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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唐僧、沙僧、孙悟空、
猪八戒师徒四人，取完经后准
备回天宫，这时，玉皇大帝打来
电话说，如来佛祖牙疼，让他们
快快回天宫来医治。

于是，他们四处学医，学
会后就赶紧定了四张飞机票，
准备回天宫，白骨精不知道从
哪听到的，就狠狠地说：“这回
我要把猴子杀了，把唐僧也杀
了，晚上吃唐僧肉。”

他们坐上了飞机，飞机

很快地就飞到了山顶上，白骨
精掐指一算，大叫：“不好！飞
机已飞过山顶，快追！”白骨精
用抢来的飞行器去追飞机。
飞机上，大家都很放松。唐僧
在用苹果手机玩“开心消消
乐”，孙悟空在用汗毛变的音
响听老鼠爱大米。突然，孙悟
空闻到一股妖怪的味道，把视
线转移到一个空姐身上，白骨
精心想：不会吧！我喷了那么
多香水，他怎么还发现我了。

她换了个形象，变成了一位老
婆婆，坐在孙悟空的后面，悄
悄地拿出把刀，要杀孙悟空，
可惜没有得逞，白骨精于是决
心和孙悟空同归于尽，他们下
了飞机，在地上打呀打呀……
终于，白骨精被打败了，孙悟空
追上了飞机，坐着飞机走了。

师徒四人回到天宫，他
们把如来佛祖的牙疼给治好
好了。

（指导老师:郑龙冰）

师徒四人与白骨精
新鹰小学 四（3）班 周婧婧

回忆是一束温热的阳光，
静悄悄的，
却能带给你无限遐想。
回忆是一朵迷人的花，
羞羞浅浅，
永藏心间。
回忆是一场江南烟雨，
打翻了思念，
湿润了心田。
（指导老师：刘闪闪）

回忆
六（3）班 周湘雲

我有一个小秘密，在常人眼里
这也许根本不算什么秘密，而我却
觉得它是一个秘密，是一个除了天
知、地知、我知之外，无人知晓的秘
密。

每天，我总会抽出一些时间写
属于自己的秘密——日记。我的日
记从不给他人看，哪怕是我最爱的
父母。无论是学校里发生的事，还
是家里发生的事，那些欢声笑语，那
些口角纷争，那些内心的感受，那些
留在脑海中的音容笑貌……都成了
我的秘密。

记得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把
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后来，无意
间翻开，却发现，那是多么小的一件
事啊，竟会让当时的我难过那么久，
现在看来甚是可笑，这就是我简单
而又美妙的小秘密。

时至今日，我的秘密仍在继续，
仍然没有被人发现。我要把它深埋
心底，当作最温暖的回忆，因为它记
载着我成长的足迹，是我一生最宝
贵的精神财富。

（指导老师：刘闪闪）

我有一个小秘密
六(3)班 陈嫔贤

最近，我在语文教科书上看
到了一则名为《两只蚂蚁》的故
事，读后让我受益匪浅。

故事是这样的：两只蚂蚁前
去完成一项任务，有一块石头挡
住了去路，第一只蚂蚁一次又一
次地往上爬，终于爬了过去，完成
了任务；第二只蚂蚁试了几次爬
不过去，便绕道而行，也完成了任
务。

当我读到第一只蚂蚁坚持不
懈，勇敢面对阻碍，终于越过阻碍
完成任务时，我被它身上坚韧不
拔的品质所折服。因此，我想到
了我们自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
时候不也是这样坚持不懈才最终
赢得成功的吗？

记得有一次我在课文中学到
一个成语叫作“水滴石穿”，水长
时间滴在石头上，再坚硬的石头
都可以穿破。我们在做一件事
时，如果能够做到坚持不懈，不就
也能获得成功吗？

第二只蚂蚁遇到阻碍时，冷
静思考 ，沉着应对，并开动脑筋
另寻方法。这让我觉得生活中遇
到了难题，不能总是习惯于用蛮
力来解决，而是要开动脑筋，想出
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法。

在练书法的过程中，一些字
我怎么写也写不好看，顿时非常
懊恼。等我冷静下来时，我总结
出了一些技巧和方法，我按照那
些技巧和方法练习了几次，写字
水平果真是突飞猛进。

读了这篇故事，我受益匪
浅：遇事我们既要有迎难而上的
精神，还要有一个灵活应变的头
脑。

《两只蚂蚁》
读后感

南环路小学 五（1）班 张婉茹

街角处的商店，几乎每家
都有同样的货品：泡泡糖。泡
泡糖是一种神奇的糖，它可以
吹出很大很大的泡泡来，因此，
我很担心下面的事情。

这天，我买了一个蓝莓味
的泡泡糖，我一边嚼，一边在街
上吹着泡泡。“呼呼！”我吹的泡
泡一个比一个大，最后竟吹出
了一个快要和我的头一样大的
泡泡来。

我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
继续吹。随着我不断地吹气，
那泡泡越变越大！比排球大，
比足球大，比篮球大……但我
并没有停止，因为我想知道，如
果再吹大点，泡泡是不是能带
着我飞起来。

