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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

《伦敦梦幻园》

大家好，我是小
夏米王承昊，在岳林
中心小学读一年级。
我的理想是长大后成
为一位美术老师，我
要把世界上美好的东
西都画下来。

自我介绍

王承昊小朋友立体造型能力不错，作品的透
视效果和线描的造型展现得很好!通过海报设计
的方式，充分展现了英国伦敦的建筑和交通特色，
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异国风情!

老师评语

感谢你，亲爱的党
萧王庙中心小学402班小记者 孙明远

很小的时候，每一次听到中国共产党，我都会问是党
员的妈妈：“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地方吗？它
在哪里？”每次听到我的提问，妈妈总是摸摸我的头，微笑
着说：“远远，你要好好读书，多读书就会知道中国共产党
代表什么。”听了妈妈的话，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

后来，我上了小学，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每天胸前
佩戴着鲜红的红领巾，周一升旗仪式上看着五星红旗缓
缓升起。我常常想：为什么红领巾和国旗都是红色的？
为什么只有五颗星星呢？在入队的时候，我听过老师们
的介绍，但因为年纪太小记得不是很清楚。

现在，我又长大了一些，在语文书上读到了很多课
文，如《吃水不忘挖井人》《延安，我把你追寻》等。在学习
的过程中，老师会给我们讲一些中国的历史、共产党的故
事。我渐渐明白了一些：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
新中国，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把自己了解到
的和妈妈说，妈妈又是摸摸我的头，笑着说：“远远，长大
了。”我知道了国旗的红色象征了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
大的那颗星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星表示人们
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听党话，跟党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我记得老师说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开始在上海举行，后来
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以后有机会，我一
定要去嘉兴的南湖走一走，看一看。

感谢你，亲爱的党！是你，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 指导老师 葛凯丽



作品展示

《长脖子的人》

大家好，我是小
夏米马仕轩，今年 6
岁。我长大了要做一
名开坦克的军人，保
卫祖国。我喜欢车，
喜欢旅游，更喜欢画
画，我想把自己想象
的东西都用我的画笔
展现出来!

自我介绍

本幅作品的小作者十分了解喀伦族人物的特
点，通过细节表现人物的五官和头发，创造了一幅
有趣的长脖子朋友的画。背景采用同类色进行色
彩的线描，人物的刻画比较细致，衣服上图案纹样
多变而具有设计感。

老师评语

春天
龙津实验学校106班小记者 梁晨

春天来了，大自然换上了一件五彩缤纷的衣裳，处处
透露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瞧，树叶抽出了嫩绿的新芽，花儿们咧开嘴微笑着，
小草儿们探出头来跟人们打招呼，小鸟儿们正快活地飞
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唱着歌，仿佛在说春天真美丽呀！清
晨，小朋友们在一阵阵淡淡的幽香中醒来，迎着朝霞去上
学，精神特别充沛呢！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井然
有序，那是大人们为生活忙碌的身影。

春天真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季节。
指导老师 王姣娜

 多彩的春天
龙津实验学校106班小记者 常炜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柳绿花红，鸟语花香。春天来
了，红色的花更红了，绿绿的草儿更绿了，春天我爱你！

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因为春天的花朵是五彩缤纷
的，春天的风像是柔软的纱巾。春天充满着各种各样的
欢笑和快乐，这些欢笑，笑出一个美丽的春天。

指导老师 王姣娜

 爱护小草
龙津实验学校204班小记者 张雅琪

春天来了，一株小草从地下探出小脑袋来说：“春天
的景色可真美啊！”它伸了伸懒腰，静静地享受美好的午
后生活。

突然，小草尖叫起来：“啊！是谁在踩我的脑袋呀？”
原来是两个小男孩在草坪上追逐打闹。保安叔叔看到
后，对两个小男孩说：“爱护小草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
果世界上没有花草树木的话，风景就不漂亮了。”两个小
男孩听了惭愧地低下了头，默默地从草坪走开了。

