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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下小學三年級學生文章 - 張藝 

馬戲團表演真精彩  張藝 

星期三  晴 

今天我還在夢遊仙境的時候，媽媽說：「寶貝起床了，去馬戲團看表演

吧！」我一聽高興得每根汗毛都活躍得跳了起來，像小刺蝟的皮毛一樣，

於是我們很快就出發了。 

到了馬戲團，主持人大喊：「我們的第一個節目是「羊入虎口」，有一

隻羊遭到了老虎的打擊，不肯去老虎嘴巴裡，工作人員只好把一些小草放

進老虎的嘴巴裡，羊才小心翼翼地來到老虎的身旁，大家都鼓著掌，可老

虎那大大的嘴巴張得不耐煩了，就把嘴巴給合上了，小羊見了高興得咩咩

叫，好像打了大勝仗似的，開心得跳來跳去。老虎見了「嗷」的一聲，向

前一跳，就把小羊吃了。 

這時有一位姐姐用手把小羊給撈了上來，於是她抱著小羊，笑瞇瞇地對

我們說：「還有哪位勇敢的小朋友上來和老虎玩遊戲？還是那位紮著兩隻

小辨子的女孩吧！」天啊，怎麼會是我呢？我的腳像生了根似的，一步都

不敢向前挪，最後我還是硬著頭皮上了舞台，我緊閉雙眼，咬緊牙根，把

頭伸進去一看，咦，原來是一位漂亮的姐姐在扮演老虎。於是我快步地跳

了進去，然後從老虎的庇股裡爬了出來，表演就在一片熱烈的掌聲中結束

了。 

今天我好開心呀！我既看了精彩的表演，又學會了「羊入虎口」的成語。 

 

爸爸，生日快樂  張藝 

2006 年 9 月 22 日  星期五  晴 

今天我早早地起床了，一邊背古詩，一邊洗臉，咦，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呀，我要準備什麼禮物呢？ 

放學的時候，只見姑姑、奶奶、叔叔都來接我，我心裡美滋滋的，像吃

了蜜糖似的。我一問，才知道他們也是來跟爸爸過生日的。 

我爸爸是個心地善良能吃苦的人，他今年 32 歲，高高的鼻樑，圓圓的

臉蛋兒，粗腰身，特別是那雙大大的眼睛，顯得那麼自信和堅定，他早上

七點鐘送我去學校，然後才去上班，每天晚上十二點鐘才回家，媽媽經常

對我說：「女兒，你爸爸吃苦、熬夜，是為了多掙點錢，把你們培養成才。」

我聽了媽媽的話，忍不住哭了起來，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好好學習，來報答

爸爸。 

晚上爸爸回家了，我們吃完晚飯後，歇了一會兒，然後打開蛋糕一看，

哇！好漂亮呀，於是我點好蠟燭，爸爸正準備吹。我大聲地說：「你先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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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了，還是你許個願吧，你們想知道我給爸爸什麼禮物嗎？」大家紛紛地

說：「想。」我激動地說：「音樂，咚、咚、咚、咚……」我先隨著音樂

跳起舞來，接著送給爸爸一幅畫。爸爸一看，只見上面寫著幾個銀光閃閃

的大字「爸爸，您辛苦了，生日快樂」。這時爸爸熱淚盈眶，誇我是個乖

巧的好女兒。最後我們唱起了生日歌，都開心地笑。 

我衷心地祝福爸爸身體健康，快快樂樂度過每一天。 

 

果園裡的笑聲  張藝 

秋天可真涼快呀，路比和爸爸媽媽去果園玩，路比突然想起老師叫她帶

一些標本回校，她想了想，就拿樹葉做標本吧！ 

到了果園裡，瓜果飄香，一個個又大雙紅的蘋果掛在樹上，一片片樹葉

落在地上。路比開心地跑進果裡，興奮地說：「快看呀，快看呀！這裡有

好多好多的落葉，好漂亮呀！」她一會兒蹲下去，又一會兒站起來，兩隻

小辮子像蜻蜓一樣上下飛舞，像正在捉蟲子的小鴨子，忙碌著。忽然馬麗

大叫：「你好路比，你也來做標本的嗎？」「是啊，你呢？」路比不解地

問。「是啊，你看我找了一個很你扇子一樣的葉子。」馬麗神氣地說。於

是她們都開心地笑了，就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了。 

 

