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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知道崀山景色宜人，太阳谷
温泉更是让我向往，“五一”劳动节妈
妈就带着我和姐姐来到了崀山。

这是我第一次泡温泉，我兴奋得一
蹦三尺高。当我们换好游泳衣，进入温
泉区时，我不禁惊呼：“哇！好大呀！”迫
不及待地跳入水中，“哎哟，好烫。”我赶
紧上岸。姐姐笑话我，说温泉水是从地
底下冒出来的热水，里面有许多矿物
质，对人体好，要慢慢泡。于是我学姐
姐的样子慢慢滑下去，半躺着身子，一
股暖流顿时包裹着全身。突然我有点
受不了，就上岸来透一下气，一直闷在
温泉水里面感觉头晕。这时服务员阿
姨告诉我们：天气有点热，每个池子里
不要待久了，要出来调整呼吸，才能泡
得更久。休息了一小会，我又兴奋地跑

了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适应
了温泉的温度，泡得很舒服……

我明白了，泡温泉需要方法，不能
泡一下就上来。泡温泉也要有耐心，
只有完全适应这个水的温度，才能待
下来。我又发现每个池里泡的药物和
花香都不同，我很好奇，在整个温泉区
里转了一圈。当我来到有小鱼的温泉
区时，高兴极了，妈妈说小鱼会吃人身
体上的死皮。我飞快地跑入池中，一
会儿好多小鱼向我游来，咬在我脚上，
痒痒的。过了一会儿，我摸摸脚丫，很
光滑，真的是太好玩了。

要回家了，我却依依不舍。

前进小学三年级 孙艺成
指导老师 李锦凤 姚懿平

快乐的味道

玫瑰花小姐很聪明、很漂亮，大家都很
喜欢她。因此，她变得很骄傲。

有一天，骄傲的玫瑰花小组遇见了花蝴
蝶。玫瑰花说：“蝴蝶妹妹，你的身子太花
了，一点儿也不好看。你看看我，多美啊！”

花蝴蝶心平气和地说：“玫瑰姐姐，不
要太骄傲了，骄傲可不好呢！”

玫瑰花一听，抬着头，骄傲地走了。
走着走着，玫瑰花遇见了小蜻蜓。玫

瑰花说：“蜻蜓妹妹，你的身子太细了，弱不
禁风。”

蜻蜓很生气地说：“我总比你好就对了。”
玫瑰花一听，抬着头，骄傲地走了。
走着走着，玫瑰花遇见了小燕子。玫

瑰花说：“燕子姐姐，你的羽毛黑一块白一
块的，太丑了。你看我多美丽呀！”

小燕子若无其事地提醒她说：“玫瑰妹
妹，做人可不要骄傲哟！”

玫瑰花听了，抬着头，骄傲地走了。
走着走着，玫瑰花遇见了小蜜蜂。玫

瑰花说：“蜜蜂弟弟，你的声音真难听！你
听，我的声音多美妙！”

过了些日子，玫瑰花发现好朋友们都
不和她玩了。蜜蜂也不来她这儿采蜜了，
说是她太骄傲。玫瑰花终于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她说：“我以后再也不骄傲了。”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1824班
黄子涵
指导老师 李自卫

骄傲的玫瑰花

一天，我在家里看了很长时间电
视，爸爸妈妈都出去工作了，我感觉特
别无聊。突然，我灵机一动，为什么不
帮妈妈扫地呢？他们每天那么辛苦，
回来一定会表扬我的。

说干就干，我拿起扫把和撮箕，先
从客厅扫起。有的垃圾好像故意跟我
作对似的，一直扫不进去，好不容易进
去了，撮箕一动，它又像坐滑滑梯似的
滑了出来。我可真是气急败坏，最后
索性用手把它捡进垃圾桶。

扫完了客厅，我又去扫我的卧
室。“哎呀！我的卧室怎么这么乱呀？
有牛奶盒，有吃剩下的零食，还有一大
团废纸……我一定要把这个像“垃圾
场”的卧室清理得干干净净。”首先，我
先把这些垃圾丢进了垃圾桶，然后在
把桌子擦了一遍，最后，我再把东西摆
放得整整齐齐。果然，卧室焕然一新。