小草终于不那么难受了。它对保安叔叔弯了弯腰，
仿佛对保安叔叔说：“谢谢您。”然后继续享受暖暖的阳
光。 指导老师 袁圆



洗碗
龙津实验学校205班小记者 沈佳宜

看着妈妈每天为我们家忙进忙出，我突然想为妈妈
分担一次家务。

今天吃完晚饭后，我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今
天让我洗碗吧。”妈妈听了，微笑着答应了。我整理好碗
筷，小心翼翼地把碗一个一个放进水池里，打开水龙头，
先把脏的地方简单冲洗一遍。再放入洗洁精，拿抹布仔
仔细细地擦拭，等碗里的脏东西都去得差不多了，再用水
冲洗干净，沥干水放到柜子里，我的洗碗工作就结束了。

妈妈开心地摸了摸我的头，夸我真棒，我的心里别提
有多高兴了，我想我以后一定要帮妈妈做更多力所能及
的事。 指导老师 肖碧琴


可爱的小狗

龙津实验学校205班小记者 许悦
外婆家有一只小狗，它的毛摸起来舒服极了。它有

对明亮的大眼睛，像星星似的闪烁着。耳朵耷拉下来，非
常可爱。

这只小狗平时喜欢坐着，没事做的时候就喜欢坐着
望一望四周。要是看到我来，它就会飞快地跑到我的怀
里，用两只可爱的小爪子抚摸着我的手。

它最喜欢吃的是肉。每天早上外婆去上班的时候，
总会把肉抛得远远的让小狗去捡。我也好想有只属于自
己的小狗啊！ 指导老师 肖碧琴



大自然的礼物——桑葚
龙津实验学校503班小记者 孙艺藩

你吃过桑葚吗？“野岸多柔桑，春风长新绿。叶叶是
罗纨，不同凡草木。”这首诗出自诗人释文珦的《柔桑》。

桑葚也就是人们口中的桑果。4至 6月就可以采
摘。采摘时间南方会早一些，北方稍微晚一点。在采摘
时，爸爸告诉我：“绿的、烂的别摘，要摘就摘暗紫色的，紫
红色的果子最好吃。”桑葚闻起来味道不大，但吃起来可
香了！摘了许多桑葚后，我坐在帐子里，张大嘴巴，一口
咬了大半个桑葚。哇！酸酸甜甜的，满嘴都是果汁。一
吃桑葚，刚才在艳阳底下的炎热全部跑散了。我越吃越
来劲，一下子，好多个桑葚都被我一一吃下肚去。一个不
留神儿，吃得衣服上、手上、嘴边都染上了紫色，我左瞧
瞧、右望望，有些担心被别人发现这囧样，但嘴像马达一
样依然停不下来……

我曾经问过妈妈这样一个问题：“桑葚是用来让人们
享受吃东西的快乐的吗？”妈妈摇头说：“当然不只是这样，
更重要的是桑葚营养价值很高。”妈妈说得没错,桑葚既能
补肝肾又能生津止渴，有补肾固精，乌发生发，补血养血养
颜防衰，润燥生津的作用与功效，但桑葚不能多吃！

一个小小的果子，却给人们带来许多益处和美好。
好好享受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何乐而不为呢？

指导老师 竺丽华



我的新年宝贝
居敬小学307班小记者 阮元

好不容易盼到了过新年，除夕夜接过爸爸妈妈的压
岁钱，正准备跑开呢。没想到爸爸妈妈居然又变魔术似
的拿出来一个深蓝色的手提箱问我们：“这就走啦？难道
你们两个小家伙只收红包不收礼物吗？”

我跟姐姐欣喜若狂，原来这是我们两个人梦寐以求
的显微镜，早在放假的前几天，我就跟姐姐一起在讨论显
微镜，没想到爸爸妈妈看在眼里，帮我们买回来了。

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它，店家还送了好多小标本。
因为太急于看到效果，所以一直调不好。爸爸让我们把
上面三个物镜先调整好倍数，还告诉我们中间两个大圈
用来调整观察物的位子，然后爸爸帮我们全部调整好，我
拿了一个苍蝇口器装片，在四千倍的显微镜下竟然变成
了一个比拳头还大的苍蝇嘴巴，真是够吓人。