正想着，我的双脚慢慢地
飞离了地面，如同动画片中演
的那样向空中飞去。我激动极
了，现在我正像鸟儿一样升上
蓝天啊！但我同时也有些害

怕，不知不觉中，我已经飞到了
大约四楼的高度，万一泡泡这
时候破了，我岂不是……我不
敢往下去想，只能不断地告诫
自己不要松口。

可是，偏偏怕什么来什
么。突然，一阵风吹过，泡泡剧
烈地晃动起来，在风的冲击
下。那蓝色的薄气泡看起来更
加脆弱了。我害怕极了，手也
没个抓的地方，只好任风把我
吹来吹去。我就这样在空中摇
摆不定地飘着，也不知风把我
带到了哪里。一会儿工夫，风
过去了，我暗暗惊讶，泡泡在这
强烈的气流冲击下竟然没有
破。

而此时，我已经快要升到
云朵上了！我的视线里只剩下
了巨大的蓝色泡泡和已经快要
看不见的云朵，当我飞得已经
比好几朵云彩都高时，一阵更
强的风吹来，我又晃动了起

来。在风的第二轮猛烈攻击
下，那个向往蓝天的蓝色泡泡
终于败下阵来，啪的一声爆开
了。而我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
迅速向下坠落了。

强烈的下降气流冲得我完
全睁不开眼睛，呼吸也很困难，
正当我绝望痛苦之时，我已经
落到底了。

“砰！”我重重地摔了下
去，却一点也不觉得疼。你
猜，我落在了哪里？哈哈，我
落在了游乐园的露天蹦蹦床
上！

我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
还没等我弄清楚怎么回事，一
群人就把我包围了起来，要看
看我这位“天外来客”。

读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
迫不及待地要去便利店买泡泡
糖了？哈哈，也许你没我这么
好运，能买到一个会飞天的泡
泡糖呢！

明天这个词，相信大家一定不
陌生吧，明天的意思就是今天之后
的那一天，也泛指未来。可是在我
的词典里，所谓的明天就是明天做、
明天改、明天学。

早晨妈妈喊我起床上学，我总
是赖在床上不起，经常差点儿迟
到。妈妈批评了我，我会说：“明天
一定改。”

中午放学妈妈催我练字、写口
算题卡，我会说：“让我看会儿书吧，
明天再写。”

晚上放学回家，为了能早点写
完作业下楼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我
马马虎虎、潦潦草草地就完成了任
务。爸爸批评了我，我信誓旦旦地
说：“明天，我一定认真完成作业。”

“明天，明天，明天永远在明
天”爸爸意味深长地说“明日复明
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
成蹉跎！”这是中国古人的《明日
歌》，凡事都要今日事今日毕！

是啊，明天让我向往，明天将是
一个新的起跑线，明天将是一个充
满希望的未来，明天意味着我一天
天长大，愿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指导老师：贾培培）

明天
四（1）班 杨镒嘉

梦有时像一朵花在凌厉的寒
风中摇曳，有时像一只蜗牛向着
高处攀爬。我常常坐在书桌前思
索，我的梦是什么呢？

每天放学写完作业，伙伴们
在楼下玩耍，我要去上辅导班，每
每这时，我都会有一种想要和他
们一起玩的冲动，但一思索，就毅
然转身离开，但我并不后悔，因为
我有梦在心中。

每天学校一下课，同学们都
在教室里、走廊上嬉戏、聊天、玩
耍，而我则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
书学习，听着他们嬉笑的声音，我
总是遏制住自己去玩耍的冲动，
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有梦在心
中。

每天中午的闲暇时光，别人
都在外面玩耍，而我则不声不响
地坐在家里学习，看着窗外的伙
伴在那里开开心心地玩耍着，我
并不后悔，因为我有梦在心中。

每天晚上，伙伴们早已进入
梦乡，而我在写作业。看着窗外
的一片漆黑，我揉揉酸困的眼睛，
继续写着作业，但我并不后悔，因
为我有梦在心中。

每个周末，同学们经过一周
的学习，都出去游玩了，而我却在
答着一道道题，但我并不后悔，因
为我有梦在心中。

经过一天天的学习，一次次
的考试，我知道了我的梦是在一
所好的学校学习。每当我遇到学
习上的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 ，
因为我有梦在心中。

（指导老师：郝晓芳）

有梦在心中
四十一中 七（14）班 张田山 夕阳在山边，它的余光给

远山镶上了一道红边，山边的
云被映得通红，好像仙境一
般，非常神秘，也非常美丽。

夕阳下的小溪
丛林中，一条小溪，日夜

不停地流着，哗啦哗啦，快速
向山下流去。夕阳西下，一抹
晚霞给小河增添了生机，它用
尽全身力气，散发出淡红色的
光，溪边的小草、小花、石头都
被晚霞照红了。

一阵微风过处，河面在晚

霞的照映下，波光粼粼，流光
溢彩，好像穿上了金子做的衣
服。

夕阳下的山庄
傍晚，村庄热闹了起来。

家中的男人们有的蹲在大石
头上聊天，有的坐在那儿抽
烟、打牌。家中的女人们，一
个个都在准备晚餐，各家各户
的烟囱中升起一阵阵炊烟。
打牌赢了的男人们脸上洋溢
着喜悦，他们的脸被夕阳的余
光映红了，时不时哈哈地笑两

声。
夕阳下的公路
夕阳西下，山间的公路早

已没有人经过，晚霞的余光投
射到公路上，映着远方的山，
就像一幅美丽的油画。路旁，
一朵朵野花与一棵棵参天大
树都被晚霞映成了橙黄色。
公路上，偶尔会有从山上向山
下去的汽车，车窗上映着一个
橘黄的太阳。

夕阳下远山的景色深深
印在我的脑海里。

公明路小学
小记者作文选登

夕阳下的远山
市实验中学 七年级 冯子源

飞天泡泡糖
豫基实验小学 五（3）班 石纹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