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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鸟语花
香……在春天，打开窗户，总会有
一股迷人的花香扑鼻而来；在春
天，走过田野，总能看到可爱的蝴
蝶翩翩起舞；在春天，仰望天空，总
是感到湛蓝的天与洁白的云配合
得那么默契……

可这……也许只是书上写的
春天，也许只是爸爸妈妈告诉我的

春天，也许只是我心中的春天。
无论走在这个城市的哪条大

街哪个小巷，抬头仰望，总是灰蒙
蒙的的天，看不到想象中的蓝色。
耳边传来的，是工地上的嘈杂声，
叮叮当当不停地敲打着。空气中弥
漫着沙尘以及“工业”的气味……
还有谁敢直直地开起窗户，还有谁
敢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还有谁

把这春天当做是最美好的季节？
我心中的春天是干净的，像花

瓣上的露水，晶莹剔透，没有杂质，
闪烁着生命的光芒。春天是希望的
季节，我只希望，有一天，我心中的
春天能出现在人们眼前。

郑陆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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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邓婕

指导老师 羌建军

学习就是这样，当遇到困难退
缩了，就永远解决不了难题。反之，
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看了《天
才少年维克多》，我才知道我们一
定要在逆境中勇敢地相信自己、决
不放弃。

维克多是一名早产儿，说话
晚，吐字也不清楚，六岁时被诊断
为认知能力低下。虽然爸爸妈妈总
给他加油鼓励，但在学校他却备受
嘲弄和打压：他细心地指出参赛模
型的缺陷，同学们全当没听，还嘲
笑他傻子懂什么；他解开一道难住
全班的数学题，老师认为他撒谎。
因为虽然他的智商测试结果是
173，却被老师误认为是73。最终，

维克多辍学了，连初中都没有毕
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维克多
通过解答广告牌上的题目成为了
艾弗利公司的职员，并且知道了自
己的智商是173，找回了自信心，
于是他便成为了一位名扬世界的
天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内向
的人，虽然成绩还不错，但总不自
信。当我一次考试没有考好时，我
就感觉我的学习差极了。有的时候
我会认为自己很没用,考不好怪
谁，我也只能默默地认了。

就像维克多所说的那样，不管
拥有多么杰出的才能，如果自己都
不相信自己的才能，那么这些才能

根本没用。我们拥有的才能，并不
是数字可以评价的。如果还没有尝
试，就不要给自己的能力下定论。
“请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伟
大的存在。这样的话，我们的行动
也会变得伟大起来。”

更何况人生的路是坎坷的，总
是会有困难，人的一生永远不会是
一帆风顺，难免会有挫折的。但我
们一定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管多大
的挫折都会战胜。
我要向维克多学习，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都要相信自己，如果自己
也不相信自己，那么就真的没用了。
郑陆中心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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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梁佩茹

指导老师 陆小英

今天我一起床，就看见奶奶弯
着腰在水池边洗小青菜。洗着洗
着，奶奶直起腰，边捶边愁眉苦脸
地自言自语：“唉，青菜上的小虫子
就像在上面生了根似的，真难洗！”
过了一会儿，奶奶又说：“这菜不要
也罢，这么多虫，要是洗不干净，吃
下去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看到
奶奶这样苦恼，我也急了，真想助
奶奶一臂之力，怎么办呢？这时，我
想起《植物》一书中说过，淡盐水能
杀菌消毒，说不定也能洗掉青菜上
的小虫子呢！不妨试一试！于是，我
对奶奶说：“奶奶,把这个任务交给
我吧，我保证，一定顺利完成任务！”
奶奶半信半疑：“你行吗？”我冲着奶
奶神秘地一笑。
我打来一盆清水，往水里加了

两小勺盐，然后把菜叶一叶叶掰开

浸在水中，然后坐在一边静观其
变。

小青菜放入盐水中一会儿功
夫，奇迹发生了：菜叶上的小虫子，
一个个像投降的俘虏，纷纷松开了
它们巴住菜叶的“爪子”，在水中不
停地蠕动中，越来越快，可这样的情
况没持续多久，它们的动作越来越
迟缓，又过了一会儿，它们就直挺挺
地漂在了水面上！看来，这些虫子很
“娇嫩”，受不了盐水的刺激，才纷纷
从菜叶上掉下来了。

奶奶望着洗得干干净净的青
菜，笑着问我：“我的孙子真厉害，这
些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啊？”我自豪地
说：“这当然是书本的功劳啦，这就
叫活学活用嘛！”

马杭中心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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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曾文升