我于是又拿了自己水杯里的水，想看看有什么区别，
可明明是杯清水，但在显微镜下却发现有好多又细又长
的微生物，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指导老师 毛亚青



我的“自画像”
居敬小学403班小记者 杜翔渊

我是个 11岁的男孩，有一头黑乎乎的头发，长着一
对浓浓的眉毛，其中一条眉毛中有一处小伤疤，这是我小
时候顽皮留下的痕迹哦。我还非常的瘦，有多瘦呢？身
体摸到地方都是排骨，完全是一层皮包着骨头。

我喜欢看书，能连续看几个小时。我看书时，对旁边
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有一天中午，班上有个同学走进
教室时摔了一跤，顿时，大家笑起来了。只有我看到大家
在笑，茫然地问同桌：“怎么了？你们为什么要笑？”还有
一回要上体育课了，我却浑然不知坐在座位上看书，一直
到同学用力推了我一下，说：“上体育课了。”我才急匆匆
收好书，下楼去上体育课。

我也非常粗心。妈妈称我是一个“小马虎”。有一天
早上，天气预报说要下雨，所以我带上了雨伞。可当我下
公交车时，总感觉有点奇怪，好像忘带了什么东西，可我
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下午放学时下起了大雨，雨水落
在我头上，我终于想起来了自己早上下车时雨伞忘带了，
淋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落汤鸡”。回到家，妈妈说：“你
这个小马虎，连雨伞都忘拿了。看，成了一只“水鸡”了
吧？”还有一次，我乘公交车回家时津津有味地看着手中
的书，可当车上人越来越少时，我感觉不对劲，往窗外一
看，顿时发现自己坐过站了，就赶紧下了车，心里在骂自
己：“你这个小马虎，坐过站了也不知道。”当我坐上返程
公交车时，又想起匆忙中把课外书落在了刚刚的公交车
上。幸好，第二天放学时，我又坐上了那辆公交车，拿回
了我的书。

这就是我——一个爱看书的小书虫和粗心的马大
哈。你愿意成为我的好朋友吗？

指导老师 王旭兰



童年的天井
居敬小学506班小记者 周夏添

爷爷家在乡下，家门口有一个天井，天井中摆放着大
大小小的水缸。这些水缸有些是用来装水的，有些是用
来腌菜的，还有些里面装着稀奇古怪、叫不出名的蔬菜。

天井的西边是房间，东边是大门。在东南角长着一
棵高高的、壮实的柚子树。每到秋天，树上就会结出很大
的柚子，把枝头都压弯了。柚子成熟时，爷爷便会摘下
来，分给家人以及街坊邻居吃。有趣的是，在我较小的时
候，我记得每次上厕所，爷爷奶奶就让我去柚子树下解
决，美其名曰给柚子树“施肥”。或许因为吸收了我的“肥
料”，所以柚子树才长得格外强壮。

在天井中央，是一片较大的空地。在平时，空地上会
晾着衣物；当亲朋好友来时，空地上则会放上桌椅，大家
晒太阳、吃饭、聊天等都在空地上解决了。在蓝悠悠的天
空下吃饭，看着大团的白云缓缓飘过，颇有诗意。唯一美
中不足的便是下雨之时就无法拥有这么美好的意境了。

我的乐园在天井的北边，那边种着韭菜和萝卜。我
在那里十分自由：若看到韭菜长高了，便可以拿剪刀剪韭
菜，剪了又长，长了又剪，如同人的头发一般；或是拿着白
糖看蚂蚁搬糖，也可以去拔萝卜。我记得在我第一回拔
萝卜时闹了笑话。那时我看爷爷抓住萝卜，往上一拔，便
轻轻松松把萝卜拔了出来。我心中痒痒，也想试一试。
只见我抓住萝卜的叶子，身子向后倾倒，用力一拔——只
听见“噗”的一声，我向后摔去。看看手中，却只是几片萝
卜叶子。再看看萝卜，依旧安然无恙……

