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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童年 王鹏胜（8 岁）

� 地球吸尘器 张子润 （10 岁）

钢铁老师
行知小学四年级 景世清

我们学校新换了一个新的体育老师， 本来我们挺期待
的，可是，自从老师给我们上课以后，我就开始讨厌他了。

体育老师在第一次课上， 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就开始上课了。老师的神情非常刻板、严肃。老师让我们练习
手摸地的动作，有的同学摸不到，老师就按住他，使劲让他摸
到，疼得那个同学“嗷嗷”直叫唤，我心里说：这个老师好讨厌
啊！

接着老师让我们跑步，一个不小心，我摔倒了，腿上掉了
一层皮，还流血了。 我想老师一定让我休息。 可是，谁知老师
却无情地说：“继续跑，就这么点伤，没事！”讨厌！我只好忍着
疼继续跑。

自从上了第一次课之后，同学们对体育老师的感觉都不
是很好， 还有一个同学给体育老师起了个名字叫“钢铁老
师”。 也有的同学说：“体育课本来就是让我们放松的课，结
果，被这个老师给毁了。 ”我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的心里对
这句话默默地表示赞同。

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就对我们
说：“你们知道体育老师为什么这样严格吗？ ”同学们都摇
摇头，老师接着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然后语
文老师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里说，有一个人，
他的体育成绩非常好，他参加了很多大赛，而且连续获
奖。 但是，就在他要参加一个世界级的大赛的前几天，
他因为发烧昏迷而与大赛失之交臂。 故事讲到这里，大
家都为这个人感到惋惜，接着老师又说：“这个人，就是你
们的体育老师，他不希望你们失败，所以才严格要求你们，现
在你们明白了吗？ ”

听了语文老师的话，我们知道了“钢铁老师”之所以那么
苦练我们，希望我们能成为“钢铁学生”，不但学习好，而且要
身体好。

“钢铁老师”，谢谢你，我们不讨厌你了。

我给妈妈做道菜
三中附小四年级 张潇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母亲节。
中午，妈妈走进厨房准备做饭。 我恳求妈妈：“妈，您去休息

吧，让我来做饭。 ”妈妈爽快地答应了：“行，给你一次机会。 ”
妈妈常做西红柿炒鸡蛋，我常主动帮她打鸡蛋，但是不知道

具体怎么做，今天就来试试这道菜。
我拿出一只碗，取出两个鸡蛋，把鸡蛋在桌边儿轻轻敲了敲，

赶紧移到碗中间，手一掰，蛋清和蛋黄就流进碗中。
接着取出一双筷子，搅拌着鸡蛋，等蛋清和蛋黄混合到一起，

再用筷子挑几下，挑不出蛋清时，就算均匀了。
我又拿出几个西红柿，放进洗盆里洗干净，拿出刀和案板，将

一个个西红柿先从中间切开，这样再切小块儿就不会打滑，不容
易伤到手。 切好的西红柿小块儿放入另一个碗中。 看着两碗半成
品，用胳膊抹了一下额头上密密的汗珠，虽然有点儿累，但总算看
到了希望，我暗暗鼓励自己：加油，一定能做好！

歇了会儿，又打起精神，把锅放到电磁炉上，按下开关，拿布
把锅底的水珠擦干，倒入油。 油热了，先倒蛋液，炒成块儿，接着倒
入西红柿，用铲子翻匀，放入调料，加少量水，盖上锅盖闷一会儿。
总算可以趁机喘口气儿了！

过一会儿，掀开盖，关了火，香喷喷的菜就出锅了。
把它端到妈妈面前，拿来筷子，自信地说：“妈，请验收女儿的

‘作品’吧！ ”妈妈接过筷子，夹了一口，吹了吹，放进嘴里，细细品
味。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妈妈的表情，迫不及待地等着打分儿。 妈
妈露出满意的笑容，点点头，伸出胳膊把我揽在怀中，贴贴我的
脸：“我的乖女儿长大了！ ”

我做了个鬼脸儿:“妈，人们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这小棉
袄很暖和吧？ ”

妈妈连忙说：“暖和，特别暖和! ” (指导老师：候晨雨)

