑哦！”

我的泪流得更多了，不
是因为感动，而是感到抱
歉。

洛阳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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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蒋欣怡

指导老师 顾祥娟

羽毛争霸赛

我得到了理解和关爱

美丽的奇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