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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北中心小学四（4）班 蔡沂孜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知
怎么回事，我的班级里刮起了一阵“风”，那就是

“花绳风”。
离下课就剩一分钟了，有人手拿花绳，用眼

睛看了一下她的“最佳搭档”，对方顿时心领神
会，她们静静等待下课铃声响。

只听下课铃声响了一响，她们拿着花绳直往

外冲，开始“默契大挑战。”只见一个同学拿着
花绳的头，打一个结，再把花绳在手腕上绕两
圈，接着用中指把中间的一根穿过来。另一个
同学在两个“XX”这样的图案上绕一下，就可
以了。

没多久，这股“花绳风”也渐渐平息了。
“花绳风”刚刚平息，教室里又刮起了“弹笔

风”。
教室里的男生只要一下课就会围着一张桌

子，来上一场“厮杀”。只见一位同学神情严肃地
拿出笔，用力一按，顺势一抛，水笔在天空中旋转
成一条抛物线，不偏不移刚好掉在线内。另一位
同学也不甘示弱，瞄准位置，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把笔用力一按，抛了出去。

但是，因为下课时玩弹笔，影响了学习，所
以，老师规定以后不能弹笔。

我们班的流行风刮来了一阵阵欢乐的笑声，
真不知道下一个流行风是什么呢？

!路南小学五（5）班 郑淇文

我有一个同学，叫方远，他看
起来十分乖，可事实并不如此，他
有时就如同两个人。接下来我就
讲讲他的故事。

一天午休时，小组长齐齐叫
方远写作业，方远很不情愿地从
教室后面拿来作业，翘着二郎腿，
慢吞吞地翻着书。他头向上仰，
鼻子都快要翘到天上，不屑地瞥
了一眼齐齐，好像在说：“我的事，
我自己做主，关你什么事。”

这可把齐齐急坏了，他放大
喉咙，对着方远大吼道：“方
远，如果你不想写，那就不要写
了！”方远怼着说：“哼！这可是
你让我不要写的。”他哼着歌，
嘟着嘴巴，双眼微闭，完全不把
齐齐看在眼里。

听了这话，齐齐气得面红耳
赤，他眉毛紧锁着，眼睛瞪得像一
对铜铃，对着方远怒斥道：“方远，

如果你这么不想写作业，那就不
要在我们组了！”方远走向我们组
的星星墙，开始撕墙上的星星。
齐齐见状，在一旁大喊:“撕，你撕
呀，把星星纸撕下来才好呢。”方
远随即扯下星星纸，像风一样跑
出教室，齐齐立刻追了上去，一把
抓住方远的肩膀，按住他的手，迅
速把星星纸抢回来。这时，方远
立刻跑向教室墙角，抓起拖把就
冲着齐齐用力挥舞，像拼了命似
的要夺回星星纸。

为了一张纸，他俩进行了疯
狂“交战”，我和宁宁一直在旁边
劝说，但都无济于事。只听“砰”
的一声，拖把杆重重地敲在我们
俩的头上，这突如其来的“一棒”，
把我们敲蒙了，我们疼得捂住头，
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幸好，李老
师及时出面，这场风波得以平息。

你们说，方远是不是我的
“假”同学呢？

（指导老师：李文萍）

!下梁小学四（3）班 郭子芊

一天，妈妈觉得她的高跟鞋、宝宝的小童鞋、
爸爸的大皮靴都旧了，把它们扔到了垃圾桶里。

第二天晚上，三双旧鞋子开始聊起来。
小童鞋伤心地说：“你们每天看到了什么，反

正我只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压在身上。”
高跟鞋和大皮靴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跟你

看到的一模一样。”
“如果时间能够回到以前，在爸爸妈妈和宝

宝的脚上，我们就能看到美丽的世界了。”鞋子
们一边说一边哭。

大皮靴说：“要是我们仍是新鞋子，那就不会
被扔到垃圾桶里了。”

小童鞋说：“以前宝宝带我去学校，在教室里
和小朋友一起玩耍，开心极了。”

