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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这天，姐姐让我
快点写完作业，要带我去一
个很特别的地方，说我一定
喜欢。我一脸疑惑，心想：到
底是什么地方呢？

我快速完成作业后，姐
姐就带着我和丫丫姐姐一起
来到市区凌云路上的一个门
店，“哇！喵呜猫咖。”我激动
地大叫起来。

这里面有很多猫。有的
是纯白的小猫，脖子上还戴
着粉红色的项圈；有的猫身
上有黑色的花纹；有一只猫，
眼上的斑纹像不小心撒上了
墨水一样；还有的……

过了一会儿，服务生把
可以喂猫的鸡肉给我们，我
兴奋不已，夹起一块鸡肉在
离猫很近的地方举着。结果
有好几只猫围在我身边虎视

眈眈地看着我，我感觉下一
秒就要被它们吞掉了……我
最终喂给了一只耳朵翘起来
的猫。之后我又喂了其他
猫，有只布偶猫一直看着我，
看得我心里发毛，于是我就
给它喂了鸡肉。它越吃越带
劲，不给它，它就要抓我。我
想惩罚一下它，把鸡肉高高
举着，看它能不能站起来吃，
它一个猫掌就把鸡肉给拍飞
了，然后依旧可怜巴巴地看
着我，等着我给它食物。天
哪！你这演技怎么不去参加
奥斯卡呢！

这时，我看到一只叫李
百万的猫，它把一根电线拽
了下来，我拿起电线，然后把
电线在它面前晃了晃，它闻
了闻之后就开始疯狂咬电
线，我急忙夺了过来。于是

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用电线
把它引到这里又引到那里，
这根电线把全部的猫都吸引
了过来。之后我又看见一些
被关起来的猫，心想：它们可
能是寄养在这里的吧！我又
拿着电线去逗它们，其中有
两只小奶猫的反应最为激
烈，一看到电线，就争先恐后
地去咬、去抓。还有一只灰
猫对电线置之不理，干脆扭
过头去根本就不看一眼，这
就叫“眼不见心不烦”。有两
只猫对电线一直保持好奇，
但是始终不肯靠近电线，我
把电线一动，它们就害怕得
直接缩回窝里了。

不知不觉到了8点多，人
家要下班了，我才依依不舍
地离开。

（指导老师：张亚玲）

猫 咖
沁园小学 五（4）班 李奕汐

一年一度的森林 500米
长跑又要举行了，小动物们
都纷纷去找老虎大王报名，
小蜗牛也在其中。

动物们看见小蜗牛后，
都很惊奇。小白兔带着轻蔑
的语气问小蜗牛：“怎么，你
也来了？”“对。”小蜗牛话音
刚落，大家都嘲笑它说：“就
你？算了吧。”小蜗牛嘴上没
说，心里想：怎么办呢？正在

小蜗牛发愁的时候，忽然，天
上来了一条小飞龙，对小蜗
牛说：“你跑得慢，不是因为
你差，而是因为你的房子太
重，影响了你。”小蜗牛听后
恍然大悟。

第二天，大家陆续来到
运动场。只见小蜗牛伸了伸
脖子，腿蹬了蹬地，信心满满
地走进了运动场。比赛开始
了，小蜗牛飞快地向前跑去，

最终以30秒的成绩成功跑了
500 米的路程，获得全场第
一。比赛结束后，小猴子问
小蜗牛：“你为什么跑那么
快？”“没什么，只是我这次把
背上重重的壳摘下来了，所
以跑得就快了。”小蜗牛谦虚
地说。

