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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老 师 加 油 ！”“ 方 老 师 冲
呀！”……看台上人头攒动，呐喊声此
起彼伏，怎么回事？让我来告诉你
吧！今天下午，我们宏村学校在操场
上举行“庆元旦”教职工趣味运动会。
往常都是老师看我们比赛，今天终于
反过来啦，我们成了吃瓜群众，哦，不
——啦啦队。哈哈！

操场上热闹非凡，一至九年级的同
学们，都按次序坐在看台上，为老师呐
喊助威。运动会比赛项目很有趣，有垫
石过河、十字象限跳、三人四足、托球接
力……其中最有趣的还要数“袋鼠运

瓜”。比赛规则是：参赛的老师分为两
队，每队四人。第一个出发的老师先穿
上布袋子，从起点跳到终点，再由对面
的老师穿上袋子，进行接力。中途袋子
里的西瓜（皮球）不能掉出来。哪一队
先完成接力，哪一队就获胜。

比赛开始了，一只只“袋鼠”或轻
快或笨拙，在操场上蹦啊蹦……一位
年轻的女教师套上袋子，就像一只活
泼可爱的小兔子轻盈地向前蹦去。脚
下好像安装了弹簧，一下子就蹦到了
终点。周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尤
其是女老师班上的学生，一个个不由

自主地站起来，齐声喊到：“朱老师！
加油！……”

一位中年男教师，只见他小心翼
翼地向前跳着，似乎每跳出一步都要
酝酿很久。尽管这样，他还是状况百
出：一下子袋子掉了，一下子皮球从袋
子里滚出来……一旁观战的老师们也
乐坏了，纷纷跟他开起了玩笑：“汪老
师，你这只老袋鼠跳不动了吧？”“老
汪，你孩子掉了。”……看台上的同学
们更是笑得前俯后仰，笑声一浪高过
一浪。我敢说，这一定是我们宏村学
校最欢乐的一天。

最让人佩服的是一位大个子的男
教师，他那一队已经落后很多了，轮到
他三蹦两跳就追上了对手，反败为
胜。大家议论纷纷：“这老师属袋鼠的
吧？”“唉，腿长就是好。”

比赛还在进行，欢乐也在继续
……

这一天，老师们都好像回到了童
年，像个孩子一样和我们一起尽情地笑，
尽情地喊，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
一天，对宏村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都是
幸福美好的。这真是一个不一样的运
动会！ 指导老师：汤秀芬

不一样的运动会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舒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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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夜晚特别寂静，黑暗浸透
了整个大地，各家早已亮起了灯火。
我和小伙伴在广场上玩了好几个小
时的烟花，等烟花放完，才恋恋不舍
地准备回家。

回家的路并不长，只有五六百
米，如果跑，顶多几分钟。但不知道
为什么，今天走这段路，却感觉无比

漫长。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后面有急
促的脚步声，我不敢回头，脚步加速，
生怕后面的人赶上来。“黄雨潇，黄雨
潇……”这谁呀？别是坏人，听说有
些坏人绑架人的时候假装认识对
方。这样，他越喊，我走得越快。

“叫你呢，叫你呢！”咦？声音还
挺熟悉的。我这才停下来扭头一看，

原来是小伙伴把我的手表拿来了
啊！我接过手表，说了一句“谢谢”，
继续往前走。路旁的石崖上长满了
草，在夜里看起来像是一个“魔鬼”，
脸上长满了又长又细的长毛，吓得我
出了一身冷汗。突然，借着旁边一户
人家的灯光，地上隐约出现红红的东
西，哇，血？我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

那里，一动不动。突然，我想起之前
我们几个人在丢红土玩，大概是晚上
别人洗东西时，水流到这红土上，就
成了“血”。总算有了合理的解释，我
赶紧跑回家去……

唉，走夜路真是让人心惊胆战
啊！

指导老师：黄满凤

胆战心惊走夜路
□祁山小学小记者站 黄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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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牯牛降山清水秀，风景迷
人，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于是，在一
个阳光灿烂的假日，我和爸爸妈妈一起
去探访了那山水如画的牯牛降。

我眺望过波涛汹涌的大海，领略过
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牯牛降
这样的水。牯牛降的水真静啊，静得像
一面镜子；牯牛降的水真清啊，清得可
以看见水底的鱼虾；牯牛降的水真绿
啊，绿得像是染了色一样。真是美丽极
了！