扫完了地，我看见窗户很脏，想
把家里的窗户擦干净。我打来一桶
水，随后拿了一块干毛巾，先拿干
毛巾把窗户擦得白的发亮。最后，
我又把干毛巾打湿，又把窗框擦了
一遍。

刚擦完了窗户，爸爸妈妈回来
了。他们左瞧瞧，右看看，惊讶地说：

“婷婷，这些都是你做的吗？”我点了点
头，妈妈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欣慰地
说：“真好！我家婷婷长大了！”听了妈
妈的夸奖，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通过今天打扫家务，我体会到了
妈妈的辛苦，所以我以后要多帮妈妈
分担一些家务。虽然今天很累，但我
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

双清区铁砂岭小学73班 唐婷
指导老师 杨义 高耀辉

劳动真快乐

我的家乡邵阳，她的美让我无比自
豪。我爱家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

春天，城南公园开着白蝴蝶般的
兰花，四片花瓣中间镶嵌金黄色的花
蕊，散发着清香，那么安静，那么秀气，
就像一个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夏天，紫薇公园里的紫薇花竞相
开放、争奇斗艳，一簇簇，一串串，羞答
答地随风起舞，看起来就像偷喝了葡
萄酒的小姑娘。走到紫薇长龙里，一
阵阵芬芳便会扑鼻而来，令人陶醉。

八月，一走进我们学校，整个校园里
就会飘出桂花浓郁的香味，沁人心脾。
哪怕我坐在四楼的教室里，时不时飘过
来的一阵甜甜的桂花香，让我不禁心里
痒痒的，恨不得一下课就去桂花树下捡
花瓣。到了中秋时节，我最喜欢去双清

公园的亭外亭看看那犹如玉盘般皎洁的
月亮，感受那“云带钟声穿树去，月移塔
影过江来”的风流雅趣，体验月华穿过斑
驳的树叶洒在青石板上的宁静，惊叹那
月光洒在资水中的曼妙神奇。

冬天，东塔公园的雪景名不虚传。
当你背倚东塔，看白雪堆在石板上，趴在
栏杆上，歪在树枝上，洒在林间的落叶
上，整个树林那么静，只有偶尔几只不怕
冷的小鸟“喳喳”地叫一两声，你会觉得
你仿佛从人间掉落到了美丽的仙境。

邵阳是一幅画，一首诗，是我心尖
尖上的一滴晶莹露珠。

小记者
双清区五里牌小学160班 曾紫怡
指导老师 乔志群

我的家乡邵阳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人不能抹去。她
是我成长的见证者，在那布满皱纹的额头上，
总嵌着双爱的眼睛。她是我的奶奶。

每日清晨，无论前晚有多累，当天蒙蒙
亮时，她总是利索地从床上爬起，出门买菜，
或是忙着做早饭。每次我去奶奶家过夜，早
上慢悠悠地下床时，她总是做好了饭，等待
着我。

家人们都有一个习惯：每年大年三十，定
会拜访爷爷奶奶家，围坐在一起，吃顿团圆
饭。哟，别看奶奶已经九十岁高寿，筋骨却硬
得很呢！十来人团聚一起，热热闹闹，那时，
奶奶便会准备许多菜，老早起来，忙活着。

“多吃点儿！”这是吃饭时奶奶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而当大家吃得差不多时，奶奶又
会端着煮饭的锅儿，挨个儿盛饭。她总是这
样做着，不厌其烦地做着。最后，大家都吃撑
了，摸摸肚子，相互看着，笑着。

不光厨艺精湛，我佩服奶奶的，还有她从
骨子里散发出的爱之光。

二姑曾写下一篇文章，从里面知道，奶
奶读过两年书，是名接生员。她接生的孩
子，不少。

那篇文章有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奶奶
生了三姑，正在坐月子。那日已是夜晚，家
人们都睡了，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吴大姐，吴大姐，我媳妇要生了，你快去看
看吧……”隔着半座山的朱大哥不停地喊
着。也许是一种职业精神吧，奶奶听到这
话，也不顾自己的安危，拿件衬衫往身上一
披，转身就要往外走。“你不要命了？”爷爷看
着这举动，连忙爬起身来拉住奶奶，“你月子
还没坐完呢！”“倘若我不去，那就是一尸两
命呐，在这山里头，找不到别的接生员，你就
让我去吧……”在那个夜晚，有一名幸运的
婴儿出生了。

