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酷的诗歌朗诵会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五（5）班 张蕙玺

上周，老师让我们开了个诗歌朗诵会，这诗歌朗诵会可有意思
啦！

一上课，罗老师就宣布：请大家做好准备复习古诗，五分钟后
开始比赛。 获胜的人，他所在的小组就能赢得丰厚的奖品。 我们欢
呼雀跃，有的男生高兴得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 我急忙向同桌
借了打印的古诗，津津有味地背起来。 开始比赛了，我下意识地把
古诗还给了同桌，然后坐得端端正正。 老师开始随机提问学号，老
师说上一句，我们就接下一句；老师说下一句我们就对上一句；老
师要求背整首诗，我们就把整首诗背下来；甚至还提问诗中的关键
词，这可难倒我们了。比赛进行得真快，各小组得分相持不下。快到
我这里了，我又激动又紧张，你可不知道，我站起来的时候，心扑通
扑通地跳，老师问道：“请你说出‘春风花草香’的上一句。 ”我赶紧
想：这是杜甫的《绝句》，可我背了好几首《绝句》，到底是什么呢？我
一时紧张接成了“泥融飞燕子”。 唉，我还是当师傅的呢，真给我们
小组丢脸啊！

第二轮比赛时，老师选了十名背诵高手，让他们站在讲台上，
其中我们小组就有两个人，提问到他们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为
他们两个加油。 老师提问了几首不常见的古诗，讲台上鸦雀无声，
无人举手，谁知道，我们小组最不起眼的孙可涵说出了答案，老师
对孙可涵竖起了大拇指，说：“好样的，孙可涵。”我好几次问他：“你
是不是只会这几首？ ”他总是腼腆地一笑。 最后高手对决我们组的
同学获胜了，当然我们组如愿以偿赢得了一百分。

这次的诗歌朗诵会超有意思！我们都舍不得下课了，老师说以
后还会有很多机会。 啊，好期待下节课的到来！

指导老师 罗翠霞

我心中的好老师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五（5）班 王旭冉

这两天不知怎的，背上起了许多红色的小圆点，一挠一大片，
实在是痒痒。 同桌见我难受坐如针毡的样子，便自告奋勇去办公
室告诉了罗老师。

没过多久，罗老师行色匆匆来到教室，拉着我返回办公室。 关
上门，边让我趴在桌上边掀起衣角，仔细查看道：“这好像是湿疹，
你先去医务室看看，拿点药我给你涂上。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心
里轻松不少，直奔医务室。

晚上，罗老师给我涂药。 瞧，罗老师利索地拧开盖，拿出一根
棉签蘸上药膏，轻轻地在我背上涂抹，动作是那样轻柔、那样认真，
仿佛是妈妈的手抚摸着我，让我如沐春风。 罗老师边涂边说：“放
心，只要坚持抹药，注意饮食，过几天就会痊愈，湿疹自然消退，可
千万不要挠，否则会落下疤的。 ”我默默地点点头，心里一阵阵温
暖，这是多么好的老师啊！

记得那年冬天出奇的冷，我的手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
已经起皮，轻轻摸一下，还有点剌手。 罗老师见了，每天叮嘱我用
温水洗手后必须抹上点护手霜，防止手背冻裂。 有时我忘了，老师
就像变魔法一样从兜里掏出来给我抹上。 看着我的手渐渐好转，
我的心里一阵阵感动，这哪里是老师呀？ 分明就是妈妈嘛！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老师，您对我的关怀说不
完、道不尽。 连教师节我们想为您做张贺卡也不让，说您不需要，
老师，我们向您致敬！

我爱我师
英华小学六(4)班 石润

三尺讲台上，站着一位利索的老师。金色的短发，明亮
的眼睛，很精神。 这还不够，最吸引我们的是老师能讲故
事，会开玩笑的嘴。 她是我们的班主任———苗老师。

苗老师很幽默，在无数次上课的时候都让我们听的津
津有味，甚至捧腹大笑。 我们在课堂上快乐了多少回我记
不清了，就拿最近两天来说吧。

开学有几天了，一堂课上，苗老师说：“感觉到这个暑
假有进步的同学请起立。 ”缓缓的，在大家的张望中，有一
两个人站起来了。“没关系，同学们，只要你感觉一方面有
进步就可以站起来。”缓缓的，又有好几个同学有点心虚地
站了起来。“郭子蕊，你为什么不站呢？”此时的郭子蕊脸红
了，看来她是真没进步。“没事的，子蕊，你可以说‘老师，我
进步了，我睡觉时坚持的时间更长了。 ’”哈哈！ 全班都笑
了。

我还感觉，苗老师跟我们一样爱玩儿，老师常爱跟我
们一起投沙包，她常常把我们投得落花流水，很多小男生
不服气，结果还是被老师组织的一伙女生投下场。 我们也
喜欢跳绳，老师更是跳绳高手。我们一群人一块起跳，绳子
在我们手里呼呼地转，落在地上啪啪地响，不一会儿，同学
们就累得腿软，停下来了，可苗老师还在跳着，看着我们
笑，好像在说：怎么样，不行吧，小屁孩儿。

我喜欢这样的老师，能跟我们一块儿玩，能逗我们一
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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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大阅兵观后感
郭守敬小学六（7）班 薛博文

2015 年 9 月 3 日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伟
大的祖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虽然我没能身临现场，
但是通过电视直播也让我感受到了我国军队的威武雄
壮。

