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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树童上完了一个学期，

所以我们需要上一次树童汇报课，我

们都兴奋极了！ 很多人都去竞选主持

人，我很荣幸被选上了。

那天一大早， 我就上到了树童英

语中心，我本来觉得自己去得很早，没

想到有很多人都到了， 于是我们的汇

报便开始了， 我很响亮地说到：“女士

们、先生们，欢迎来到书童中心……”

汇报课有趣极了， 同学们都听得

入了迷，还有小游戏呢！ 可好玩了，玩

完之后我们开始演讲， 一个一个上了

台，一个比一个讲得好，此时，我的心

正在咚咚咚快速地跳着，终于到我了，

我上了台，调整了呼吸，平静下来了，

便开始演讲。 大家都觉得我讲得最好，

我获得了第一名， 因为我当了小主持

人，树童又给了我一些小礼物，真是大

丰收啊！

汇报可真有趣， 下次再举行我还

想当小主持人！

有趣的汇报课

夏梓源 龙口西小学 三年

5

班

我家楼下的花坛里， 有几株鲜艳

的蝴蝶兰花， 它们的旁边是一片翠绿

色的小草， 这些小草在美丽的蝴蝶兰

花旁边显得一点儿都不起眼。

一个乌云密布的早晨，我下楼玩，

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那些小草： 它们正

挺着腰板，好像想要快点长大。 突然，

下起了大雨，我赶紧跑回了家，心里暗

暗担心那些花儿们能抵挡住这么大

的雨吗？

不知过了多久， 雨终于停了，太

阳公公把温暖的阳光洒向了大地。 我

飞快地跑下楼，来到了花坛边，那娇

嫩的花儿早已承受不住风雨的袭击，

花瓣无力地耷拉着。 我有些难过，转身

刚要走，忽然眼睛一亮：那些小草依然

那么翠绿， 依旧挺立着， 沾着雨珠的

小小身躯在微风中摇摆， 一切都显得

生机勃勃。 这片小草给了我极大的震

撼。

阳光总在风雨后，坚持不懈，必能

迎来更美的彩虹！

坚持

成梓涵 龙口西小学 四年

7

班

每当我打开抽屉， 就会看见那一

截断了的短尺， 心里又会回忆起那个

温暖的人，那件感人的事。

那天中午， 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被

电话吵醒，瞥了一眼闹钟，天啦，两点

十分！ 我心里一紧，两点二十要考试！

我匆匆抓起笔袋，一路狂奔。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坐了下来，还

好，没有迟到。低下头习惯性地检查有

没有什么忘拿的：笔、橡皮擦……咦？

我的尺子呢？我慌了，我手忙脚乱地到

处翻，找我的尺子。我固执地把笔袋翻

了几遍也没找到，我失望了。我又东张

西望目光四下搜寻， 希望能在别人的

桌上发现两把尺子， 或者某个角落里

躺着一把尺子，但最终我绝望了，一颗

心好像掉进了谷底。

“前面的， 你怎么了？ 慌里慌张

的。 ”一个女生的声音从身后飘过来，

温和动听。

“我的尺子丢了。 ”我看了一眼她

仅有的一把尺子， 认为她帮不上什么

忙。

“我给你一把吧。 ”她想了一下神

秘地笑笑说。

什么意思呀，我不太明白，她也只

有一把尺子呀。 正当我“心无可恋”之

际，只见她两手抓住这把尺子，憋足劲

用力掰。 啊，我明白她意思了，忙摆手

说：“不用不用，我再找别人借。 ”只见

她微微一笑，只管自己用力掰，两条辫

子间的脸蛋憋得一阵红。 片刻间尺子

訇然折断。 尺子断开的力震得她直甩

手喊疼。 我看着这两截残尺，心里真过

意不去。 她却麻利地拿起两截尺对比

了一下，毫不犹豫地手一伸，把长的一

截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那一截尺子，感

觉珍贵而厚重，我看着她的微笑，友善

而灿烂。

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她在我

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了我， 让我心生温