我的奶奶，是慈祥的、善良的。她如一棵
树，指引着我的成长。

邵阳市第五中学427班 贺子涵

奶 奶

今天上午，一节让我刻骨铭心的课，
是由抗疫英雄钟月文来给我们上的，我的
心“怦怦怦”地乱跳，十分激动。当钟月文
医生走进教室时，一股敬仰的情绪涌上心
头，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眼前的英雄。

蔚蓝色的口罩上面是一双满含故事
的眼睛，钟月文医生一上台就给我们讲
在武汉发生的事，我们全神贯注地聆听
着。她说在武汉那边每天吃饭要营养均
衡，不可以挑食，以至于吃到一个鸡腿，
都感觉到很幸福。我听了有所触动，想

想自已，天天挑食，这点以后要改。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冬日里，寒风刺

骨，在武汉住的地方，空调也不可以开，
钟月文医生感冒了。说到这里，钟月文
医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猜猜她那时
心里在想什么？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
有人说：“害怕。”有人说：“恐惧自已还没
有看到家人。”也有人说：“自己的任务还
没有完成。”钟月文医生听完大家的猜
想，摇摇头说：“当时我想，我会不会把我
的九个队友感染，要是感染，那我们就全

军覆没了。”就是这短短一句话，震惊了
我们所有人。听了钟月文医生暖心的小
故事，我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伟大，什么
叫英雄。

这节课，让我受益匪浅。以前我都
是在电视里，或手机上看到了伟人的事
迹，很仰幕，但是今天这节课让我态度改
变了。我觉得总是仰幕别人是没有用
的，只有自己努力学习，长大后做一个像
她们一样的人，让平凡的人生画出一个
个惊叹号。

邵阳师范附属小学136班
马浩然
指导老师 廖蕾

那一刻
生活就像一盘调色盘，丰富多彩，五色斑

斓，既有温暖的红，也有一份平静的蓝。在无
数色彩之中，有一抹耀眼的光彩，它蕴含了一
份沉默无声的爱——母爱。

我的母亲平平凡凡，也十分朴素，不强壮
的身体却担起了家中挣钱的大负担。我不知
道她到底有多少力量，但她倾尽所有，只是为
了我和弟弟。

可能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恍恍惚惚中，
我看见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在动。那是
谁？我突然感觉到被窝里特别暖和，不透一丝
的风，转头一看，又发现了一个娃娃躺在枕
边。我定睛一看，那个影子依然在动，是……
是我的妈妈！只见她正不声不响地站在我的
床头前，帮我把肩头的被子掩好。只见那双纤
细却有几道伤的手轻轻地搭在了我的被子上，
一提，我的周围顿时被掩盖得严严实实。母亲
又搓了搓手，看看我睡着了没。我赶紧闭上眼
睛，母亲见我入睡了，松了口气，伴随着一声

“唉”的叹息，母亲走出了房门。窗外的雨“滴
滴答答”地响着，好像要对我说什么。泪水早
已在眼眶里打转了……

母亲的爱，是一首歌，流淌着甘泉一般的

旋律，萦绕在我的心间。这首歌，时而舒缓，时
而轻盈；时而平稳，时而激昂。

在工作上，母亲是一丝不苟的，为了让弟
弟不打扰到我，母亲只要有空，风雨无阻，她都
会带我一起去上班或者加班，有时还会去买些
好吃的给我这个“馋猫”。还记得一天下午，我
又馋了，可看着妈妈忙碌的样子，没好意思
问。妈妈看看我，叹了口气：“你又馋了吧？拿
着这10元钱去买点吃的吧！”母亲把钱塞到我
手里，又立刻回到位置上，又俯下了头，拿起了
笔写起来……母亲自己挣钱那么辛苦，却这么
舍得为我付出。我鼻子一酸，跑了出去……回
来之后，我把剩余的钱摆在妈妈的桌上。可没
想到，第二天我的桌上又出现了一些我想要的
好吃的零食。