我的好妈妈
英华小学四（9）班 闫亚彤

我的妈妈并不漂亮，一头长长的黄头发，脸黑黑的，一双
水汪汪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她从不打扮自己，总是穿着朴素
的衣服去上班，可是每次放假的时候总是穿着好看的衣服来
接我，我知道妈妈是为了我。

妈妈很爱我。有一次返校的时候，表姐拿了一些腰果，她
分给了我一点让我吃，我吃完了还想吃，但不好意思开口。这
时细心的妈妈看见我的表情， 猜到了我的心思， 悄悄问我：
“彤彤，腰果好吃吗？ ”“好吃。 ”我小声地回答，妈妈不敢大声
说话，妈妈知道，别人听见了会笑话我，就悄悄地告诉我：“回
家的时候给你买一点。 ”当我星期天回到家时，一进门，妈妈
就说：“彤彤，我买了腰果，你哥哥想吃，我没让他吃，等你回
来一起吃。 ”听了妈妈的话，我心里一阵温暖。

妈妈很善良。 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车上人很多，很挤。 我
坐在座位上都快被挤扁了，很不舒服。这时，一位抱着孩子的
阿姨上了车，妈妈马上拽拽我，说：“彤彤，起来，让那个抱着
小孩儿的阿姨坐这儿。 ”我不高兴地问妈妈：“那我坐哪儿？ ”
她说：“坐我腿上。”我不情愿地起来让了座，妈妈宁愿自己不
舒服也要帮助别人。

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爱我，善良的好妈妈，我感觉很幸
福，很高兴。 （指导老师：冯和平）

参观3D错觉馆
幸福源小学二（1）班 李雨佳桐

周末， 爸爸妈妈带我去了石家庄的 3D 错觉艺术展
馆。 起初，我并不明白什么是 3D 错觉，后来妈妈通过网
络查询，我知道了 3D 错觉就是画几何体（其实我也不明
白什么是几何体）一样的有明暗投影和交界线，还有特别
重要的一点就是焦点视距，两眼的视距是不一样的，在大
脑中会生成有差别的映像， 尤其是当你站在最佳透视点
上时， 你的眼睛就欺骗了你的大脑， 所以看起来是立体
的。 这么复杂的解释我真是不太懂啊！

进去后，首先看到的是卡通版的毛主席打伞图，这幅
图虽然挂在墙上，可看起来就像是立体的、真实的，妈妈
告诉我：“你瞧，这幅图之所以看起来像真的似的，是因为
它有明暗的处理， 使我们的眼睛在有差别的图像中欺骗
了我们的大脑，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毛主席爷爷站在你面
前一样”。啊，妈妈这么解释，再结合着我看到的画就理解
了许多。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大小屋、前世今生镜、45 度
倾斜的房子、怪物公司的门等等。最后我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艺术展馆。

我喜欢这些 3D 画， 更佩服制作出这些画的叔叔阿
姨们。 （指导老师：梁瑞雪）

留住青涩的时光
市 12 中初三（12）班 郑畅

三年的时光总是飞也似地跑着，即将离别了，三年时
光勾起的回忆实在太多太多。

想当年，刚步入初中门槛的我们，一个个脸上写满的
是灿烂的童真、无邪的纯净，还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好
奇。 我记得那是初一时的第一次抽血。那天的早晨，空气
像快要哭似的湿。 我们还不能吃早饭，必须在抽完后再
解决，于是我们就带着食物来到了学校。 从班里出发，我
们就开始排队去小操场抽血，天气的闷热也使我们的内
心变得躁动。 抽血时，刚开始很紧张，一会儿就放松了，
但脑门儿上却多了几滴汗珠。 到了教室我们就开吃，每
个人有说有笑，毫不羞涩，也就是这一刻我们之间的隔膜
被打破了。

转眼，我们就来到了初三的殿堂，时时刻刻都在紧绷
着自己，因为我们将面对三年中最关键的时刻，一切不就
是为了现在吗？ 在中考前还有个体考，为了它，我们曾流
过很多汗，蒸发在这个夏天。 每一天晚自习后，我们就来
到操场，当时的太阳已快落西山，唯留几丝光芒照亮天
边；我们在操场上奔跑，在三年中追逐时间，愿时间不要
过得太快，留些时间让我们喘息。