開運動會  張藝 

我穿著校服高高興興地來到了學校，看著美麗的鮮花，我又摸了摸胸

前，咦！我的紅領巾呢？在家裡呀！我大驚失色，一下子迷失了方向，於

是對媽媽說：「您能幫我送紅領巾來嗎？」「我咱天不是叫你把紅領巾放

在校服上面的嗎？這叫不聽大人言，吃虧在眼前吧！」媽媽生氣地說。 

同學們都戴著紅領巾興高采烈地走進了學校，我也只好紅著臉，低著

頭，偷偷地溜進教室，我心裡好像有十五個鐵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這時

只聽見李東亮高聲地說：「張藝我借給你吧。「謝謝你，我興奮地說。」 

我們來到了操場上，我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心裡甜甜的，我手裡拿

著鮮花，看著同學笑容一個比一個燦爛，我又低下了頭。忽然爸爸把紅領

巾送來了，我的眼裡含著淚花，心想：爸爸今天上班要遲到了，我應該為

自己的粗心感到羞愧，我不停地責罵自己。 

在校長的一聲令下，運動會正式拉開了序幕，我們萬分喜悅。第一個是

男子比賽，鼓子琳第一名。我們很興奮，心都好像要跳出來了，現在是女

子跳高比賽，我在前面高聲呼喊：「胡楠，我為你納喊，我為你驕傲，我

相信你是最棒的，胡楠使出全身力氣，奮力向上一跳，就像一隻小鳥一樣

飛了過去，果真她拿了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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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是接力比賽，老師對我們說：「我們班是最棒的，我們要賽出水平，

賽出威力，賽出風格。」我們都異口同聲地說：「聽到了。」我想看來我

們很有勝利的希望喲！咚的一聲，接力賽開始了，我和幾個拉拉隊高聲地

喊：「三（2）、三（2）文武雙全，三（2）、三（2）爭奪第一，比賽也

就在一片歡樂聲中結束了。 

雖然我們班拿了第二名，但我們努力了，我們永遠也不會洩氣，下次拿

第一，讓我們試目以待吧！  

 

垃圾  張藝 

昨天胡楠叫我去樓下玩，我高興地坐電梯下樓，咦！電梯的牆壁上面怎

麼貼了幾張漫畫？ 

我快步地走進電梯，仔細瞧了瞧，只見裡面畫了一個小男孩，他手裡拿

著一袋垃圾到處亂扔，讓人一聞就覺得耳朵裡有一群蚊子嗡嗡直叫。我心

想：如果人人都像那位小弟弟一樣的話，我們整個地球就會毀滅，大氣層

就東一個洞西一個洞的，有時候一不小心，流星就會從洞中溜進來，把人

類都會壓死的。環境也像我們一樣是有生命的，我們愛護它，它會給我們

帶來健康和快樂；我們破壞它，它會給我們帶來不幸和傷心，所以我們人

人都有要保護環境，保護環境如同保護我們的生命。 

小朋友們，以後可不要亂扔垃圾哦。 

 

兩個淘氣的妹妹  張藝 

我有兩個妹妹，一個五歲半，另一個四歲半，五歲半的叫麗麗，四歲半

的叫貝貝，她們那兩顆綠豆似的小眼睛，白嫩的皮膚像雪一樣白，很討人

喜歡。 

有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間裡睡覺，兩個妹妹正商量著怎樣吵醒我，讓我

跟她們玩。她們邊說，邊用淘氣的眼光盯著我，忽然「淘氣小組」出發了，

貝貝裝出一副焦急的樣子，大喊：「救命呀！救命呀！」我一聽，馬上跑

出來，麗麗端著一盆水，一邊澆一邊說：「姐姐，你不跟我玩，我就給你

洗臉。」說完就哈哈大笑起來，真像兩隻淘氣的小猴子。這時我火冒三丈，

眉毛一皺，鼻子一張一合，眼睛一眨一眨地射出無限的憤怒，像火焰在燃

燒著她們，又像千萬根鋼在扎他們。我大聲地對她們說：「你們應該向我

道歉，不然的話……就有五級暴風雨來了。」這時她們知道錯了，眉毛聳

拉著，眼睛閃動著淚水，嘴巴咧著，臉像打了霜的茄子，走到我身邊：「 對

不起，姐姐我們下次不敢了。」於是我消了氣，叫他們回房間睡覺。 

九月一日快到了，她們依依不捨地回家了，我衷心祝她們身體健康，學

習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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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樂園  張藝 

2006 年 10 月 1 日  星期天  晴 

今天是國慶，我特別的高興。 「別的同學都去旅遊了，您帶我去哪兒

玩呀？」我撒嬌地說。「去南湖樂園玩吧！」爸爸高興地說。 

我姐弟幾個手拉著手出發了，我們唱著，跳著，可高興啦。我們坐車裡，

一會兒背古詩比賽，一會兒又玩成語接龍的遊戲，轉眼間就到了南湖樂園。 

我剛踏進南湖樂園，只見一艘大大的神洲六號映入我的眼簾，它好像在

對我說，南湖樂園歡迎您。我們又來到了激流衝浪、海盜船、星球大戰、

還玩了三星飛碟、探險城保……但我最喜歡玩的還是飛越彩虹了，它不但

漂亮、高大，而且太刺激、太驚險了。你瞧，彩虹像一個大太陽，掛在十

幾米高的空中，座位像一個漂亮的舞台。我排在人群中，真的想變成一隻

花蝴蝶飛上去坐坐。終於輪到我們了，於是我飛一般地衝了上去，嘿、嘿

終於起飛了，我好像變成了一隻快樂的小鳥，自由自在飛翔著，突然間彩

虹猛烈地旋轉起來，我被它轉得頭暈腦脹，只聽見一陣陣的尖叫聲，大家

都緊張得不得了，下來的時候，腳連站都站不穩，好像是喝醉了酒似的。 

今天我們玩得真是太刺激、太開心了。 

 

