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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爱爱的的
同学同学 我的健忘妈妈

海曙区古林镇藕池小学401班
林煦朝（证号1011368）
指导老师 朱郑汇

我的妈妈今年37岁了，扎着
高高的马尾辫，原本乌黑的头发
上夹杂着些许“银丝”，这几根

“银丝”或许是岁月的见证吧。
脸上时不时地冒出几颗痘痘，又
仿佛在诉说着她正当“青春年少
时”。

她呀，记性很差，做什么都
忘东忘西的。晚上，妈妈摘下隐
形眼镜，准备戴框架的，但就是
找不到框架眼镜。她眯着眼睛，
在洗手台、床头柜、鞋柜上全找
了个遍，嘴里还念叨着：“放哪了
呢？”我环顾西周，这不在写字台
上嘛？原来早上妈妈换上隐形
眼镜后，想把框架眼镜放进眼镜
盒，经过书桌时，门外传来了敲
门声，于时把眼镜随手放在了桌
上。

妈妈不仅记性不太好，而且
东西还常常放乱。那次她在梳
头，梳着梳着，头绳找不到了。
我帮妈妈找起来，突然，看到她
手腕上的头绳，忙问：“不会是你
手上那根吧？”妈妈低头一看，大
笑起来：“哦，对对，瞧我这记
性。”绑上头发，她急匆匆地上班
去了。

我看着妈妈远去的背影，心
想：我的健忘妈妈啊，真是太可
爱了！

我家是个动物园
北仑区小港中心学校402班
王峻熙（证号1011824）
指导老师 周小芳

我家是个名副其实的“动物
园”，家里可热闹了！

我的爸爸是一只善变的老
虎。每当我犯错误的时候，他会
大声训斥我，但平时没事的时
候，他就变得很温和。记得有一
次，我在学校做错了事，回到家
里心惊胆战的，生怕会被爸爸训
斥。没想到爸爸知道了之后，不
但没指责我，反而对我说了一
句：“下次别再犯错了。”我听完，
悬着的心终于松懈下来了。这
只“老虎”的脾气真让我捉摸不
透啊！

我的妈妈是一只考拉。她
非常和蔼可亲，每天都对我很
好，偶尔也会有点小脾气。她长
得很漂亮，喜欢化妆，还特别爱
干净，只要有一点不干净的地
方，她都会第一时间去打扫，让
家里焕然一新。她说话慢慢的，
给我检查作业的时候总是一个
字一个字认真地读，有时候到晚
上9点了还在检查，可把我急坏
了。所以，有时候我会把作业拿
给爸爸检查，不然我可能连觉都
睡不了了呢！

我是一只小猴子。我喜欢
吃香蕉，妈妈总是买很多香蕉，
让我大饱口福。我也很爱玩，每
次有同学来我家时，我都很开
心，热情地拿出玩具和他们一起
分享。我还很喜欢运动，有时候
连走路都蹦蹦跳跳的。我的攀
爬技术也很强呢。记得有一次，
妈妈带我去室内攀岩，我一鼓作
气爬到了最高处。我这只猴子
是不是很厉害呢？

我爱我家，爱这个小小的
“动物园”。

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相处
最多的人就是同学了。他们的
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各不相同：
有的害羞，有的开朗，有的乐于
助人，有的做事专心……我们一
起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我有一位同学。她有一对黑葡
萄似的大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总
是梳着马尾辫；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如同两颗宝石一样，亮晶晶的；袖子
上还别着一个小队长的标志，显得
格外精神。你们知道她是谁吗？请
听我细细道来。

有一次上音乐课，我弹《故乡的
小路》的指法一直乱七八糟的，我心
里有些不安。这时，她发现了，问
我：“你怎么了？”我把事情和她说了
一下。她安慰我说：“别担心了，我
来教你。”于是，我们就开始弹了起
来，但那节课我还是没有过关。看
出我有点沮丧，她又安慰我，说：“别

担心，放假的时候，我到你家来教
你。”

10月3日，她果然来了。她真
是一个好老师，认认真真地教，错误
的地方让我弹三遍，一遍一遍地帮
助我练习。

10月8日音乐课，我迫不及待
地第一个冲向了讲台，很快就过关
了，这让我兴奋不已。“下次教新曲
目了，有需要尽管找我哦！”她非常
豪气地说。

你们猜出她是谁了吗？没错，
她就是那个阳光、爱帮助人、让人心
里暖暖的曹同学，我想对她说：“谢
谢你！曹同学！”

我的“暖暖”同学
北仑区岷山学校503班 刘欣冉(证号1006323) 指导老师 陈艳芳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好
朋友——顾晨馨。

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通
透而明亮，如同一汪清泉，笑起来的
时候，眼睛眯成一条小缝；小巧的鼻
子和樱桃般的小嘴巴，镶嵌在她的
脸上；笑起来的时候，嘴巴微微上
翘，露出一排整齐的小贝壳般的牙
齿，非常可爱。