小时候，拔萝卜、看蚂蚁、喂鸡……一天一下子就过
去了。而现在，虽然也常去爷爷家，但似乎目的有所变
化。如今拔萝卜是为了写作文而体验，不再是单纯为了
玩；如今看蚂蚁是为了完成观察蚂蚁的作业，也不再是为
了玩……那个无忧无虑，纯粹为了玩而玩的年纪，似乎已
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指导老师 谢赛玉

 我再也不恨妈妈了
武岭小学503班小记者 徐冰璇

“呜呜……呜呜呜……我恨你，你这个‘母老虎’……”
不用说，我又挨揍了，而且被揍得特别疼，特别狠。

“叫什么叫！把你弟弟吵醒了！快点！去！睡！！
觉！！！”我的哭声终于把已经睡着的妈妈吵醒了，她依然
是那个偏心弟弟的妈妈。我哭哭啼啼地去睡觉了，可是
我总是睡不着，“母老虎”还时不时地过来看一下。她来
看的时候，我就装睡，她离开了我又在床上翻来翻去。不
知过了多久，隐约中我听见了几声很细微的哭声，难道弟
弟又醒了？不对！这哭声根本不是弟弟的风格，好像
……是妈妈的。

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妈妈床边，那哭声越发的真切。
是妈妈！睡前刚发过威的“母老虎”竟然哭了！“宝贝……
我不是刻意想打你，打你在身上，疼在我心里啊……只
是，你有时对自己实在是太不上心了，为了你能吸取教
训，我只能狠狠心，让你能够认真对待学习……”突然，妈
妈翻了个身，我赶紧往床头柜旁一躲。借着微弱的地灯
的光，我看到妈妈的眼睛是闭着的，原来她是在说梦话！
可是那满脸的泪痕，又是那么真切……那一刻，我的眼泪
夺眶而出。

我又蹑手蹑脚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把头蒙进了枕
头，生怕自己的哭声又把妈妈吵醒。从那以后，我再也不
恨妈妈了。 指导老师 董驻



夸夸我的语文老师
武岭小学503班小记者 乔语涵

我的语文老师姓董，名驻，号“董胖子”。身高目测
165cm，有着近似煤炭一样的独一无二的特殊肤色，以及
和常人不同的发型。他的肚子看上去像怀孕了一样，不
过他肚子里装的可不是小孩，而是“知识”。

董老师真可以称为“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每次上
课的时候，他总会带着他那一肚子干货来给我们讲各种
知识。这学期的开学第一节语文课，是《古诗三首》。在
学《稚子弄冰》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聊到了“磬”。有同学
问“磬”是什么，为什么冰敲碎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像是

“磬”在响。董老师说，“磬”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古代的
一种曲尺那样的打击乐器，还有一种是寺庙里拜佛时敲
打的钵。我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看着我们这个样
子，董老师肚子里的“知识”就开始转动起来了。他说：

“我来讲一个故事。宋朝的时候，苏轼、佛印和尚和黄庭
坚他们三个是很要好的，就是现在的‘老铁’，他们三个人
之间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一次，苏轼在书房练字，
苏夫人做了他爱吃的糖醋鱼送到了书房。就在他准备开
吃时，门外传来一声佛号，原来是佛印来了。苏轼赶紧拿
过佛印送给他的磬，盖住了鱼。哪知道，这一幕，正被佛
印给看见了。佛印一进门，就说，苏大学士，今天我来请
教一副对联。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这下联我给忘
记了。苏轼顺口就接了一句‘积善人家庆有余’。佛印一
脸坏笑说，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当是积善，我们
来共享吧！”