时光悄然淡去，很快到了老班的生日了，也不知
是谁组织的，我们在私下为老班买了个蛋糕。 在一
个自习课上我们举杯庆祝。 那时，我们脸上都充满
了奶油，这也许是我们初三最后的疯狂吧。 短短 45
分钟就这样过去了。

一张照片承载了三年的时光，那就是毕业照。 三年
就仅此一张，的确很珍贵，它毕竟封存了三年的记忆。 下
午，我们排着长队来到了操场准备照毕业照，那时从前面
的班开始照，所以我们得等很久，于是就开始玩闹起来，
毕竟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一阵阵欢声笑语，这一刻真的
很美好。 当我们站在照相机面前时，一切却又显得庄重，
夕阳的光还是很刺眼，但是我们用更加坚定的信念去面
对它，那时光芒才显得有些屈服于我们，变得柔和。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我们即将冲刺中考，然后各奔东
西，我希望我们以后都会记得这三年。 留住这青涩的时
光。 （指导老师 李相召）

行走在黄昏中
市七中 李思雨

一阵清脆的下课铃敲打着我的耳膜，班里顿时炸开了锅。一堆
一堆同学聚起来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 我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我
的朋友圈。

突然， 我听到了别人在议论我的成绩， 嘲笑我的成绩是抄来
的，一气之下，我一个箭步上去就与他们吵了起来。朋友拉走了我，
无尽的委屈涌上心头，泪珠像断线的珠子落了下来。

我就这样低着头，一直沿着小路走，忽然背后有人抱住了我，
回头一看是田小桐，我的好朋友，哦，原来她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她
安慰我，说：“你没有必要为那些人的话而伤心，他们自己不努力还
怪别人，就是他们不对了。你自己付出的努力我都知道，放心，我支
持你。 ”我不经意间和她对上了目光，她的真诚、善良、理解流入了
我的心底。 哦，她就是那个值得我用真心去呵护的好闺蜜。

我抬起头望到那轮红日，黄昏中缓缓下沉，浅紫色的晚霞微拂过
我的心灵。 太阳将我们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就像我们的友谊一样。

此时的黄昏，又不禁让我想起那一段美好而又青涩的时光。记
得初中二年级时的八百米测验，是下午第三节课，我又累又饿，实
在是没力气了。体育老师也不耐烦地催我：“你俩，快点！”我俩？我
一回头，你正在我身后慢慢地陪着我跑。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粲然
一笑又看到你天真纯洁的笑容。

此时此刻，天空泛起了一丝黄意，黄昏到了，太阳也以一个笑
脸鼓励着我。

行走在黄昏中，有你陪伴在我身边，我们的友谊就像被拉长的
背影，地久天长，在那段青春中画上了鲜艳的一笔。

赶快长高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五（4）班 马志宁

今年发生了一件怪事，15 岁的姐姐跟她 13 岁时一样高，，两
年了她竟然没长一厘米。为此，妈妈、爸爸联想到了我，便开始为我
的身高而担忧，怕我长不高。

晚上一到家，他俩就坐在沙发上，开始发表各自的意见。
“喝药长得快，我曾经上网查过了，有一种药叫‘某某一号’，对

长高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并且还能益智。 ”爸爸很有把握。
“喝什么药哇！是药三分毒，你又不是没有听说过。万一喝出什

么好歹的可怎么办。又安全又靠谱的办法———喝牛奶”妈妈对爸爸
的话不屑一顾。

“喝奶太慢，还是喝药吧，没副作用的。 ”爸爸仍是力挺喝药。
妈妈琢磨了一会儿，拿出手机，利索地输入“快速增高”，点图

片，按搜索，刷刷刷，出来一些图片，都是喝药、打激素，长得奇形怪
状的畸形孩子。我顿时傻了，爸爸的眼神里充满了惊讶，不过很快，
爸爸的眼睛里开始放光，因为他发现没有喝“某某一号”而畸形的
儿童的图片。

十分钟，二十分钟，二十五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
在争执。

结果，我住校时喝“某某一号”；回到家里，喝牛奶。
嗨！喝吧，无论爸妈给我喝什么，我都不担心，因为我在心底里

非常清楚———那都是爸妈对我的关爱。 （指导老师：苗文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