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来了
育红小学五年级 王凤宇

“呼呼”一阵北风吹来，每个人都换上了冬装。 冬天就在北
风中，在羽绒服中，悄悄地赶来了。

性情严肃的冬伯伯来了，他用自己的“风雪之镜”把大地变
得一片洁白，昨天还万物生机的大地，一夜之间，变成了白色的
海洋，白色的世界。小草小花乖乖地躲在了雪底下，安安稳稳地
睡着了。

大山上，一些树木早已把自身的叶子脱得光光的，而松柏
则不同，它们还在北风中倔强地挺立着，仿佛在对北风说：“寒
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银装素裹的大山里，小动物们开始冬眠
了，趁着这个世界这么安静，它们要好好睡一觉，等待来年的春
风，将它们叫醒。

城市里，孩子们则开始了狂欢。 初雪让孩子们在无聊之余
多了一点乐趣。他们堆雪人，打雪仗，大人们则在旁边提醒着孩
子们注意安全。“扑通”一声，一个孩子摔了一跤，迅速站起来拍
拍自己身上的雪，继续加入了“战斗”。

冬伯伯看到这些孩子们欢快的样子，心生喜爱，又降
下了更多的雪。 孩子们玩雪球、堆雪人，特别高兴。

风一天比一天冷，地上的雪冻成了冰，北风“呼呼”地
刮来，路上的行人都格外小心自己的脚下。 孩子们渐渐躲
回了室内，只有树木在寒风中坚强地挺立着，像一个个站
岗的士兵。

然而，在万物凋零的时刻，一种花却顽强地迎着寒风开放
了，她就是梅花。你看那梅花，傲立雪中，娇艳的红梅绽放枝头，
真是“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啊。

冬天来了，让我们大家平安过冬，迎接春天吧！

打雪仗
冶金小学四年级 李歆然

看，下雪了！ 校园里白茫茫的一片。 下课了，同学们飞
奔出去，开始了打雪仗的游戏。

我一下楼就跟雪来了个亲密接触。 扭头一看，原来是
陈梓豪的恶作剧呀！没办法，我准备还他一击。哈哈哈！陈
梓豪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团雪球呢， 他还不知道我给他
做好的大餐。

我做了一个有大人手那么大的雪球，到处寻找陈
梓豪 ， 找着了。 我用我身上全部的力气向陈梓豪投
去 。 他一下子就一个卧倒姿势 ，直挺挺躺在了地上，
假装死掉了。 哼 ，他的戏可真足啊 ！ 看着他吃了一嘴
的雪，雪水从他的嘴角慢慢流出的狼狈样子，我们女
生全都笑倒了。

忽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噢，明白了，原来是王浩楠
拿着雪球来报仇了。“哈哈哈！ ”她们怎么都笑了。 我扭头
一看，原来是王浩楠没跑几步，就被冰给滑倒了，雪球被
他甩出到千里之外去了。

于是， 我们唱了起来：“我送你送到千里之外……”王
浩楠起来，堆了一个大雪球向我们投来。 吓得大家一边跑
一边唱：“送你送到千里之外……” 气得他想一口把我们
吃掉，气急败坏地向我们袭来，没想到，脚下一滑，又一个
“狗啃泥”。 哈哈哈！

叮铃铃上课了，快乐的时光太短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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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的小熊 孙昊阳（9岁）

读什么样的书
金华初二 李佳玮

古人云：“一日无书，百事荒废。 ”又云：“一卷在手，
夫复何求。 ”由此可见，书对人类而言何其重要。可是，我
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呢？ 关羽在《戒子书》中说：“读书
好，好读书，读好书。 ”这里的“好书”一词，又有什么具体
的诠释呢？

我认为“好书”大概可分为三类。
第一，陶冶情操型。 这类书有助于我们培养美好品

德，丰富情感，领悟哲理。 比如刘墉的《一叶一心灯》就是
属于这一类的。 虽然每篇不过短短的五六十字，却是字
字珠玑，蕴含着深刻道理。 构思奇特，巧妙绝伦，更不乏
“钱途不一定就是前途”的好句，发人深省。