鞋子们看到宝宝和爸爸妈妈各有了一双新
鞋子，它们感到很伤心。

后来三双旧鞋子身上的垃圾越来越多，它们
没有了氧气，渐渐死去了。

!路桥小学三（8）班 梁梁

秋天最好看的，要数那一片片落叶了！赤橙
黄绿，鲜艳无比。

满地的金黄是银杏树洒下的色彩，像给大地
铺上了一层黄金。走上前，踩下去，便“沙沙”地
响，响出了秋天的圆舞曲。我拾起一片银杏叶，
看了看：小小的叶子像极了一把小扇子，黄黄的
扇面上还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绿色。我立刻把这
片精美的小扇子装进了口袋。

枫树给秋日献上了一条红围巾，让秋天充满
了活力。一阵风吹过，枫叶飘飘洒洒，像一只只
红蝴蝶漫天飞舞。有一片正好落在我的手掌
上，我仔细一看：五瓣形的枫叶像极了小巧玲珑
的巴掌，周围还镶了一圈美丽的金边。漂亮极
了！我又马上把这个“小巴掌”装进了另一个口
袋。

就这样，我一边走，一边捡。黄黄的梧桐叶、
葱绿的松柏叶……

我爱这多彩的落叶！
（指导老师：邱海英）

!路桥小学三（2）班 管梓珊

人生来脆弱，我们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到来，当我
只有三天生命时。

我要把第一天献给科学。我要去学习我不知道的知识，了
解世界上有多少个物种。我想知道大海的尽头到底在地球的哪
一端，我更想去探寻无数未知的星球。

第二天，我要献给地球。我要去荒芜的土地种上许多小树
苗，我要把不小心跌落在地上的小鸟送回鸟巢，我要告诉身边的
小伙伴们，爱护我们生存的地球……

第三天，我想自私一点，把它留给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
天，我想和最爱我的家人一起度过，因为他们给予我生命，养育
我成长，并且教会我感恩。

海伦·凯勒说过，像明天就会失去光明一样使用你的眼睛，
同样的方法适用于其他感官。生命更应如此，把每一天当作最
后一天，珍惜以后的每一天。

（指导老师：罗林素）

校园流行风

“假”同学

假如我是雨点儿

夜

假如我有三天生命

我爱秋天的落叶

不要的旧鞋子

!腰塘小学六（1）班 林雨桐

天，渐渐地黑了。人们陆陆续续回家了，关
上门，亮起灯，为这宁静的夜晚增添了一份色
彩。我静静地站在窗前，看着这朦胧的夜色。

远处，山已经隐藏在黑暗中，须仔细分辨，
才能辨出哪里是天，哪里是山。渐渐地，窗前的
灯一盏一盏熄灭，只剩下我一人，在亮着灯的房
间里，欣赏着这美丽的夜色。

路边，只有几盏路灯还亮着，难免会有一些
死板。忽然，一只飞蛾在灯下翩翩起舞，为这寂
静的夜晚增添了一抹生机。我静静地看着它，
好像坐在舞厅里，看着一名身着华丽衣服的舞
者跳着芭蕾舞，那闪光灯随着它的舞步而摆动，
台下的观众为舞者深深着迷，仿佛世界为这位
舞者而点亮。

我静静地欣赏着，全然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阵阵
凉风带来的寒意，也忘记了一切的烦恼。现在，我只
知道自己在享受，享受着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

夜，越来越深，困意，也在渐渐向我袭来。
（指导老师：阮国玲）

!路南小学六（4）班 韩可如

我的班级里，有许多和我有
着特殊关系的朋友。但是，我最
喜欢的是悦悦。

她和我的关系，是足以用朋
友这个词形容的。但是，友谊再
美好，有时也会受到“污染”。有
那么一次，我们发生了分歧。

那次，我们班里举行辩论
赛。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正方。
可悦悦却加入了反方！这让我如
同“晴天霹雳般”惊讶，激动的心
情被乌云笼罩住了，心里出现无
数个“为什么”，连忙问她：“你加
入正方，行不？”本来我还以为随
便一劝就行了。可是，她嘴角抽
动着说：“呃……不行。”这让我更
加惊讶了，连忙又说：“你加入正
方和我们女生一起，多好！”可
她用躲闪的眼神看着我，嘴里喃
喃地吐出几个字：“真的不行呀
……”“你不答应，我们就不和