此后，小蜗牛再也没有
被嘲笑过。

（指导老师：王珏）

小蜗牛赛跑
体育路小学 三（1）班 丁意林

傍晚，天气终于不那么
闷热了。我来到外婆的菜地
旁，远远地瞧见，藤蔓上有一
根碧绿碧绿的黄瓜，我顿时
口水直流。

我满屋子找外婆，想让
她用钥匙打开菜园的门，好
让我品尝那根黄瓜，可是我
屋里屋外找了几遍，也没看
见外婆，她居然出门了。

等外婆回来？我可是耐
不住性子的。看来想吃到黄
瓜我只有“自力更生”了。我
又来到菜园边，却发现一位
不速之客——邻居家的大黄
狗。它对我龇牙咧嘴“汪、

汪、汪”地大叫着，把我吓得
连连后退，心想：这是我家的
菜园，我来这儿摘根黄瓜怎
么了，这个多管闲事的狗！
我打算不管它，可它叫得实
在是太凶了，我不得不后
退。最后搭上了一根香肠，
才把它给引开。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趁着大黄狗分神，我从矮墙
外 猛 地 一 跳 ，嘿 ，完 美 落
地！可是没想到刚刚下过一
场雨，菜园子里全是稀泥，
我一脚扎进去，差点拔不出
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着，一不小心踩到了几棵青

菜。终于走到了那根黄瓜面
前，我伸出手猛的想把它给
拽下来，可是我居然忘了黄
瓜身上有许多刺，这一下把
我扎得嗷嗷直叫。后来我终
于拿着黄瓜艰难地走出了菜
园。

哎，费尽千辛万苦终于
能吃到黄瓜了，我咬了一
口，黄瓜脆生生的，清香可
口。不一会儿，一根黄瓜被
我 风 卷 残 云 般 地 解 决 掉
了。对了，我那双沾满泥
巴、面目全非的鞋怎么办
呢？

（指导老师：张亚红）

摘黄瓜
湛河区实验小学 六（1）班 裴婧宇

在 我 的 家 乡 有 一 条 美 丽 的
河——湛河，无论春夏秋冬，四季
变幻，怎么看它都是美丽的。

在春天，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河堤上，桃花妹妹笑红了脸，
一阵风吹来，树上的花瓣就像蝴蝶
一样旋转着落了下来；柳树姐姐的
长发在风中摇曳着；小草弟弟从土
地里探出头来。顿时，大自然充满
了生机。河堤上有一个小山坡，山
坡上满是桃树，四周的空气都很芳
香。人们站到桃树中间，聆听大自
然的声音，呼吸新鲜的空气，心旷
神怡。

在夏天的早晨，酷走的人们穿
着运动服，排成长长的队伍跟着音
乐，井然有序地在河堤上走着。中
午是河堤最热的时候，树上的蝉在
叫：“知了！知了！”河堤上的人有的
回家吃饭，有的躲在树下乘凉，可爱
的鸟儿们也不时地飞上飞下啄地上
的面包屑和果实。

在秋天，河堤上的小树林就像
被施了魔法一样变了样子：树林渐
渐变成了黄色或者枯黄色，风一吹，
叶子就掉了下来。这时河堤的桃树
上挂着粉红的桃子，让人垂涎欲滴。

在冬天，大地和树木都被冰雪
覆盖住了，有很多小孩子在河堤的
山坡上滑雪，有的孩子父母分别拉
着他们的一只手快跑，而孩子跟着
滑动了起来，真是快乐极了！

这就是我家乡美丽的湛河，欢
迎大家来玩。 （指导老师：张鹏）

美丽的湛河
沁园小学 四（1）班 李岢玉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
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
西北风。”这首诗中写的就是我最爱
的植物——竹子。

竹子虽然很常见，但我却没见
过几次。随着我阅读量的增长，我
发觉竹子很可贵，就像诗中所说的
一样。

竹子的茎是笔直的，而且非常
结实，像一根金箍棒，非常高，并且
坚韧挺拔。竹子一根一根地长在土
中，虽然相互遮挡，但仍然各自笔
直，不像花一样争奇斗艳，不让其他
的花遮住自己一点。

竹子的叶子大多生长在茎的上
部，中部和下部长得比较少。一片
片竹叶，长在一节节的短枝上，如果
几十棵竹子长在一起也可以算得上
枝繁叶茂了。竹叶的形状是较长的
水滴形，靠近短枝的那头较宽，圆圆
的，而另一头是尖的，竹叶由宽变
窄，再到尖。

