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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寒假，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我被困
在家里。在家里闲着，什么事也没得做，感觉时
间过得好慢，像蜗牛爬行似的，慵懒散漫。我渴
望尽快开学，只有在学校我才能找到我的人生
价值。我是一辆加满油的汽车，等待开学的哨
声响起……

等啊等，等来了网课。我明白：只要我们不
到处乱跑，在家努力上网课也是为国家作贡
献。因此，我非常认真地上好每一节课。那视频
里面的老师讲的课虽然没有我们学校老师讲
的课详细易懂，虽然视频里面的学生个个貌似
接受能力都很强，但我好像也不比他们差，对
于不太懂的知识点我会在下课之后及时查资
料及请教父母。有时候我也会做错题目，但是
我从不灰心。因为我心底有一个信念：努力就

好，输赢都很精彩。
网课学习任务完成后，我每天都要跳跳绳，

陪爷爷奶奶聊会儿天。爷爷奶奶都已70多岁了，
陪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有一次，奶奶突然问我：

“孩子，网课学得怎么样，你应该没有开小差吧？”
我十分坚定得说：“我没开小差，我每节课都很
认真。”这时，奶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假装
很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这就是我的寒假生活。有的人选择安逸睡
大觉，也有的人选择看电视打游戏，而我却选
择学习、锻炼和做家务。因为阳光总在风雨后，
加油吧，少年！

洞口县竹市镇管竹完小五（2）班 尹文杰
指导教师 刘勇

难忘的寒假生活

天高气爽、硕果累累的秋天令人向往，秋
天的田野更令人心旷神怡！

田野里，成片的水稻金灿灿的，十分壮观！
微风吹过，水稻姑娘的头发随风飘荡，在风中发
出快乐的笑声。笑着，笑着，脸越笑越黄，腰越
笑越弯，宛如金子一般沉甸甸的。她们异口同
声地说：“秋天到了，秋天到了，我们该收割了！”

田边到处是高大的桂花树，阵阵桂花飘
落，十里飘香。丹桂红得像火，银桂白得像
雪，金桂黄得像金。桂花虽小，但朋友也很
多，总是一簇簇、一团团的，散发着迷人的香
气。站在远处便会有香气扑鼻而来，真是“暗
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啊！

菜园里，辣椒也通红了，像火焰一样，一
簇簇，一下子把人们的心里点燃了烈火。茄

子绅士穿着紫色的西装，在微风中放声歌唱，
唱完之后，恭恭敬敬鞠了一躬。高高的柿子
树上，一个个通红的“小灯笼”，在黑夜里像是
给人们指引方向。

小蚂蚁们匆匆忙忙地搬运着食物，准备
着年货，想要过一个幸福美满的冬天。大雁
列着整齐的队伍飞向南方，到温暖的南方去
度假。蜜蜂在花朵中采蜜，蝴蝶在空中翩翩
起舞，像是在庆祝秋天的丰收。

秋天的田野是迷人的、忙碌的、丰收的，
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我爱秋天！我爱秋天的
田野！

双清区铁砂岭小学76班 姜媛媛
指导老师 张青云 易明

秋天的田野

她，眼睛大大的，那白里透红的脸，更是让
人忍不住想咬一大口。笑起来时，眼睛里总放
射出快乐的光，旁人被她感染，也会开心地笑
了起来。她就是我的补习班同学，也是我最好
的朋友——曾溪若。她呀，就是一个多变的人。

说到曾溪若的胆小，那真的是让人忍俊不
禁。有一天补习班下课，陈令武把我俩送到小
区大门里就走了。我和溪若继续往家走。突然，
一个黑影从旁边的草丛里蹦了出来，我俩吓得
停住了，这时世界好像静止了几秒，可在几秒
后，曾溪若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大尖叫声，
划破了这份宁静。我说：“有什么好怕的，不就
是只小猫吗？又不会把你吃得精光，别担心
了。”“那……那是野猫呀！”

你别看曾溪若看到一只小野猫胆战心惊，

可看到一只大胖狗，她却能安全走过！
记得那一次，我们去外面吃早餐，去的时候，

在路上看见了一条大胖狗，正在一旁享用它自己
的早餐呢！我看见了，觉得太危险了，决定绕路。曾
溪若向我挥了挥手，示意让我过去，我半信半疑
地过去问：“喊我干什么？”她神秘地对我说：“我们
两个人等会，抬头看天，然后聊天，用余光来扫那
贪吃狗。”我有点不相信，她继续说：“一定行！相信
我！”我照办了，果真，那狗没理我们哩！