这次阅兵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先是 70架
直升机登场，其中二十架摆出了 70字样。这 70架直升机
为阅兵拉开了帷幕。 接着是官兵们组成的步兵方队迈着
整齐的步伐走过天安门。然后是装甲部队，这也是我最感
兴趣的方队。 打头的是 99A坦克再就是核常兼备的东风
弹道导弹车———东风—15B、东风—16、东风—21D 中近
程弹道导弹、长箭—10A巡航导弹、核常兼备的东风—26
远程弹道导弹、携带核弹头的东风—31、东风—5B 洲际
导弹，共计七大导弹家族。 最后几架歼—10 让阅兵进入
了尾声。

最新式武器和飞机的一一亮相， 展示了我们的国家
的实力。耳边回响着军人的口号“听党指挥，敢打胜仗，作
风优良”，从这几句话中我看出了中国军队保卫祖国的决
心。 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中国强大啦，别人就不会小
觑我们。

让我们为了祖国的更强大共同努力吧！
指导老师：王瑞波

章鱼 石恒斌（9 岁）

爱在呼唤
市 12 中初二 张广运

� � 有一位天使永居于我们灵魂的宫殿，她至真、至纯、
至性，她就是爱。

———题记

在边远地区还有还有许许多多的孩子没有读上
书，还在受冻，他们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关爱。 他们所
住的房子是茅草房， 到了冬天连取暖的地方都没
有。 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啊！ 如果我们每个人
把自己不需要的旧衣服， 或其他的东西给他们，对
于我们来说那些东西是不需要了的，但是，对于那
些贫困的人们来说，那就是他们的救命草，那就是
爱。

正是爱的呼唤，我们捐款捐物，义无反顾。
2008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那一天，全国人们记

在心中。 我们能感受到受灾群众的心情。 面对受灾的群
众，我们希望他们要振作，不要放弃。 救灾人员把自己的
感情放在了呼唤声中，让他们完全能理解的到，那是爱
的呼唤。

正是爱的呼唤，温暖了失去家人的心。
理查·派迪是运动史上赢得奖金最多的赛车选手。

当他第一次赛完车回来，向母亲报告结果时，那情景对
他后来的成功有很大的影响。“妈！ ”他冲进家门，“有 35
辆车参加比赛，我跑了第二。 ”“你输了！ ”他母亲回答道。
“但是，妈！ ”他抗议道，“您不认为我第一次就跑了个第
二是很好的事情吗？ ”“理查！ ”母亲严厉地说道，“你用不
着跑在别人后面！ ”接下来的 20年中，理查·派迪一直称
霸赛车界，他的许多项纪录到今天还保持着，没有被打
破。

正是爱的呼唤，成就了理查·派迪的赛车传奇。
爱的呼唤，能让山河干渴。 爱的呼唤，能让山崩地

裂。爱的呼唤，能触动每个人的神经。朋友！行动起来吧！

中秋节
幸福源小学三（1）班 李羽桐

中秋佳节就要到来了，对我们小孩子来说，能吃上香甜的月饼
的时刻到来了。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秋佳节。 在中国的农历
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又称
为仲秋。 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它的几个月里的满月更圆，更明亮，
所以又叫做“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
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它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
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曾用诗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来表达对故乡家人的思念之情。

真希望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着香甜的月饼， 赏着如盘的明
月，一直到永久。

悠闲的鹈鹕 高雅鑫（7 岁）

《西游记》后传
育红小学五（2）班 宋企航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取得真经后，都各自开创了自己
的事业，他们的事业红红火火，而且名气也越来越大。 好
了， 就让我给你们分享一下他们师徒四人新的人生经历
吧。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齐天大圣孙悟空”吧。 他取完经
后，回到自己的家乡———花果山，办了一个旅行社，名字
叫“齐天大圣旅行社”。 孙悟空和他的猴孙们每天都带着
游客们去参观花果山的美景， 其中最著名的景点就是水
帘洞了。 在旅行的途中，游客们不是去找大圣合影，就是
去索要签名。 唉，这么多人，我们的“齐天大圣”都有点应
接不暇了。

再说说二师兄猪八戒吧。 自从去西天取经回来，可迎
来了不少粉丝呢！ 因为他成为“中国好美食”的评委，参加
节目的大厨做的菜品都需要他来尝鲜呢！ 作为纯正的吃
货，我们的“老猪”可真是享福了。 面对琳琅满目、应有尽
有的美食，“老猪”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肥了 50 斤，可
真是事业和身体双丰收啊！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三师弟沙和尚吧。 老沙自己创
业成立了“沙牌房地产公司”，每天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沙
老板开发的房子不仅质量好，地段、物业都没得说，生意
做得是红红火火。 孙大圣送他外号“沙百万”！

最后，我们来说说师父“唐僧”吧。 他开办了一家心理
咨询所，宗旨就是“拯救不开心”。 每天到访的人是络绎不
绝，人们来的时候愁眉苦脸、心事重重，通过他的开导，就
像变了个人似的，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怎么样，告别了取经的日子，他们师徒四人过得也挺
好吧！ 我们祝福他们的人生越走越精彩！

七里河弯弯
马路街小学五（6）班 李佳

七里河弯弯

好像镜子一面

照出空中飞鸟

影射蔚蓝的天

七里河弯弯

好似一根琴弦

弹唱美丽秋天

奏响明媚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