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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

苏。 ” 我们又迎来了最隆重的传统节

日———春节，新的一年到来了，自己又

长一岁了，而大家则通过各种活动来辞

旧迎新，迎接新春的到来。

每一个地方都有独特庆祝春节的

方式，有的放鞭炮，有的舞龙灯，还有逛

庙会等。 而在广州最受欢迎的是逛花街

啦！ 广州有俗语：“行花街行大运”，还有

“不逛花市 不算过年”的说法。每年的花

市是在从腊月二十八到除夕。 到了这几

天，路上的车和人都很少了，而想要感

受广州最浓厚的年味气氛，就一定是要

逛花市才行，到了花市才能真正体会广

州过年的氛围，街坊利用这几天来采购

鲜花和一些过年的礼品。

腊月二十九我们来逛天河花市。 花

市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音乐里放着“迎

春花”，大家脸上都挂着笑容，浓浓的节

日气氛扑面而来。 我们迫不及待地来

到花档这边，花档到处是琳琅满目的

花，让人应接不暇。 你看这花，有水仙

花、菊花、满天星、郁金香、向日葵等

各种花，有粉红的、紫的、蓝的、红的、

黄的、橙的各种颜色。 各种花争先斗

艳，仿佛是在进行“选美”比赛，而个

个档主也是毫不示弱，纷纷大声叫卖。今

年的花由于天气比较好，所以比较便宜，

像好大的一盆蝴蝶兰才卖 238 元。 我们

边逛花街，边吃吃喝喝，真好玩。不一会，

我们已经收获满满， 弟弟收获一个可爱

的小猪佩奇风车。 我们家的花盆必备三

种花就是：富贵竹、银柳和百合花，代表

着我们一家新的一年富富贵贵、 平平安

安。

今年的过年虽然少了鞭炮声， 但是

热闹的花市也给了我另一种节日的快

乐。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健康快乐。

广州过年 花城看花

南武小学 五年级 沈心盈

友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友善无处

不在，他可以在家里，在学校里，在马路上，

甚至，在花草树木之间，也存在着友善。

友善，在我们的身边。你坐公交车的时

候，如果你看到一些满面皱纹，站不稳的爷

爷奶奶们，你就可以给他们让一个座，这就

是我们身边的友善。

友善， 在体育场上。 当你去看足球

赛， 篮球赛在比赛结束后， 无论谁胜谁

负， 两方都会深情地抱一抱。 这样子， 既

可以为胜者提供比赛的动力， 也可以为败

者增加自信， 继续加油。 这就是体育场上

的友善。

友善，也存在于动植物界。成年猩猩会

为老猩猩抓跳蚤，挠痒痒。犀牛鸟会喂犀牛

啄食身上的虫子。 蜜蜂也会为鲜花吸取花

粉。 这就是动植物界的友善。

灾难中也存在着友善。在 2008 年的汶

川大地震中，人们努力救援，全国各地的医

院的医生、护士、军人都来到这里，日本、韩

国、新加坡等国也派出救援队。这就是灾难

中的友谊。

友善无处不在，因为有了他，世界才会

变得更加美好。

无处不在的友善

龙洞小学 五年级 许朗皓 指导教师 陈慧华

有一种久违的体验叫感动； 有一种醉人

的滋味叫感动； 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叫感动

……感动，无法预订也无法奢求，它总是在不

经意的一瞬间，悄悄触动你的心灵，改变的你

观点。

去年“五一”假日，舅舅带我去旅游，可天

公不作美，返程时下起了大雨。

忽然， 我们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正使劲地

挥舞着手中的旗子。我想：最近有人私自在路

上收过路费，唉，怎么那么倒霉，让我们遇上

了呢？

我刚摇开窗子把头探出去想看个究竟，

一阵雨打过来，我连忙把头缩回来。

隔着车窗我仔细一看， 才发现那是一位

年过六旬的老人，他矮矮的个子，瘦脸上布满

了皱纹，两眼深深地陷了下去，脸上也不知

是汗水还是雨水直往下滴。 我想：真是要

钱不要命，这么大年纪，不在家里享福，却