暖，我也要给别人提供帮助。 只要人人

都对他人好一点，人间会更温暖，世界

会更美好。

那一截短尺

陈子霖 龙口西路小学 五年

7

班

龙口西路小学期末优秀作文

文字看似朴实无华， 着眼点虽

小，但折射出深刻的人生感悟。 开篇

平淡，逐渐推进，最后文末的总结精

辟、准确。 由此可以看出该生平时的

阅读能力非常深厚。

老师点评：

文章拟题较为出彩，仿照《半截

蜡烛》用一个小物件引出记忆中曾温

暖过自己的人，较有新意。 选材并不

出奇，但可喜的是中间的描写细腻生

动，措辞讲究。

老师点评：

这是一篇三年级的考场作文，小

作者紧紧抓住“有趣”二字来写，当小

主持人、演讲、小游戏、收获小礼物，

这些环节在孩子眼里都是有趣而又

难忘的。全文结构合理，条理清晰，语

句通顺，是篇佳作！

———万爱红老师

老师点评：

温暖是什么？温暖是母亲的一个拥抱，

温暖是当窗外寒冷时屋内的热气， 温暖是

暴雨来临时你却在坚固安全的家中……每

当提及“温暖”这个词，我都不禁想起那次

风雪中的一份温暖……

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早上， 我背着沉

重的书包在路上艰难地走去学校。 狂风像

一把锋利的刀，不断地向我刮来。尽管我穿

了厚厚的棉衣， 可风雪就像爱搞恶作剧的

小鬼，瞅着空钻入我的袖口，使我感到了难

以忍受的寒冷。刚出家门没一会儿，我的头

和手就已经被冻得发麻了。 要是有人送我

上学该有多好！ 我不禁想着，加快了步伐。

“咦，小朋友，你要去学校吗？ 大雪天

的，还是我送你去吧！ ”这时，一位骑车的阿

姨停了下来，对我说道。 我端详着她，只见

她身穿一件桃红色羽绒服， 一头乌黑的长

发扎在衣帽里，只留了一两缕在外面。“赶

快上车吧！ ”见我犹豫，阿姨又说，我赶快跳

上了车。

阿姨骑着车，很快把我送到了校门前。

我跳下车，正要开口道谢，可那位阿姨只是

笑了笑，随即便飞快地骑车离开了，隐没在

茫茫风雪之中。

我站在校门口，望着阿姨的背影，心中

竟有一丝温暖。

每当我看到“温暖”时，都会想起那个

风雪的早晨，想起风雪中的那份温暖……

风雪中的一份温暖

易子涵 龙口西路小学 五年

7

班

本文首尾呼应，紧扣中心，叙事语言流

畅，表达具体生动，能将叙事、描写及内心

感受较好地结合， 特别是其语言的表现力

能瞬间吸引人的眼球， 在考场上写出此等

文章，可见其语文功力。

老师点评：

在成长的路上， 总有一些事情给予了

我们爱和温暖。在我的这条路上，就曾有一

碗浓浓的土鸡汤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外婆对

我如此深的爱。

能吃到一口纯正的家乡土鸡对于生在

城市的我，无疑是一种愿望。 于是，每次与

住在乡下的外婆通话时， 我都会请求她能

在过年团圆之际， 为我准备一只鲜美的土

鸡。

十分幸运的是， 外婆在过年时果然每

餐都为我做了土鸡汤。每次吃饭前，外婆总

会为我先盛一碗鸡汤，坐在我身边，静静地

看着我。她弓着身子，时不时问我汤好不好

喝， 肉好不好吃， 每当我露出满意的表情

时， 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 满意的微

笑。听完妈妈的叙述后，我才知道外婆为什

么如此满足，并让我不禁流下了泪水。

原来，外婆为了能找到真正的土鸡，专

门走访临近的村庄， 挨家挨户地询问。 但

是，当时正值春节时分，各家各户都想把这

美味佳肴留给远方回家的亲人们， 极少人

愿意出售鸡。 想必年过花甲的外婆在北方

刺骨寒风中走了不知多少路， 说了多少好

话！ 而这一切，就为了满足孙子的愿望……

听到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身子里的寒气

一影无踪，变成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每当我端起一碗鸡汤时， 总会想起慈

祥的外婆过年时曾为我做的那碗温暖、充

满爱的鸡汤。 外婆那苍老而慈祥的面庞和

那碗有故事的鸡汤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深