母爱，它是春日的细雨，滋润着我们；它是
夏日的清风，带来了无限凉爽；它是秋日的果
实，献出了你的力量；它是冬日的暖阳，用最温
暖的一面普照大地万物……母爱是一份无言
的爱，不出声，却依然默默守护着我们。

大祥区西直街小学183班 刘馨嫔
指导老师 贺晖凤

一份沉默的爱

一个茂密的大森林里鸟语花香，住着
许多小动物，美极了！

在一座大树屋里，住着善良可爱的小
白兔一家。有一天，小白兔要去森林考场
参加一次考试，可她的爸爸妈妈刚好出差
了，于是，她只好独自一人出了门。

森林里到处都是鲜花，好美呀！小白
兔完全被花迷住了，边走边摘，玩啊，跳啊，
一不小心，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呢，小白兔
着急了。

这时，一只孔雀飞过来，灿烂的阳光照
在她的身上，浑身上下散发着金光，美丽又
神气。小白兔问：“孔雀阿姨，请问您知道
森林考场怎么走吗？”孔雀瞧了小白兔一
眼，轻蔑地回答道：“瞧你这脏兮兮的模样，
快给我滚开，别弄脏我的新衣服！”小白兔
委屈地哭着走开了。

小白兔担心赶不上考试时间，很着急，
一边哭一边往前走。忽然，一个沙哑却很温
柔的声音响起：“小白兔，你为什么哭呀？”小
白兔抬头一看，原来是黑不溜秋的乌鸦大
婶。“我……我想去森林考场参加考试，可我
迷路了。”“哦，别担心，这里离考场很近，往
东走50米，再一直向南走到头就是了。”“谢
谢！”小白兔谢过乌鸦大婶，急忙往前走。

考试很顺利。小白兔回到家，妈妈已
经回来了，小白兔告诉了妈妈事情的经过，
问：“为什么同在一个森林里生活，差距怎
么那么大呢？”“孩子，做人不能只看外表，
内心美才是真正的美啊！

邵阳师范附属小学136班
袁潇恩
指导老师 廖蕾

小白兔赶考记

月亮湖坐落在新邵白水洞景区的一个小
村庄里。那儿风景优美，是一个游玩的地方，
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地方。

月亮湖有两处景点，一个是湖，一个是
野营的地方。阳光下，湖面风平浪静，湖水
清澈见底，犹如一面镜子，倒影清晰可见。
湖里游着各种各样的小鱼。有的拖着长尾
巴，一摇一摆的，像在对你说：“欢迎来玩！”
有的头上吊着“红灯笼”，全身长满了黄色的
鳞片，时刻准备着闪亮登场。还有的全身蓝
色，长着尖尖的牙齿。湖里长着一些翩翩起
舞的海草，鱼儿们在其间来回穿梭，尽情地
玩乐。

沿着月亮湖往上走，不远处便是一个美
丽的山坡。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盛开，一大片
一大片，仿佛黄色的海洋。道路的两旁，桃花
盛开，一朵朵桃花向我露出了笑脸。一阵微

风吹过，桃花的芳香扑鼻而来。就在我正津
津有味地赏景时，突然从树林旁传来一阵欢
叫声：“野营了！”我兴奋地跑过去。果真是个
野营的好地方！一个个帐篷像蒙古包一样立
在草地上，周围长满了像战士一样守卫的松
树。我在两棵树之间搭起了吊床，然后拿起
零食，跳进吊床，翘起二郎腿，舒舒服服地把
零食往嘴里扔。来这里玩耍的人很多，有的
在树阴下打牌，有的在帐篷里玩游戏、睡觉，
有的坐在野餐垫上下棋，还有的在花丛中拍
照。大家都乐呵呵的，平时的劳累、烦恼全被
抛到九霄云外。

宁静的小湖，热闹的山坡，让人赏心悦目，
流连忘返。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1824班 伍绍宁
指导老师 徐金玲 李自卫

月亮湖

◀孩子们在花圃
基地写生。

▲5 月 10 日，市
和谐社工服务中心的
社工来到双清区渡头
桥镇的新渡中心小
学，开展“爱护自然
趣味踏青”关爱留守
儿童活动，为孩子们
送去快乐。图为社工
与孩子们游戏互动。

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姚玲玲 周永琼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