我的这个多变的同学虽胆小，但机灵，这
两者在她身上就那么和谐地存在着，一点都不
矛盾。你喜欢上她了吗？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1802班 阮银麟
指导老师 覃红梅

我的同学

薯条是我平时最爱吃的一种零食。今天，我和妈
妈一起自己动手，在家里现炸薯条，可有趣了。

妈妈告诉我，表皮发绿或已经发芽的土豆不能吃，
因为里面含有毒素，吃了这样的土豆会对身体造成伤
害，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原来生活也是一所学校，真
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呀。

于是，按照妈妈的嘱咐，我从冰箱里精心挑选了六个
新鲜的土豆，它们大小形状各不一样，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妈妈开始在一旁讲解，指导我先把土豆清洗干净，
小心细致地削掉土豆皮，切成一条一条的土豆条，再把
盐和香精混合的材料洒到土豆条上。然后，把锅加热，
倒进植物油，待油烧开的那一刻，将土豆条都投入锅里。

紧接着，我就听到了“滋滋滋”的响声，此起彼伏，
就像一群人在吟唱一首轻快的音乐。

不一会儿，土豆条穿上了金黄的外衣，变成了诱人
的薯条，它们骄傲地挺起“小蛮腰”，好像在说：“大明星
要去这一大家子的肚子里旅游啦！”

我看着香气扑鼻的薯条，满眼冒星星，忍不住垂涎
三尺。妈妈说：“我家的这个小馋猫，先别吃哦，妈妈再
给它加点番茄酱，这样才更美味呢！”

终于大功告成，一盘美味可口的炸薯条新鲜出炉，
我们一家人饶有兴致地吃起了自制的生态健康薯条，
既饱口福，又其乐融融。

双清区铁砂岭小学80班 李雅萱
指导老师 江伟红 易明

炸薯条
我是生命的源泉，上帝用神力把我慢慢地

升上天，又掉下来，再用神力把我升起。。。。。。
我是镜子。鸟儿在我头上飞过，能清楚

地看到自己的脸。
我是饮料的必备品，我是人类的发源地，

我是鱼儿的住宿地。

清早，我同鱼儿一道向太阳敬礼；傍晚，
我同鱼儿一起向月亮表示欢迎。

我在西湖上唱着“哗哗哗”的歌，让西湖
风光更加旖旎，让诗人吟唱“水光潋滟晴方
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我享受着太阳照射我的温暖，看新伙伴

跟我玩耍而泛起的层层波纹。我婆娑起舞，
鱼儿为我鼓掌。我总是提醒人们要节约用
水，可他们却不以为然，把我看作了透明人。
珍惜自然资源的道理，人类尚未完全明白。

于是，我在冬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让这个
多彩的世界变成白色。我用寒冷让大家围在
火炉边冷静地思考。

洞口思源学校小学六年级二班 曾潇
指导老师 窗外

水之歌

上个星期天，我陪妈妈去洗车。车行的叔叔拿着
高压喷枪，对汽车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猛烈地喷水，车
上的灰尘和污垢是洗掉了，可是大滩大滩的水也哗哗
地流入了下水道。

看到这些，我很痛惜。人们常说珍惜水资源，而洗
一辆车消耗的水，就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生活用水
量。看着一辆辆灰扑扑的车，我真不知道这里每天要
浪费掉多少水。

想到这，我向妈妈提议：“妈妈，你以后别洗车了。”
“那你说我的车脏了怎么办？”妈妈奇怪地问。
“我来帮你擦呀！”我信心满满地回答。
妈妈同意了，还说要和我一起洗车。
这个星期天，我提着一桶水下楼，和妈妈一起为爱

车“洗澡”。我们先用抹布把车上的脏东西擦掉，又用
水一点点把车身清洗了一遍。我擦下面，妈妈擦上面，
不到半个小时，便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就跟新的一
样，オ用了不到一桶水，剩下的水又提回家浇花了。妈
妈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说：“真棒！比在汽车行洗车省了
好多水，还给妈妈省了不少钱呢。”