第二，增长知识型。 这类书属于科普知识、历史文化
一列。 多阅读可以让我们学识渊博，做到“上知天文，下
晓地理。 ”《史记》、《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地理》、《十
万个为什么》等都属于这一类的书。 对自然现象，自然环
境，古今往来的诸多史实都有着较为准确的记载。

第三，传播文化型。 这一类可分为两部分：中国名著
和外国名著。 由于中外思想文化不同，各有所长，各有所
短。 所以两者兼备有利于完善思想文化差异，取长补短。
因此我们应多阅读《唐诗三百首》、《全唐诗选》等书，深
入了解中国古典文化。 同时多读外国名著，如《巴黎圣母
院》、《飞鸟集》、《莎士比亚戏剧集》等书，做到中西方文
化的兼备交融。

第四，待人处事型。 我们作为青少年，待人处事，明
辨是非的能力比较薄弱。 因此，我们应该适当地阅读此
类书籍，明白如何建立友谊，拥有友谊和处理事务。 这会
对我们今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如《不为小事抓
狂》、《不生气的智慧》、《每天一点心理学》等书，都很适
合我们阅读。

综上所述， 对我们的生活和性格有积极影响的书，
就是好书了！

（指导老师 赵颖）

难忘的“助学”活动
幸福源小学三（2）班 张鹏然

� � 2015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天气很冷，下着蒙蒙细
雨，但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因为我要去看一个需要帮助的
姐姐。

这个姐姐名叫李盼，家住内丘县磨窝村，今年 12 岁，
在内丘二中上初一，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一直由
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上午 9 点 50 左右 ， 我和妈妈开车到达了李盼姐姐
家，姐姐家虽然很简陋，但是满墙的奖状真的让我震憾，
特别是姐姐的手工作品也非常的棒，学习成绩优异，并且
乐于助人。 看到这些后，我内心十分感动和敬佩，我便把
平时积攒的 200 元零用钱全部捐给了姐姐， 真心希望对
她有所帮助。

从李盼姐姐家回来后，我想了很多很多，姐姐她能在
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学习，成绩还那么优异，而我的爸
爸妈妈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我还不努力，太对
不起他们了，我一定要向姐姐学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
姐姐一道进步，争做对社会有用的一个人。

这次的助学活动让我收获太大了！ 我将一生都铭记着
它。

（指导老师 晋玲）

快乐的冬天 高津炀（8 岁）

雪
临城县东镇中学八（3）班 郝亚然

盼望着， 盼望着，201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终于舞
动着优雅的身姿翩跹地来啦！

走出门外，凉风飒飒，可是有了这雪的衬托，那再
凉，再冷的风又有何妨呢。 世间万物都有唯美的视角，只
是我们不懂得去欣赏罢了。 洁白的雪花在空中跳起了华
尔兹，调皮的风弟弟故意使坏，无规则地乱刮，可是她挑
逗般变幻着各种舞姿，跳得更美了。 我站在雪地上，痴痴
地凝望着期盼已久，姗姗来迟的心仪伙伴，心里不禁惬
意地笑了。张开双手，伸向空中去拥抱她。雪公主似乎读
懂了我的心思，我的期盼，我的向往，她迈着轻盈的舞
步，快意地飘落在我的手中。 我贪婪地欣赏着她婀娜多
姿的身影，心中升起无限的遐想。

雪落在地上，又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各种各样的故
事。 大地伯伯可不怕冷了，因为有这么多小精灵，为它编
织了一个洁白的厚厚的棉被。 大地伯伯咧着嘴笑了，笑
得那么惬意，那么唯美。 雪公主们卖弄着窈俏的舞姿，一
波又一波，连绵不断，争相扑进大地伯伯的怀抱。 平时平
凡而简陋的屋顶，多了雪姑娘们的衬托，倒显得美丽古
朴，优雅多了。 我的嘴角扬起一丝笑意，任凭寒风凛冽，
我还是呆呆地、痴痴地望着这一切，深深地陶醉在银装
素裹的世界里。