在大雨里收过路费。 现在的人怎么净往钱眼

里钻啊！

舅舅拿出十元钱给老人，说：“拿去花吧，

下这么大的雨，赶快回家！ ”老人愣了一下没

有接，舅舅又拿出十元钱，老人还是没有接。

怪了，是嫌钱少吗？国家公路费一次最多也就

是十元，加了一倍，也该满足了吧！ 我很不高

兴。

这时， 老人提高嗓门到：“我不是收过路

费的。是因为风大，前面的电线被树枝打断掉

了下来， 已经有人去找电工了， 可他们还没

到。 我怕有电流，你们经过的人不知道危险，

就在这里告诉你们。 请你们从其他地方绕过

去吧！ ”“好，好，好！ 我们绕道！ ”舅舅一连说

了三个“好”字，有些语无伦次了。听了老人的

话，我也不由得脸红了。 那位老人，为了别人

的安全，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在大雨中指挥交

通，这就是中国善良的老百姓呀！老汉的形象

立即在我的脑海里高大起来， 而我自己显得

十分渺小。

一个其貌不扬的老人， 他的精神却这么

富有！ 他的形象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雨中老人

汇景实验学校 六年级 蔡君 指导老师 蔡洋洋

寒假的一天早上，我无意间翻开《科

学》课本，刚开始，我还觉得课本上的东

西很枯燥，乏味。 就在我想把书合上时，

突然， 书中的一个小实验吸引了我，书

本上说黑色能吸收阳光，而白色能反射

阳光。 真的是这样子吗？ 出于好奇，我决

定把这个实验做一做，看看结果是否和

书上说的一样。

说干就干，我准备了一块白布和一

块黑布，再拿了两个杯子，杯子里都装

满了冷水。 再接着，我把黑布和白布分

别蒙在两个杯子上面，然后把它们放在

阳光直射的地方，接受太阳光的照射。

我半信半疑地等待了大约 30 分钟

之后，将黑、白两块布拿下，再用手指头

粘了一下两杯水。我发现，用黑布遮着的

那杯水比用白布遮着的那杯水温度高出

很多。“呀！ 我的实验成功了。 结果真的

就像书中所说的，白色能反射阳光，而黑

色却能吸收阳光。 ”我兴奋地说。 怪不得

冬天穿黑色衣服的人多， 而夏天穿白色

衣服的人多呢！

通过这个小实验， 我收到了一定的

启发： 一些知识不能只靠书本上给出的

答案，而是需要实践的检验；我们学习科

学理论知识必须勤于思考，敢于实践，这

样才能将这些知识学得牢固。 这么小的

一个实验却让我得到这么大的道理，难

道这算不上是寒假里的一次有意义的实

践经验吗？

一次科学实验

南武小学 五年级 梁品培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我

们应该从小做起 。 古人说：“诚信是金”一

个人只要有了诚信，就拥有了一切。

记得有一次我去文具店买学习用具，

就在我出来走了几百米后， 我发现， 老板

多找了五块给我。 我当时觉得， 我可以拿

着这点钱去买点零食， 不用还给文具店老

板。 正当我到零食店准备买零食时， 我犹

豫了， 心想： 妈妈说过， 做人一定要诚实

守信， 不能因为个人利益而失了诚信！ 就

像 《狼来了》 里的小牧童， 为了好玩而对

农民撒了谎， 导致狼真的来了时， 没人相

信他， 最后得到被狼吃了的后果。 想到这

里， 我放下手中的零食， 冲出店门， 向文

具店跑去。 到文具店前， 我放慢了脚步，

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老板

说， 也不知道老板会不会很生气而狠狠地

批评我。 但我想了想， 还是向文具店走

去。 谁知我一进去， 老板微笑着对我说：

“小姑娘， 买点什么？ 我想； 这老板忘了

我刚刚在这买了东西吗？ 他可能不记得找

给我的钱多了吧？可就算这样，我也应该把

钱还回去！ 于是，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老

……板，我……我刚刚在这买了点东西，您

多给我找……找了五块钱。 ”我低下头，心

想：老板肯定要批评我了！ 但是，老板却笑

着说：“小姑娘，我都忘了这回事，你竟然还

能主动把钱还回来，你真棒！ ”我的脸顿时

红得像红苹果， 微笑着对老板说：“这是我

应该做的！ ”