处，不能忘，怎能忘呢？

一碗充满爱的鸡汤

吴誉非 龙口西路小学 五年

4

班

在生活中， 有许多值得我们观察的事

物，是湖中嬉戏的小鱼，是马路边茁壮的大

树， 还是天空中飞翔的鸟儿……而我观察

的则是我们校园中跑道旁的一排火焰木。

现在正是初夏时节， 火焰木丝毫不怕

热浪的来袭，走近观察，你会发现火焰木的

叶子不同于其他的树木， 成堆成堆椭圆形

的叶子绿绿地长在火焰木光滑的枝干上，

透过这些绿油油的叶子， 隐隐约约可以看

见几朵芽苞初放的火焰花， 红彤彤的样子

还真像一团火焰呢！ 翠绿的树叶衬托着红

彤彤的火焰花， 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呢景

色。

一阵夏风吹过，火焰木随风摆动，似乎

正在跟我们招手， 几朵调皮的火焰花趁机

离开了大树的怀抱，投向跑道的温暖。信手

捡起一朵仔细观察，花苞处呈绿色，花朵则

是鲜红色镶着金边，花心处竟是淡橙色，可

真是精致啊！

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洒在火焰木上，

火焰花的彤红更加鲜艳， 正在放学的我们

看到的火焰木就像一把把火炬， 照亮了夜

晚的龙口西！

这次观察火焰木让我感受到了火焰木

的独特和美丽， 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生

机勃勃！

校园的火焰木

丁逸尘 龙口西路小学 四年

14

班

感情质朴而又浓烈， 文字简单而又饱

含深情， 事情和人物描写真实而又具画面

感，让人温暖。透过这篇作文能看到作者丰

富细腻的情感和流畅的文笔。

老师点评：

小作者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他用优

美流畅的语言， 把校园的火焰木描写得非

常灵动、形象，仿佛就在眼前一样。

老师点评：

有一种地方，远离了高楼，远离了

闹市，藏在山峦之中，无人知晓。

春回大地，柔风拂面，细雨蒙蒙，走

在曲折的小巷胡同里，被细雨冲刷石板

路映着人们模模糊糊的身影。在小巷深

处，传来阵阵狗叫，叫得那么忧伤。坐在

门前，向远处眺望。 你会发现不一样的

美景，远处山峦之中藏着星星点点的小

花，那么鲜艳，那么娇嫩，即使是在春雨

的无情拍打下野盛开着，像一只高傲的

孔雀，无论什么事情也无法压弯他那个

骄傲的肩膀。 走在山间，踩着那童年是

玩耍过的小路，撑起一把古色古香的油

伞，又像是回溯到童年与昔日好友玩耍

的样子，那么美好。

夏日是一场音乐会，万物弹起了优

美的乐曲，悦耳的蝉噪，动听的蛙声。他

们让小草好奇的探出头来，让小河慢慢

流动。夏日，也是一位亭亭佳人，古朴自

然的小河是她漂亮的衣裙，散落的村庄

是她的头上华丽的头饰，升起的薄雾是

她脸上淡淡的胭脂。 她坐在山中，向远

处眺望。

这美丽村庄让人流恋。

美丽乡村

邓雯琦 龙口西小学 四年

12

班

小作者抓住了乡村特有的景色

,

能正确贴切地使用比喻和拟人的修辞

手法，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让读

者仿佛置身于梦境般。

这篇作文书写娟秀，语

言优美， 笔触细腻，娓

娓道来，不失为一篇考

场不错的作文。

———袁老师

老师点评：

一次，我去骑马，马场差不多有两

个操场那么大，中间是草地，周围是跑

道。

一进马场我就看中了一匹高头大

马，全身雪白，毛发金黄，一双眼睛炯炯

有神，好像也在看着我。

我刚想跨上雪儿

（那头大马的临时

名）

的背，就被工作人员拦住了，他说要

我想清楚，因为骑小马更带劲。 我往后

看看， 果然有几匹小马拴在马场里，旁

边还有一条大黄狗在那儿瞎凑热闹。

于是我骑上了一匹小马，工作人员

一拍小马，小马就“咯噔咯噔”地跑了起

来。我感觉我不在骑马，倒像是在飞！我

牢记爸爸妈妈的忠告，身体朝前，牢牢

地抓住把手， 生怕下一秒就被颠飞出

去。 一眨眼的工夫，小马已经跑过了一

圈，连那条大黄狗也不敢神气活现地挡

道了，跑回草丛，在里面后怕得“呜呜”