指导老师 耿明霞

我喜欢折纸鹤，喜欢艺术。虽
然折纸鹤的过程中有不少“酸、苦、
辣”，但是甜却让我坚持了下来。
那是个炎热的下午，太阳不停

的烘烤着大地，知了在不停地叫着
“知了，知了……”。虽然天气很热，
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愉快的心
情。我正在写作业，不小心把笔碰
掉了，我弯腰去捡时，看到姐姐手
中有一只动物，仔细一看，原来是用
纸折的鹤呀！我急忙向姐姐请教折
纸鹤的秘诀。姐姐找了一张废纸，
先裁出一张正方形纸，然后对折三
次，再打开，把四个角往中间折，最
后折成一中四角形的样子，然后合
拢成一个菱形，然后再反折，拉开，
纸鹤的翅膀就折好了。最后用黑笔
在纸鹤两边点一点。真是“画龙点
睛”啊！添上了这双眼睛，纸鹤立刻
就活灵活现了。
我对姐姐说：“姐姐，让我试试

看。”于是，我拿起一张姐姐为我准
备的正方形纸，我按照姐姐做的样
子做，不一会儿，我就做好了，哎呀，
翅膀反了！哎呀，这个眼睛歪了！哎
呀，这个尾巴反了……两个小时过
去了，最后我总结失败的教训，反复
练习，终于折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
纸鹤，后来我又折了许多精致的纸
鹤，用红线一一串起来，成了一个别
致的风铃。虽然这纸鹤风铃里没有
铃铛，但是我觉得纸鹤互相摩擦的
声音比世界上哪一个风铃都好听。
有时微风吹来，它在风中旋转，不时
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觉得这声音胜
于人间一切的声音。
学折纸鹤不仅让我品出了酸

甜苦辣，还让我明白了自己亲手学
做的东西更有意义，只要有毅力，就
能解决一切困难。
马杭中心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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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蒋瑶卿 指

导老师 耿明霞

我叫大熊猫，已在地球上
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
“活化石”和“中国国宝”，是世
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也
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
物种。

我的体型肥硕似熊，丰腴
富态，头圆尾短，躯长 1200～
1800mm，尾长100～120mm，
体重 80～120kg，最重可达
180kg。我的毛色奇特，头和身
躯乳白色，而四肢和肩部是黑
色。头上有一对整齐的黑耳朵，
还有两个黑眼眶，很像戴着一
副八字形的黑眼镜。因为我长
相俊俏，神态温驯，给人以优
雅、活泼的感受，所以人们都很
喜爱我。

我主要以竹茎、竹叶和竹

笋为食，每天大约要吃 20千
克。其中我最喜欢吃的有冷箭
竹、华西箭竹、墨竹、水竹、斑竹
等。因此还得了一个“竹林隐
士”的雅号。我每天除去一半进
食的时间，剩下的一半时间多
数便是在睡梦中度过。吃了睡，
睡了吃，让我成了一个大胖子。
我喜欢嬉戏，憨态可掬。有

时直立起来，状似舞蹈；有时背
倚石头，坐在草地上悠然自得
地啃着竹枝；有时团成一团，漫
不经心地随地打滚；有时拖着
笨拙的身体，摇摇晃晃地在草
地上玩耍。
小朋友，你们喜欢我吗？喜

欢的话，就来动物园看我吧！
湖塘桥中心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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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荆翊桓 指导老师 盛佳

冬姐姐向大家挥挥手，走
了，而春姑娘迈着轻快的脚步
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我随着
春姑娘的脚步，去寻找春天。

轰隆隆，轰隆隆，春雷响
了。小草一株株慢慢地从大地
妈妈的怀抱中探出头来，好奇
地张望着四周。“春天终于来
了。”小草们给大地妈妈披上了
一件绿油油的春衣，可漂亮了。

在春风的吹佛下，桃树灰
褐色的枝干上开满了粉嫩的桃
花，满树的桃花有的几个挨在
一起谈论着春天的悄悄话，有
的亭亭玉立，还有的只开了一
两片花瓣，就像是调皮的小孩
在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游
戏……这些漂亮的桃花急切地
扒开淡绿色的叶子朝外张望，
告诉大家春天来了的喜讯。整
棵树就像一朵粉红的云彩。

瞧，花坛边那一簇族，一条
条，黄灿灿的是什么呢？哦，原
来是迎春花呀！走近仔细一看，

在深绿色的枝条上开满了金黄
的花朵，远远望去就像是春姑
娘那美丽的绸带。一阵风吹来，
听，春天的使者———迎春花张
开了她那金黄色的喇叭，吹奏
着春天的赞歌。“嗡嗡嗡”小蜜
蜂飞来了，它们这里看看，那里
瞧瞧，还时不时地坐在花瓣上
休息，可开心啦！小蝴蝶随着春
风的节拍，跳起了美丽的舞蹈。

小伙伴们纷纷脱下沈重的
棉衣，换上了轻松的春衣，向小
公园奔去，大家有的在草地上
自由自在的奔跑，有的在桃树
下睡上一觉，还有的拉开风筝
线放风筝，大家沐浴着温暖的
阳光，心里的所有烦脑都抛在
脑后了。