下次，我要收集雨水给妈妈擦车，这样还可以节约
生活用水！

邵师附小求真班 申雪琪
指导老师 刘红英 姚玉容

洗车记

今天的早读课，同学们特别自觉和认真，所以上语
文课时，老师说首先要奖励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同学
们听了，乐了。

老师先用一支蓝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又大
又圆的圆圈，接着在圆圈上画上了一双像月牙一样的
眼睛，再画了一个咧开的大嘴巴，特别可爱的一张笑脸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左看右看，觉得这张笑脸有点
奇怪，哦！原来笑脸少了一个鼻子，我想：肯定是玩贴
鼻子的游戏。这时老师拿起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红色
小磁铁，说：“我们今天玩的游戏是贴鼻子。这个小磁
铁，就是笑脸的鼻子。”“哈哈，我猜对了。”老师接着说
了游戏的规则。

在同学们美慕的眼光中，老师请卢奕丹走上讲台玩
这个游戏。老师先用一块红布蒙上了卢奕丹的眼睛。接
着卢奕丹在原地向左转三圈，又向右转三圈之后，才向黑
板走去。由于蒙着眼睛看不见，她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
前行，还差点要和黑板亲嘴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接下来，她开始摸索着贴鼻子了，她的左手扶着黑
板的边沿，右手拿着“鼻子”贴向了笑脸。“不好，鼻子快
要贴到眼睛上了。”我暗暗地为她着急。有的同学更着
急了，脱口而出：“贴错了，贴错了。”卢奕丹听见同学们
的提醒，她把拿着“鼻子”的右手往下挪了挪。这一挪，
正好把“鼻子”贴准了。同学们不由自主地“啪啪”为她
鼓起掌来。老师为卢奕丹把蒙眼睛的红布取下，卢奕
丹看了看黑板上的笑脸，满意地笑了，然后连蹦带跳地
回到了座位上。

贴鼻子的游戏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结束了，老
师也开始讲课了。这节语文课同学们似乎比往常更专
心，我猜想大家肯定和我一样，都非常喜欢这样的奖励
方式，期待下一次被奖励哩！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197班 刘雯卉
辅导老师 刘媙

一次小游戏
刘少奇故居位于宁乡市花明楼炭子冲。

走入景区，登上台阶，我们来到了刘少奇铜像
广场。广场正前方，整齐的小松柏簇拥着一
个平台，平台中央，铜像威严地矗立着。铜像
坐西北朝东南，面部神情似微笑，似深思，将
目光投向遥远的前方。我们站在铜像前，唱
响《义勇军进行曲》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歌》，献上花篮，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与怀念。

绕过铜像继续往里走，我们来到了刘少
奇故居。故居在一座盖有茅草的栅栏门里，
是一个四合院，为土木结构，泥砖墙上粉饰着
糠壳泥，屋顶盖一半小青瓦，一半茅草。门前
有清澈见底的池塘，屋后是层层叠叠的山峦，
整个故居被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来到

故居正门前，看到大门正上方悬着1980年邓
小平同志题写的“刘少奇同志故居”匾额。走
进故居，只见堂屋内陈列着一本历史书和刘
少奇、王光美的合影。由堂屋向南至刘少奇
二哥刘云庭的卧室，挂有一张刘长奇与刘云
庭、刘允斌、刘爱琴、刘允明的合照。再向里
走即至刘少奇的卧室，室内摆放着书、床、太
师椅等，说明刘少奇特别爱看书。接下来，我
们还参观了酒房、客厅、书房等。刘少奇故居
整洁而简朴，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朴实无华的革命情怀。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1802班 赵锦宏
指导老师 覃红梅

游刘少奇故居 ▲9月20日是第32个“全国爱牙日”。为加强对小记
者的口腔健康教育，“小手拉大手”地宣传护齿保健知识，当
天，市小记者协会组织市资江学校、大祥区滑石小学、西直
街小学及桔园小学的部分小记者来到大众芙蓉口腔医院，
现场听口腔健康讲座，学习正确的护齿知识。

徐旭 摄

▶9月18日，北塔区北塔小学、枫林文华希望小学、五
七小学教研联盟，开展教学研讨会，大家积极发言，踊跃交
流，取长补短。 通讯员 夏佳婷 曾莹莹 在我成长的故事中，发生过许许多多高兴的、难过

的、伤心的事情。妈妈说这些小故事就像一个个晶莹
的小水珠，滋润我成长，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让我最难
忘的事。