回家后，我将今天的遭遇与家人分享，

他们都夸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是啊！我们

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失了最重要的诚

信！

诚信

龙洞小学 五年级 张静宜 指导教师 邬丽香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我独自一人去

少年宫上合唱课。 刚坐上地铁， 就听见一声

喊：“有人晕倒了! ”我循声望去，只见一群人

向车厢的另一头拥去。 好奇心驱使我也跟着

走去。

透过人缝，我看见一个姐姐躺在地上，一

位阿姨扶着她的头， 她躺在地上， 紧闭着双

眼， 脸色苍白。 这个突发情况让人们不知所

措。很快，短暂的慌乱后，人们立刻行动起来：

有的赶紧给晕倒的姐姐让座； 有的马上去寻

找求救按钮；有的立刻为那个姐姐掐人中；还

有的帮忙疏散人群……我愣愣地站在那里。

看着人们忙来忙去， 我想自己要是拥有超人

的神奇力量，或者我会急救技术，多好啊。 这

样我就可以去帮忙了。

“快，快，把她抬到这里来。 ”不知谁叫了

一声。

“不要动！我是医生。来，帮我让她躺平就

好。 ”啊，原来那位阿姨是医生！太幸运了！看

来姐姐有救了！

经过简单的检查后， 阿姨告诉我们姐姐

可能是低血糖导致的晕倒。 一听阿姨需要糖

或巧克力， 周围的人都忙着翻起了包包。 突

然，我想起出门前随手放进书包里的巧克力，

心中大喜。 我立马掏出巧克力，撕开包装纸，

跑到阿姨面前，将巧克力递给了她。阿姨小心

翼翼地把巧克力喂给姐姐，让她含在嘴里。慢

慢地，她睁开了眼睛。 瞬间，车厢里想起了欢

呼声，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我那一直吊在嗓

子眼的心才慢慢回到原位。 我也为自己帮上

了忙而感到发自内心的开心。

地铁到站了， 人们赶紧配合乘警将姐姐

交给了前来接应的地铁站工作人员。 姐姐在

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缓地离去。

地铁重新启动了， 人们的目光仍追随着

那个姐姐,直到看不见。 车厢恢复了常态，人

们各自做着自己的事。

我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群陌生

人，想到近年屡屡出现的“助人反受讹诈，以

至不敢帮助别人的事”。突然想起但丁说过的

一句话：“爱是美德的种子。”想到刚才感人的

这一幕，心中不禁对身边播种“美德种子”的

那位阿姨和车厢里的人们生出了十二分的敬

意，也为自己成为播种人而感到自豪！

乐为播种人

黄花小学 六年级 程子铭 指导老师 秦兴菊

今年我跟大多数人一样， 回老家过

年。不同的是今年我回的是妈妈的老家。

外公家在安徽省，比爷爷家湖南要远很

多。 因为我很少回安徽过年， 所以听到

妈妈说今年去安徽过年，我开心地一蹦

三跳起来。 我也很想去看看数年未见年

过的 95 岁太婆。

这次回老家令我难忘的事就是过年

放烟花。 年前爸妈在街上给我买了好多

漂亮的烟花，有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圆的

方的各种不同形状的烟花。 大年三十那

天晚上，天气很冷，我和爸爸妈妈拿着烟

花去了家门口，我先拿了一个长长的烟

花，这烟花顶部有一块像纸币包裹的烟

花引线从里面伸出来，一点燃引线后，烟

花立马喷出五颜六色的光线向空中散发

出去。 看上去好美好美， 我用手拿着烟

花使劲摇晃着， 直到燃完为止。 这种烟

花可以用手拿着玩，可以任意向不同方

向甩，也可以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其他

的烟花是在放在地上点燃的， 体积也比

较大，样子有点像各种不同的罐子，点燃

后引线后， 它就会散发出像孔雀开屏的

样子哦！而且还会变各种不同的颜色。从

一开始少量散发慢慢地越来越多越来越

亮，而且时间也可以持续一分钟。看到这

么漂亮的烟花，我可高兴了。于是我又拿

着可以手拿的烟花在门前转呀跑呀跳

呀，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虽然被凉风吹的

直发抖，但也阻挡不了我玩的热情。

看着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心里

真的很快乐！ 再看着被燃烧得越来越短

的烟花，我不觉又想：烟花总是很快就会

失去光彩，就像生命短暂，我们要好好珍