春天有了植物，小动物的
点缀显得更加美丽，更有了我
们的加入，让春天更加美好，有
趣。
湖塘桥中心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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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赵童语

指导老师 何静娴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
命”，而我想说“拔牙不是事，拔起来要
人命”。当然，我这么说是有一定理由
的，因为我的牙齿不仅长得不美观，而
且总是恒牙已经长了一大半，乳牙却
还赖在口腔里不想走。因此，我经常要
遭到拔牙的痛苦，这不，我今天又要被
“行刑”了。

原因是这样的，一天下午，我闲得
无聊，便从厨房抓了一些红枣来吃，可
是我吃红枣时，一不小心咬到了枣核，
结果一颗牙竟然被枣核弄成了两半，
我杀猪般的嚎叫了一声，引起了大家
的注意，奶奶忙问怎么了，我指着那颗
牙口齿不清地说道：“我那颗牙变成两
瓣了!”尽管那颗牙变成了两瓣，可它
却没有丝毫的松动，但爸爸并未因此

放过我，仍然执意要拔那颗牙，还说要
把另一颗也拔掉，我一哭二闹三上吊，
就是不肯拔，但爸爸还是要拔，没办
法，我只好妥协道：“我可以给你拔，但
你这次只能拔一颗，另一颗开学之前
不许拔。”爸爸同意了，我心里这才稍
稍松了口气。
开始拔牙了，我的心又提到了嗓

子眼，并跑去接了一碗水来预备，然后
忐忑不安地坐下来等待拔牙。只见老
爸将手伸进我的嘴里，用力拽那颗牙，
可它就是不下来，于是老爸用力一拔，
终于把牙拔下来了。这时，我连牙都没
来得及看一眼，就冲到厨房去漱口了，
可漱口时，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漱完
口后才知道，原来是爸爸只拔下了牙
齿的一半，还有一半在嘴里呢。没办

法，我只好继续“受刑”，这次比上次还
要疼，我一直瞪着惊恐的眼睛，随时都
准备大叫。经过老爸的硬拉硬拽，那颗
残缺的牙终于下来了。待我漱完口后，
爸爸将三块残缺的牙拼在一起，说道：
“你看看，这牙都蛀成啥了，本来牙齿
里面装的是牙髓，但由于你没有保护
好牙齿，所以里面的牙髓都被虫蛀光
了，因此就只能用肉来填补里面的空
位，这才使你的牙变得十分脆弱。”
这次拔牙事件可谓是一波三折，

但听了爸爸的话，我也知道了，这原来
都是我自己在自作自受，看来我只有
保护好牙齿，才能少受这样的“皮肉之
苦”。

南塘桥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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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孙雯

指导老师 朱艳

我许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没想到
老师把我的心愿报到了遥观镇妇联。
这一天，我的愿望竟然实现了！
那天，我正在专心致志地上课。突

然，刘老师把我和凤美秀都叫了出来，
说要实现我们的心愿，那时，我别提有
多高兴了。我和一些也有微心愿的同
学一起来到了会议室，此时，那紧张、
激动的心情不能平抚，我的手紧握成
了一个拳头，我能感受到此时的空气
都已凝固了！只见陆校长和妇联的阿
姨姐姐们抱着一箱东西面带微笑地
走了进来，看得出来，她们的到来使
同学们不再紧张，因为我们都在想
着自己的微心愿可以实现，便死死

地盯着那一个个里面不知放的什么
的箱子，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我
们还是满怀期待！此时的我，心中一
直在默念：一定要实现、一定要实
现、一定要实现……只听：“余珊，你
的愿望是要一个拉杆书包和一个文具
盒吗？”我紧张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了，
只是机械地微微点头，竟忘了说谢谢。

上学期，我就盼着能拥有一个
漂亮的拉杆书包，但是，爸爸出了车
祸，不能上班，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
妈妈的身上，看着妈妈每天起早贪
黑地工作，我只能默默地把这个小
小的愿望藏在了心底……没想到，
这些阿姨却帮我实现了这个心愿，

我深深感谢有这么一些好心的阿
姨、姐姐们。
该合影了，我迈着轻快的步伐，

朝着拍照的地方走。到了，我笑嬉嘻
的，照相机朝着我时，我的脸红了起
来，“一、二、三”伴随着数数声，我们
慢慢张开了双眼。“咔嚓”一声，拍完
了，此时此刻，我感到了温暖。

我的心愿已经变成现实，我也
有了我自己的想法：这些阿姨帮助
我们实现了愿望，我们应该用勤勉
踏实的态度来感谢她们对我们的关
心。

南塘桥小学五"

+

$班 余珊

指导老师 陆静

心中的春天

自信是前进的风帆
!!!读"天才少年维克多#有感

学折纸鹤

学洗青菜

我的微心愿

拔牙记

寻找春天的足迹

大熊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