竹子也是“四君子”之一，拥有
着自己的品质和精神，我觉得竹子
代表着刚正不阿，象征着品格坚定
的人。

竹子还有很多用处，也可以做
许多东西，还有令人敬佩的品质，而
且一身碧绿十分漂亮，我喜爱竹子。

（指导老师：李金瑞）

竹 子
体育路小学 四（2）班 张羽萌

周六下午，爸爸送我去参加小记
者网球活动。一路上小雨淅淅沥沥地
下着，我对爸爸说：“下着雨，网球课可
能上不成了。”爸爸开玩笑说：“估计到
了那里雨就停了。”没想到到了之后雨
真的停了，教练已经在等我们了。

教练先让我们做热身动作，然后
让我们站好队形，并分给我们每人4个
网球，把它们摆成一个立体三角形，训
练我们的协调能力，我们都做得很
好。接下来教练又教我们怎么传球，
怎么在原地打球，没多长时间我们都
学会了。

休息了一会儿，教练就开始给我
们示范动作并说：“我再教你们怎么跑
着打球，眼睛盯着球的去向，脚步随着
球走动。”看着教练打得轻轻松松，我
却怎么也接不到球。我又让教练示范
了一遍，认认真真地照着教练说的去
做，我终于也学会了。

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
已经学会了打网球的一些基本技巧，
真是一个收获满满的下午啊！

（指导老师：贾艳旭）

有趣的网球课
开源路小学 一（2）班 李宗桂

快乐的暑假一转眼就接近尾声，
新学期踏着轻快的步伐走来了。我充
满期望，做足了准备，迎接它的到来。

新学期的到来，意味着我将成为
一名三年级的学生，这也意味着我长
大了，要接受更多的挑战，并需要不断
完善自己。所以我对自己在新学期有
一些要求，首先，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
惯，早睡早起，这样不仅有利于身体健
康，还可以让自己精神百倍、注意力集
中，不错过上课的精彩内容。其次，我
要做一个更加积极的学生，积极完成
作业，认真学习功课，努力做好课前预
习、课下复习。我的新学期愿望是能
够尽自己最大努力认真对待每次测
试，所以我还要改正自己的检查习惯，
一道一道地检查，与“细心”成为好朋
友。

小朋友们，你们在新学期到来之
际做好准备了吗？让我们为成为祖国
未来的栋梁而共同努力吧！

（指导老师：郭丽华）

新学期的我
开源路小学 三（4）班 黄梓洋

哗啦啦，哗啦啦……天空下起
了雨，我打开窗户，无数的水滴从天
空落下来。这些小雨滴有的像一个
个晶莹的珍珠，落在地上；有的像调
皮的孩子，在房顶上跳来跳去；还有
的像一个个小精灵在树叶上滑滑
梯。

走出家门，看到街上的行人打
着五颜六色的雨伞，远远望去就像
一朵朵绽开的花，这真是一幅美丽
的画卷！ （指导老师：王珏）

突然下起雨
体育路小学 三（1）班 高熙雯

好姐妹 乐福小学 三（2）班 王伊茹

新学期来了，我上五年级了，五、
六年级是小学很关键的两年，所以我
要加油，努力好好学习。新的学期我
有新的愿望要实现——能进入班级前
十名，想交一个新朋友，最希望能当一
次升旗手。

希望进前十名是因为每次考完
试，前十名都特别开心、光荣，我想：如
果我考了前十名，我一定会特别开心，
回到家妈妈也会表扬我，还会奖励我
玩具和好吃的。这种让我开心又能让
家人开心的事，谁会不想呢？我一定
会好好努力的，争取进前十。

朋友很重要，因为她能在我难过
的时候安慰我，在我生气的时候逗我
开心，还能在我孤单的时候陪我玩耍，
所以新的学期我希望能多交一个新朋
友。

当一次升旗手是我最大的愿望。
因为每周一的早晨我们学校都要举行
升旗仪式，每次升旗都有两位升旗手，
他们齐步走向升旗台，一人拿着鲜艳
的五星红旗，一人握住线杆，国歌响
起，一人把国旗展开，另一人把旗升起
来，那是何等的荣耀啊！如果我能升
一次旗那该多好呀！新学期我一定要
努力，好好表现，争取当一次升旗手。

这些就是我新学期的愿望，我会
更加努力，争取都实现！

（指导老师：刘雅君）

新学期的愿望
建东小学五（3）班 李艺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