我攀登过直插云霄的黄山，游览过

鸟语花香的燕山，却从没看见过牯牛降
这一带的山。牯牛降的山真奇啊，一座
座山连绵不断，像野牛，像狮子，像雄
鹰，千姿百态；牯牛降的山真雄伟啊，一
座座山巍峨雄壮，令人心生敬畏，不敢
靠近；牯牛降的山真险啊，孤峰突起，陡
壁悬崖，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
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鸟兽虫鱼，
山间绿树红花，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梦
一般的仙境。

指导老师：黄满凤

美丽的牯牛降
□祁山小学小记者站 吴子昕

迷人的冬天
□大位小学小记者站 徐缌恬

冬天，雪花飞舞的时候是最美
的。

看吧！小雪花打着旋从天上飘
下来，像一个个顽皮的小娃娃，在追
逐嬉闹着，不一会，大地逐渐变成了
雪的舞台。视域里，到处是白茫茫
的一片，远处的峰峦若隐若现，宛如
仙境。近处的山没有被白雪遮得严
严实实，这儿一块白，那儿一块青，

仿佛是一块黑白相间的大理石。
小河里，居然没有结冰！岸边的

小树倒映在一泓清泉里，如诗似画，
真的那么醉人！那些小树，头上顶着
个白帽子，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架
势，粉妆玉砌的世界是多么纯洁、迷
人。

冬天像一位慈母，在静谧的日子
里，默默孕育着新的生命。

我的舅舅
□新安小学小记者站 叶佳豪

我的舅舅叫余大成，今年三
十八岁，他的头发硬而尖，就像一
根根钢针。有时碰到他的头发，
似乎手放在了尖尖的针上。

他特别喜欢玩游戏。有一
次，我们一起去吃饭，一开始大家
都在大声地说话，后来他不言语
了 ，只 听 见 一 阵“ 沙 沙 沙 ”的 声
音。我顺着声音走过去，发现他
正拿着手机在津津有味地玩游
戏。我立刻大喊：“舅舅！去吃饭
啦！”他头也不抬地说：“嗯。”唉，
真拿他没办法。

他玩游戏可入迷了，走路时
玩游戏，爬山时玩游戏，就连钓鱼

时也在玩游戏，连浮漂在动，鱼上
钩了他都没有发觉。他特别喜欢
钓鱼，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外婆家
门前的小溪边钓鱼。只见他眼睛
死死盯着浮漂，过了一会儿，浮漂
动了起来，随后整个沉了下去。
这时，舅舅立马提起鱼杆，一条大
大的草鱼蹦出了水面。炎炎夏
日，他像一个铁钉钉在那儿，一动
也不动。我热得快受不了想回
家，可他却说：“再钓一会儿吧！
让太阳晒一晒，也不错吧！”

这就是我的舅舅，一个既爱
玩游戏，又爱钓鱼的舅舅。我很
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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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长盛歆焯，斯斯文文
的，学习顶呱呱，多才多艺，浑身
上下透着一股沉静香浓的书卷
气，但他也有另一面呢！

上课铃响了，班长的“笑面
虎”形象开启了。教室后面的同
学一直在讲话，正义感十足的班
长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们的
后面。嘿，有好戏看了！“你们在
聊什么呢？带我一个吧？”班长轻
轻地问道。他们头都不抬，来了
一句：“我们在聊王者呢！你不
懂，滚一边去！”班长眉毛一扬，两
眼一瞪：“很好啊！那你就把刚才
骂人的话抄下来。”他们这才发现
自己惹火的是班长。

还有一次在自习课上，班长

看见有两个人在传纸条，他悄无
声息，猫一样的脚步走到他们的
后面，冷笑一声：“纸条上的字每
人五遍，明天来检查。”

下课了，班长又变成了“笑面
熊”。他和我们玩枪战，一会儿躲
在树后，一会儿躲在花坛后，一会
儿又跟踪我。“砰、砰、砰……”我
们大战了三十个回合才结束，班
长竟然赢了。“耶，耶！”他兴奋地
大喊着，嘴角往两边咧开，笑声震
天动地。我们都瞪大了眼睛，这
还是那一板一眼的班长吗？