董老师话音刚落，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我心想，这
种故事要我来说，我是说不来的。我真是太幸运了，能够
做满肚子都是干货的董胖子的学生，怎么样？快来夸夸
我的语文老师吧！ 指导老师 董驻



爱做梦的小女孩
畸山小学503班小记者 周雅萱

爱做梦的小女孩，不算很高的个子，不长的头发，小
小的眼睛，整天滴溜溜地直转。

爱做梦的女孩儿有个缺点，爱睡懒觉，天塌下来也有
被子顶着，其实她也不是在睡懒觉，而是在数着她心中无
数美妙的梦想。

梦想之一——麦当劳老总
星期天，妈妈带她到麦当劳吃一顿香喷喷的鸡翅，又

大又圆的汉堡，甜甜的菠萝派，她一边吃着一边想入非
非，要是长大了到麦当劳工作那多好，每天都可以吃上鸡
翅和汉堡，唉，还是当麦当劳的老总吧，想吃多少有多少，
她一边想一边忍不住咽口水。

梦想之二——童话作家
手捧着郑渊洁的童话书，她不知不觉进入梦乡了，哈

哈又一个灵感来了，她快速挥舞着手中的笔，一个又一个
美好的故事，从笔尖滑落下来，向人们诉说着世间那真挚
的情感，原来幸福无处不在。

梦想之三——海底世界的工作人员
看着那一张张海底世界的图片上的工作人员，穿上

有趣的潜水衣背上氧气瓶，扑通一声跳进海水里，时而轻
轻抚摸着鲨鱼的背，时而和小海豚做游戏，偶尔到小丑宜
家做做客，多开心啊！爱做梦的小女孩，心中装着无数美
好的梦想，长大后她究竟想做什么呢？哈哈，保密，对了，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个爱做梦的小女孩就是我！

指导老师 蒋旭敏



星星
畸山小学503班小记者 侯心怡

夜色降临了，天上繁星点点，十分好看。我喜欢遥望
天空中的星星。我看着它们不停地眨眼睛，好像在对我
笑。我喜欢数星星，那无数颗星星数也数不完。但是我
还是不停地数一遍又一遍。

天上的星星千奇百怪，有的比较亮，有的比较暗，有的
像一道光一样，有的在一起玩游戏，还有几个在窃窃私语
呢，也有一个孤零零地待着……听妈妈说，那银河是由无数
颗星星组成的。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天上的星星是那么温柔，像一个个美丽的仙女一样，它
笑得多么甜美。那满天的星星，像黑夜里会眨动的眼睛。

小时候我爱唱一首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小星星……”现在每当我抬头望星星的时候，耳边又出现
了这首歌，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幼儿时代。

我喜欢天上的星星，喜欢地上的洋娃娃。更喜欢我
们伟大而美丽的祖国。 指导老师 蒋旭敏



我爱你，党
萧王庙中心小学402班小记者 孙圣伟

我爱你——党！
绿色是青草的颜色，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而红色和黄

色是你的颜色。那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永远在我心头
飘扬！

我爱你——党！
1921年的7月，你正式成立了。到今年，你已经走过

了 100年。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从以前的落后，被许多国家欺负到现在变得繁荣
富强。是你，一直在引领着我们，带领我们翻越一座座高
山，跨过一道道难关，取得一次次的重大胜利。你的伟
大，我不需要再多说了。

我爱你——党！
我经常听爷爷讲起你的故事。每一次爷爷讲故事

时，我都会搬一把小凳子坐在他身边，津津有味地听起
来，听得我心潮起伏，热血澎湃。我常常会想：是你让我
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现在还是一名小学生，还没有
能力建设我们的祖国，但是我会努力学习，天天向上。长
大了，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特别是这次疫情，
很多医生和护士顾不上自己的安危，全身心地投入到抗
击疫情之中。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
力学好知识；听党话，跟党走，长大了建设我们的祖国，让
她更加繁荣富强。

我想对你说一句：党啊，我爱你！
指导老师 葛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