你玩了！”不知我的嘴里，为什
么蹦出一句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
思议的话。但是，她仍不答应。
我很不高兴，决定真的不和她好
了。

虽然是这么想了，我却更加
不高兴，每天睡觉都辗转反侧。
要不要和好？还是去和好吧！
嗯，这样好像很不好意思，毕竟话
都说了……突然，我灵机一动，有
办法了！

第二天，我取出一张稿纸，写
上“合同”两个字，另附上一段话：

“甲方与乙方和好！”
并在甲方上签了名字。不动

声色地递给悦悦，她看了看，飞快
地签上名字，并将纸条还给我。
看着这张纸条，我沉重的心情终
于恢复了。

这场友情风波总算结束了。
我们又像原来一样聊天、玩耍、做
朋友！

（指导老师:李婷婷）

和好如初

!路南小学六(四)班 韩可如

小被子
请你乖乖躺好
不要生气
不要顽皮——
会起皱纹的！

来，
让我把你变成豆腐块！
注意！
左边不要塌下去！
右边不要鼓起来！

哎——
你怎么变成了大馒头……

（指导老师：李婷婷）

叠 被 子

!路桥小学一（9）班 林谦诺

假如我是雨点儿
我会落到公园里
让小花小草
茁壮成长

假如我是雨点儿
我会落到小河里
让鱼儿们
快乐游泳

假如我是雨点儿
我会落到阳光里
让美丽的彩虹
灿烂绽放

假如我是雨点儿
我会落到钢琴上
让美妙的音乐
动听歌唱

假如我是雨点儿
我会落到泳池里
让小朋友们
尽情玩耍

路桥小学一（6）班 陈善同

!路桥小学六（6）班 朱潘子涵

我喜欢用文字“拍照”，今天，
我拍家里人的“吃相”。

妈妈吃瓜子
说起妈妈，她最喜欢吃的东西

是瓜子，她吃瓜子可有一套了。
她吃瓜子，可是“口速”很快的

哦！只见她一手拿着一把瓜子，另
一只手拿起一颗瓜子，斜边放在门
牙上——她的瓜子牙上，一咬、一
吐，瓜子的壳就到垃圾桶里了，而

籽呢，早已经在她肚子里了，一会
儿时间，面前就堆起了一座瓜子壳
小山，真是一个“开壳机”。“咯嗒，
咯嗒”的声音，很有节奏感。有时
候练爵士鼓，我还真希望她用啃瓜
子给我打节拍呢！

爸爸吃拌饭
我的爸爸，和我一样都很喜欢

吃拌饭，可是我吃拌饭还不如爸爸
吃得有特色。

他吃起拌钣来，速度可不一般
哦！爸爸一手拿着钣碗，一手拿着

筷子，把碗放在嘴边，筷子一划一
划地，就把饭推进了嘴里。他大口
大口地吃了起来，没过多久，碗就
见底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几天
没吃饭了呢！爸爸吃饭的声音丰
富“多腔”，有时是“吧唧吧唧”，有
时是“咕嘟咕嘟”……像一首欢快
的曲子。他不在家吃饭，听不到他
的“吃饭曲”，我还经常不适应呢！

我吃意大利面
到了意大利，怎么能不吃真正

的意大利面呢？意大利面可是我

的最爱哦！
意大利面刚端上来，我的鼻子

已经开动了，向 我发来“战报”，“报
告，报告，那一盘面的气味很诱人，
味道也很不错……”我的嘴巴和手
就开始“运转”了。

一提、一刺、一挑，意大利面就
上来了，一套熟练地连咬带吸，意
大利面就下肚了，它的“血”（蕃茄
汁）弄得满脸都是。这吃法，妈妈
说活脱脱像一只小猪。

我喜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
饭的感觉。大家的吃相真有意思。

“吃相”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