惜！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读书，珍惜生命！

要想生命散发光茫， 必须拥有更强更实

更多的材料！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脚踏实

地地做好每一天！

放烟花

南武小学 五年级 刘子彤

文明是二月里的春风， 融化了心灵的

冰封； 文明是一杯清茶， 冲淡了痛苦和回

忆；文明是一剂良药，医治了内心的创伤；

文明是广阔大地渴望已久的甘甜雨露；文

明是灌溉过心田的潺潺流水。

有这样一个故事，给了我一个震撼，也

使我印象深刻。一个盲人，在漆黑的夜里做

了一件蠢事。他用一只手拄着拐杖，还用另

一只手提着一盏明亮的灯， 人们对此百思

不得其解。 于是一个人问道：“盲人， 你傻

吗？ ”盲人不急不慢地回答道：“夜色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的，谁不会被撞倒？但是我从

不被人撞倒。 ”他停了会，开始语重心长地

说：“我提着灯，即为他人照亮，也能更让别

人看清自己，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什么我

不这样做呢？“那个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寒假时，我就亲眼看见了

纯真的文明：高铁上，一位没

有坐票的大爷正在窗旁嗑瓜

子， 瓜子壳更是随处乱扔，甚

至有一些已经扔到了别的乘

客身上，就算大家都已经提醒

他了，他依旧不以为然。 一位

两岁左右的小朋友蹲了下来，

用他那稚嫩的小手一点一点

地捡着壳，还向附近的哥哥姐

姐们道歉，看我那位大爷不但

没有感到羞愧， 还跷起了二郎腿接着嗑瓜

子。 我本以为那个小朋友是他的孙子才帮

的忙， 直到小朋友和妈妈在大爷下车时没

下车，我才明白，他们原来不是一家人。 顿

时， 我心生感慨： 连一个未满三岁的小孩

子懂得文明之美， 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推卸

责任呢？

就在今天， 我就亲身经历了暖心的文

明：在地铁上，有一对母子，小男孩大概只

有一岁，头上还贴着退烧贴，他的母亲看上

去疲惫不堪，手里还拿着沉甸甸的药物，我

刚想起身让座， 坐在我旁边的表哥就抢先

一步给他们让了座。 小男孩一坐下便躺在

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或许是小男孩太难受

了， 他的脚一踹一踹地， 刚好踢到了我的

腿， 他的母亲不顾一切地将小男孩叫醒给

我道歉，我笑了笑，想着算了。 小男孩的母

亲怕骚扰到其他乘客， 把自己的外套垫在

小男孩的脚下， 用手吃力地抬起了小男孩

的腿，直到我下车为止，那位伟大的母亲依

旧不顾自身疲惫地抬着自己儿子的腿。 我

的眼眶湿润了，表哥拍了拍我，告诉我，看，

这就是令人感动的文明。

我遵章，你守序，平安出行齐出力；我

礼让，你微笑，幸福生活多美妙；我环保，你

护绿，优美环境同受益；我正风，你正气，文

明社会更闻名！

文明

龙洞小学 五年级 江梓乔 指导教师 李翠

一天早上，我和爸爸骑着自行车去上学。

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地上好像有个手机。爸

爸说：“我们还要赶时间去上学， 丢手机的人

自己会回来捡的！ ”我们的车继续往前走着，

我心想：丢手机的人一定很着急，路上的车又

这么多，很快就会把手机压坏的。

于是，我催爸爸回去拾手机。爸爸说：“迟

到了怎么办？ ”我说：“做好事后迟到，老师会

原谅的，况且我们还有点儿时间。 ”

爸爸感觉我说的也有道理， 调过车头回

到刚才发现“手机”的地方。 我们仔细一看，

啊？ 原来不是手机，只是一个手机壳！

虽然不是手机， 但是我和爸爸一点也不

后悔折返回来。后来有一次野营时，我真的拾

到了一个手机，第一时间就还给了失主。看着

失主开心的样子，我好像比失主还开心！

通过这些事我更加明白， 我们能帮助别

人时， 都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赠人玫

瑰， 手有余香， 我们也能从中得到最大的快

乐！

拾“手机”

培正小学 二年级 毛泓霖 指导老师 叶小思

让 世 界 更 美 好 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 有 意 义 的 寒 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