望着天空，似乎多了一些宁静，耳旁的嘈杂声似已
成空气，随风散开来。 雪，仍在下，天空，依旧广阔，依旧
明亮，不知心里为何起了淡淡的暖意，在这个寒冷的早
晨，我观察了许久，认识到了世界的美丽。 感觉耳朵冰
凉，我便用手捂住，踏着咯吱咯吱的积雪，慢慢地走向教
室。

脑海，仍在浮现早晨的画面，似梦似幻，梦醒时分，
仍有你的陪伴———雪。

我的得意之作———墙报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五（5）班 杨子晗

放假了，老师给我们留了一项作业———墙报。
我回家后愁眉苦脸，根本不知道写什么，我绞尽了

脑汁想想最近发生的事：家里的、外面的、学校的……可
还是无从下手。 正当我“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脑中灵
光一闪， 想到了上周在宿舍有个人浪费水被我看见了，
我提醒他要节约用水的事。 毕竟是来源于生活，我一气
呵成完成了这份墙报，还用美丽的花边作为装饰。 看着
自己的作品新鲜出炉，我把它贴在墙上，欣赏了好久，越
看越觉得还蛮不错，便开心地装进书包里。

第二天返校，我把作业交给了老师，老师把全班同
学的作品贴在后面黑板上进行展览投票。 几天后，我发
现我的作品投票一栏上出现了两三个人的名字， 顿时，
我的心里有了一点点小成就感。 没过多久，又有几个人
问起我的墙报，我欣喜地讲解给他们。 看着我的作品上
的名字越来越多， 我的成就感在极速上升， 心里暗喜：

“耶！ 真是太棒了！ ”
几天后，我随大队委检查课前广播秩序，听见广播

站传来“下面广播来自五（5）中队的稿件《节约用
水》……”我停住脚步仔细听着，却没想到，稿子竟然是
我写的那份墙报！真的是我写的！我惊讶不已，这真是给
了我一个大惊喜，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上广播稿。

静下心来想想，其实生活中任何事，只要你努力思
考，努力去做就一定能成功。 你看，我的得意之作不就是
一个很好的证明吗？ （指导老师 罗翠霞）

她是我的老师
幸福源小学五（3）班 郭佩鑫

下午四点半放学，我和爷爷坐 18路公交车回家。 等
了好久公交车才开过来，我上车一瞧，只剩两个座位，赶
紧冲过去坐了下来。

车一直开到中华路口才停下，没有人下车，却上来
一位年迈的老奶奶。 车重新启动了，老奶奶因为没有座
位，只好站在过道里，随着车的颠簸摇摇晃晃。 这时我望
望周围的乘客， 好像没有一个人准备站起来让座，
我想让，可又怕别人嘲笑我。 这时有几个年轻小伙
子阴阳怪气地大声说笑，正在我犹豫的时候，车颠
了一下，老奶奶没站稳，差点摔倒在那几个年轻小
伙子身上，他们便嚷开了：“你不能扶住栏杆，真烦
人！ ”这时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但还没有勇气站起来
让座，只好装没看见。

“奶奶，快到我这儿来坐吧。 ”一个穿着极普通服装
的小女孩，用稚嫩的声音呼唤着，我瞪眼一看，是一个比
我还小一点的女孩，由于我们常坐这趟车，看上去像是
我们学校二年级的学生，她起身把老奶奶扶到自己的座
位上。 这时我心里懊悔极了，就因为怕别人说三道四，怕
别人嘲笑，该做的事都没做，真令人羞愧啊！

我忽然又觉得眼前的这位小女孩， 她是我的老师，
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指导老师：宋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