哈哈，这就是我们班长的另
一面，你们想认识他吗？那就来
我们班瞧瞧吧。

指导老师：黄建之

我的心爱之物
□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万展豪

屋子里，一缕缕墨香扑鼻而来，
我不厌其烦地书写着，这就是我的拿
手好戏——书法。

我记得刚开始练习书法时，一个
简简单单的“庄”字 ,就让我伤透了脑
筋，怎么写都不好看。本来我就好
强，再加上父母的催促，我就变得急
躁不安。后来转念一想，不行!这样烦
躁是肯定写不出一手好字的，于是我
专心致志地书写起来。一张张，一叠

叠，一堆堆……
我已记不清写了多少遍，用了多

少张纸，花了多少时间，才写出一个像
样的“庄”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无涯苦作舟”。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年
的我了，身边的亲戚朋友经常夸好，给
我点赞 ,书法成了我在众人面前的拿
手好戏!

不过，有一次我闹了一个大笑
话。去年春节，爷爷写了一副对联

——“春满人间百花吐艳 福临小院四
季常安”，并让我把它书写在红纸上。
我瞥了一眼，自信满满地说：“笔墨纸
砚伺侯!”准备好文房四宝后，我洋洋
洒洒写下了这十六个字，对着它们说：

“善哉，善哉，这字真有大家风范！”“哈
哈，哈哈……”爷爷大声笑了，我疑惑
不解 :“爷爷，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
的?”“难道你以为我为你骄傲才笑
吗?”爷爷用手捋了捋花白的胡子说 :

“你仔细看一看 ,就知道了!”我左瞧瞧，
右瞧瞧，才发现我把“常”写成“赏”了 ,
幸好没贴到大门口，不然我颜面扫地
了呀!

为了让我的书法更有造诣，我今
后一定要继续勤学苦练 ,同时要改掉
粗心大意的毛病。

评语：作文另辟蹊径，好的构思决
定好的文章。文章语言亲切，具有幽
默感，让人读起来很自然。

我的拿手好戏
□育鸿学校小记者站 庄佳琳

大家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
吧！比如仙人掌、多肉植物、变形
金刚……我的心爱之物是一副乒
乓球拍。

这副乒乓球拍是我在一次乒
乓球比赛中获得的奖品，对我而
言，它就是“无价之宝”。

这副球拍如其它球拍一样，
有一个圆圆的球板以及不长不短
的球拍柄，上面还印着“红双喜三
星 40＋”的字样。

那次比赛前，我进行了一段
时间的“魔鬼训练”，深蹲跳、蛙
跳、练下旋球、拉球、左推右攻等
几十组动作。每天回家就如同被
人 打 了 一 样 ，感 觉 都 要 瘫 痪 了

呢！到了比赛那天，果真是功夫
不负有心人，一开场我连连取胜，
我心想：这次夺冠真是神枪手打
靶——十拿九稳呀！可没想到最
后一局我却输了，导致我们队与
冠军失之交臂，只得了个亚军。
我自责自己不该掉以轻心，拖了
团队的后腿。如今，每当我看到
这副球拍时就会想起那次深刻的
教训，它鼓励着我继续前行，不气
馁、不放弃、不退缩……争做中国
好少年！

这就是我的心爱之物！也是
我的荣耀和一个警告，我今后一
定要更加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

班长的班长的““另一面另一面””
□祁山小学小记者站 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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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书画作品欣赏

紧张的时刻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郑雅洁

童年犹如五味瓶，有酸的、甜
的、苦的、辣的、咸的，每一种味道
都会勾起我一个美好的回忆。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那次优
秀小记者竞选活动。我和方初
沅都参加了，方初沅是十三号，
我是十四号。到方初沅上台的
时候，可能是太紧张了，她居然
忘词了，我突然感到好紧张啊！
真怕自己会像她一样，讲到一半
忘词，就这样我越想越紧张。轮
到我上台时，没想到我真的“心
想事成”了，当时头脑里就好像
有一位仙女和一位巫婆，她们一
直在争论不休。仙女说：“加油
吧，你是最棒的！”巫婆却说：“平

时不练，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
我看你还是放弃吧！”我想：机不
可失，失不再来，我还是听仙女
的吧！最后仙女战胜了巫婆，我
终于想起来了，顺利地做了自我
介绍。紧接着，我施展了才艺表
演，把背得滚瓜烂熟的绕口令流
利地说了一遍，可能是把大家绕
晕了，只听见台下响起一阵热烈
的掌声。

当我回忆童年往事时，不禁
想起冰心奶奶的一句话：“童年
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
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那次优秀小
记者竞选活动过程中的紧张时刻
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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