在我家的电脑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照片。那是
我去年暑假去云南旅游时照的，照片上是我头戴着七
彩花环，正在玉龙雪山上悠然自得地观赏山下的美丽
景色。

记得刚开始爬的时候，我信心十足地对妈妈说：我
们要爬到山顶。妈妈点点头，一开始我像一个小猴子
一样蹭蹭地往上蹿，一会儿工夫就把妈妈落在了后面，
沾沾自喜。可是没一会我有点累了，于是速度也慢慢
地慢下来了。我对妈妈说：“我们别爬了吧！”妈妈说：

“你自己说的要爬上山顶，可不能半途而废！”听到妈妈
这句话，我的脸红起来了。于是我和妈妈慢慢地向上
爬，终于到达山顶。我手舞足蹈起来，高兴极了。山顶
的景色真的好美，美得让我流连忘返。妈妈买了一个
七彩花环戴在我的头上。说：“女儿，你成功了，真棒。”

当我想偷懒的时候我就会看看这张照片，是它让
我明白了“坚持就是胜利”。

双清区龙须塘小学15A班 杨曼妮
指导老师 李露

最令人难忘的事

有件事，它犹如一块烙印深深地印在了
我的心上。只要想到这件事，我的内心就会感
到非常不安。

那是一个冬天，外面寒风呼啸，天空中飘
起了雪。妈妈正在灶房烧火，我和家里其他小
孩都待在房间里看电视。过了一会儿，妈妈就
拿了一个火盆和一个烤火笼过来，里面装的
可都是红通通的木炭。我一眼就瞅准了烤火
笼，眼疾手快地从妈妈手上抢了过来，这是一
只仅够一个人用的铁皮烤火笼，放地上能烤
脚，拿起来能暖手。为了更舒服地观看电视
剧，我环顾四周，瞄准一个小塑料凳子，赶紧
拿过来将火盆放了上去，这样我就可以烤着

双手看电视了。只听得旁边有人说，快将烤火
笼拿下来，不然这个塑料凳会熔化的。我可没
管那么多，心想，只是放在上面而已，又不是
把凳子放在火里烧，怎么可能熔化嘛！于是我
就又看起了电视，不管他人怎么说了。

果然，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时间过得
飞快，这烤火笼也一下就没了温度。我拿起烤火
笼想去妈妈那加点炭火，可没想到这塑料凳子
也跟着上来了。我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心想：
不好！不会真粘上了吧，这下该怎么办呀？我马
上跑到灶房看妈妈有没有烧完火，趁妈妈还没
来，赶紧拿起那个烤火笼，想用刀将粘在凳子上
的烤火笼剔开，最好是剔到一点痕迹都没有。我

专心致志地剔了起来，一边剔一边庆幸：还好还
好，发现及时，这个凳子还有救。终于，它们分开
了，可即使是这样，这个凳子还是损失了大半，
碎片撒了一地。为了不让人发现，我偷偷地将这
个凳子的碎片扔到了河里，让它们随波而去了。

一直以来，这件事是我心里的一根刺。每
当妈妈问到这个凳子的时候，我都会慌张地
躲在一边，什么也不说，其他人也不敢说。我
们都知道妈妈的脾气，她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所以为了躲避这一切，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只
胆小懦弱的鸵鸟，只能在心里暗暗后悔。如果
我当初听了旁边人的话，也就不会是这样子，
真是追悔莫及啊！但我不能总这样逃避了，我
一定要找个机会勇敢地向妈妈承认错误。

市湘郡铭志学校五年级1603班 袁泉
指导老师 蒋盛玉

一件后悔事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
各有特色，而我却唯独喜欢秋天。

秋天来了，许多大树的叶子纷纷落下来，铺在大地
上，做成了迎接冬天的新棉袄。虽然叶子落下来有些
凄凉，但金黄的、深红的、灰色的、褐色的……各种颜色
的落叶装扮出了彩色的大地。

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高粱涨红了脸，大白菜戴
上了绿帽子，白萝卜变得更壮实了。各种植物都焕然
一新，共同祝福美好的秋天。

秋天也预示着冬天即将来临。大雁成群结队地飞
向南方，小熊、土拨鼠等等小动物们也在挖洞准备冬眠。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

双清区龙须塘小学151班 幺湘茹
指导老师 毕亚玲

秋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