叫个不停。 后来我还骑了雪儿，但它真

是“中看不中用”，一直慢吞吞的，最后

另一匹马冲过来才开始跑。 早知道我

就再骑一次小马了，小马用十几秒就跑

完的路程雪儿竟然用了两分多钟！

这次骑马既锻炼身体又好玩，下次

我还要再来。

“马”上风波

罗思齐 龙口西小学 三年

9

班

小作者紧扣考题要求，通过对比、

细节的描写， 写出了她在骑马时的乐

趣，语言生动准确，富有童真，是一篇

优秀的考场习作。

———张蓉晖老师

老师点评：

一天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拿着

一瓶墨水，大声叫道：“哈！ 这瓶墨水可

真多呀，我要用它来写字。 ”我正想着，

突然手下一滑。“哎呀！ 糟了！ ”我不禁

叫出了声。我不小心把墨水洒在了地毯

上。“现在怎么办？ ”我着急地盯着这片

地毯。

“有了！ ”我一拍脑袋，想到了一个

好办法。 我赶紧把地毯抱进书房，然后

拿出一支细毛笔。 我在墨水沾到的地

方， 仔仔细细地画上了一只只小动物。

你看， 地毯的几个角落画上了几只小

鸟，栩栩如生。中间洒上的墨水最多，我

只好画了一只巨型“长颈鹿”，因为脖子

太长了， 看起来都有点不像长颈鹿了。

可是就画这些是不是太单调了？ 于是，

我又拿来了一些颜料：白色，红色，绿色

……继续“创作”。

我用手沾了点儿红颜料，画了几朵

娇艳的玫瑰花。我用毛刷沾上点儿绿颜

料，刷上了一些小草，有的深，有的浅。

不知什么时候，爸爸妈妈悄悄地站

在了我身旁。 我刚要解释，妈妈笑着摇

摇头，对我说：“没关系，地毯哪里都可

以买，你画的这张才是独一无二的！”我

高兴极了，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后

来爸爸和妈妈也蹲下来和我一起画画。

我们看着画好的五彩斑斓的地毯，

开心地笑了！

地毯上的小画家

李羽菲 龙口西小学 三年

8

班

小作者围绕墨水洒到地毯这一生

活中的小意外来写，描写丰富细腻，用

词准确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郑吟芳老师

老师点评：

我家的小乌龟长着小小的黑眼睛，

长长的脖子，深绿色的龟壳，样子十分

机灵。

每天早上， 它都会早早地睁开眼

睛，去水里泡个澡。 然后开始不停地用

小小的爪子扒着玻璃缸壁，发出哐哐的

声音。 别看那爪子又小又软，上面可是

有又尖又长的指甲呢！ 就是轻轻碰一

碰，也会感到刺痛。扒完缸壁，它又开始

爬塑料楼梯，爬上爬下，没完没了，直到

再也爬不动，才肯罢休，实在是个小淘

气包。

到了中午， 它会准时地等在小平

台上， 好像知道时间似的， 没有一次

晚点。 我把饲料扔下去， 它还是不紧

不慢地跺着它独有的“乌龟步”， 优哉

游哉地爬下去， 简直就是一个贵夫人

的模样， 无论多饿， 它都不会改变它

的步伐。

傍晚时分，我放学回家，兴致勃勃

地跑来找它，却发现它的四肢都缩在龟

壳里。乌龟好像在睡觉，我很郁闷，平时

都可以抓它出来玩弄一番，可是今天它

却在睡觉。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做作业。

没想到，我刚走，小乌龟就谨小慎微地

探出了头来。原来，它是想躲过我的“玩

龟时间”啊！

机灵的小乌龟

刘书瑶 龙口西小学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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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四百字， 写出了小作者对乌

龟的仔细观察和深深喜爱： 早上没完

没了的调皮捣蛋， 午餐不紧不慢的贵

妇模样，傍晚为了避开“我”的玩弄而

装睡的情态。 满满的童趣跃然纸上。

老师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