顾晨馨非常友善，大家都喜欢
叫她小顾。每当同学遇到困难时，
她都会及时地伸出援手。有一次，
我有一道题不会，顾晨馨正好走过
来，我忙问道：“我有一道题不太会，

你能教教我吗？”顾晨馨满口答应
了。她不厌其烦地教我，直到我会
了为止，我非常感谢她。

她做事非常专心。不管同学怎
么打闹，都不会影响她。上课的时
候，她从来不做小动作。她也是一
个非常有计划的小姑娘，每次下课，
都会整理好自己的文具盒，提前准
备好要用的书本。她也非常爱干
净，头发每天都梳得整整齐齐，衣服
干干净净，让人赏心悦目。她身边
的人都会被她的行为所影响。

小顾就像一株丁香花，香了自
己，也芬芳了他人。

人美心善顾晨馨
海曙区古林镇藕池小学401班 杨依涵（证号1011369）指导老师 朱郑汇

我们班的小陈同学，饭量很大。
有一次，我们饥肠辘辘地向食

堂奔去，看到小陈早已开动了。
他先喝了一口汤，然后咂咂嘴，

发出了一声：“好喝。”那满足的神情
好像吃到山珍海味。他疯狂干饭，
吃得不亦乐乎，那速度绝对让你大
吃一惊。五分钟后，满满一盒饭菜
就被他消灭了，可他好像并没有吃
饱。他大声喊：“谁不要清炒包菜
啊？”“我！我！我！”那些不吃菜的
人感觉找到了福音。“好嘞！”于是小

陈便一桌桌走过，像秋风扫落叶般
“席卷”了别人盘里的菜，不一会儿，
他碗里的包菜已经堆得像一座小山
了。他又大喊：“谁不要牛肉啊？”

“我！我！”又是一波热浪。他看着
盘子里的菜，满脸笑容，又盛了一碗
饭，拿起勺子往嘴里塞，那腮帮子塞
得鼓鼓的。我想，这么多菜他吃得
完吗？结果，不一会儿，他就吃完了
那小山似的食物，抹抹嘴，满意地离
去了。

他可真是一个干饭达人。

干饭达人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506班 胡思涵（证号1001291）

我的“自画像”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501班
李雨泽(证号1001221)
指导老师 杨爱君

我叫李雨泽，取这个名字,可
能父母期望我长大后能像雨水一
样滋润“大地万物”吧!

我有一对“巨形”的门牙，一开
口，就露出两把锋利的“小斧头”。
还记得那次，我含着筷子吃午饭，
一合嘴，“咔嚓”，筷子被“砍”成了
两段，大家笑得差点把饭喷出来。

我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和爸爸
一起去公共场所捡垃圾。清明节
过后，我和爸爸来到九龙湖，一边
爬山，一边捡垃圾。我们翻过了两
座大山，垃圾也装了两大袋，大多
数是饮料瓶。我兴奋地提着“战利
品”往回走，突然遇到一位老奶奶，
她正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我对
爸爸说：“她可能需要这些！我们
把饮料瓶送给奶奶吧。”收到瓶子
的奶奶激动得连声道谢，我的心里
美滋滋的。

我还有一个引以为豪的特长，
那就是书法。记得那时我刚上一
年级，妈妈带我到老师家学书法。
走进老师家，我不由得惊呆了：墙
上挂着一幅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
品，桌上摆着成排成排的笔墨纸
砚，书架上排列着一本本名家的字
帖，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墨
香。

通过两年的努力学习，我逐渐
掌握了楷书、行书的基本要领。老
师还夸我的字结构美观，很有笔
锋。虽然现在学习很紧张，但我从
来没有放弃，挤出时间坚持练习。
有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在楼下玩
耍，自己却在书房苦练书法，也感
到有点委屈，也想出去玩，但最后
还是咬牙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的书法多次在书法比赛中荣获
一、二、三等奖！

这就是我，一个纯真可爱，很
有特点的小男孩。你们喜欢我吗？

我的麻将迷外婆
海曙区横街镇中心小学404班
李倩(证号1007841)
指导老师 潘春艳

有人迷棋，有人迷戏，还有人
迷球，而我外婆迷的是麻将。她是
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麻将
迷。

记得一天下午，我正全神贯注
地写作业，外公坐在按摩椅上按
摩。我听到外面有人喊外婆的名
字，外婆立刻出去了，过了好长时
间也没回来。外公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老太婆，肯定又去打麻将了，
真是拿她没办法。”

我写完作业去找外婆，果然被
外公说中了，她真的在打麻将。我
在外婆旁边站了会儿，只见外婆一
会儿眉开眼笑，一会儿愁眉苦脸，
就像一个表情包。我跟外婆说：

“外公叫你去吃饭。”外婆头也不回
地说：“快了，快了，打完这盘就来
吃。你们先吃。”结果，我们全都吃
完了，外婆还没来。

哎，我的外婆真是个麻将迷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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