秋景  張藝 

秋天像一位美麗的仙女悄悄地走來，它帶著清涼和溫柔悄悄地來臨了。 

是誰在弄我的臉？原來是秋姑娘在親吻我，我感到很溫暖。小樹看見秋

姑娘，就把夏裝脫掉，把秋天的衣服穿上了，瞧，小樹葉有的掉在地上，

有的還掛在樹上，還有的掉在湖面上，湖水像一面鏡子，又像一條銀鏈，

它在秋姑娘保護下金光閃閃，十分動人。 

秋姑娘又來到果園裡，看見一個個小柿子，火紅火紅的，還有那蘋果，哦！

太漂亮了。它們都你擠我，我抱你的，真可愛。說完秋姑娘就幫小柿子們

穿上一件件鮮艷的紅衣服。再看看天空，太陽下山了，天上的白雲像披上

了一層白紗，有的像小羊、有的像小兔、還有的像小狗……頑皮的秋姑娘

也該回家了。 

我看著秋姑娘的身影，就禁不住哼起兒時童歌來：「美麗的田野，好看

的秋景……」 

 

秋天的晚會  張藝 

秋天到了，村長羊伯伯舉行了一場秋天的晚會。 

晚會開始了，煙花滿天飛，小兔子、小山羊、小老虎、小老鼠、小青蛇……

都來比賽。主持人小羊大搖大擺地走過來，興奮地說：「大家好，我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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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今天天氣秋高氣爽，桂花飄香，那些花草樹木都探著頭，像一個個淘

氣的小朋友，它們都好想看看你們表演節目呢！第一個節目是小老鼠表演

《秋天，我的最愛》，它穿著一條漂亮的花裙子，像是秋姑娘送的小帽子，

別提多漂亮了。它搖著它漂亮的裙子，隨著清翠的歌喉，甜甜的歌聲在山

谷中迴盪，它的一舉一動都鉤引著小動物的眼睛。第二個節目是小老虎和

大家做遊戲。於是小兔子、小青蛇也去湊熱鬧，她們拿到了好多禮物…… 

最後，小老鼠第一名，小老虎第二名，小兔子和小青蛇第三名。 

 

認識克、千克、噸  張藝 

今天天氣很好，太陽剛剛升起，像火似的掛在天邊，媽媽就說：「張藝，

我帶你去商場裡認識克、千克、噸吧。」「好啊，好啊！」我大喊。媽媽

摸了一下我的頭，大驚失色，你的頭怎能麼那麼燙？肯定是發燒了。 

到了醫院，我被嚇得目瞪口呆，衰求地問：「媽媽不是去商場的嗎？怎

麼又去醫院了呢？」「你有病就不治了？」媽媽氣乎乎地說。看完病醫生

說要打針，我的心在咚……咚……地亂跳。到了打針的地方，我突然站都

站不穩了，腳似乎麻木了，護士拿著大大的針銅，在我的屁股上一扎。「哎

呀的一聲，我好像有千根針扎我的屁股，痛得我哇哇大哭，最後我眼淚汪

汪地離開了醫院。」 

到了商場，我東看看，西瞧瞧，只見一排排整整齊齊的商品擺在我的面

前，像一個個嚴格的小士兵。這時媽媽合拿起一個雞蛋說：「你掂掂吧，

每個雞蛋大約重５０克，又指著汽水，你也試試吧，每瓶汽水約重５００

克。」我又掂了掂一袋鹽和一瓶牛奶的重量，最後來到了大米區，媽媽指

著一堆大米，這是５千克一袋的、那是１０千克一袋的、還有５０千克一

袋的。我又好奇地問：「媽媽怎麼沒有噸的呢？」媽媽說：「在食品區是

沒有用噸表示重量的，只有像一堆沙子、一堆煤、大象的體重……像這些

比較得重的東西，才用噸來表示。」 

哦，現在我知道了，較輕的東西用克表示、重一點的東西用千克表示、

很重很重的東西才用噸表示，今天我真的認識了克、千克、噸。 

 

生日  張藝 

記得去年胡楠生日，在前一天我去給她送禮物。她說：「明天上午九點

我去叫你到外面和我一起過生日。」「好呀，」我開心地回答。 

第二天，她來我家時，我高興得每根汗毛都活躍得跳了起來，於是我們

很快地出發了。 

到了肯德基那裡，我們看見了蔡方敏和黃嫻，我們上前去說：「你好，

蔡方敏、黃嫻，你們可不可以和胡楠一起到肯德基那兒過生日？」他們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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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呀！」我和胡楠很高興。到了裡面我坐在椅子上，忽然熊老師也來

了，胡楠對熊老師說：「你好，你能和我們一起過生日，好嗎？」「好呀。」

熊老師連忙說。大夥兒異口同聲地說：「好耶！」於是我們狼吞虎嚥地又

吃又喝，大夥兒都很開心，老師和爸媽們都甜甜地笑了。 

今天好開心呀，又吃到了好吃的東西，還得到了好玩的玩具。 

 

我愛寫日記   張藝 

2006 年 9 月 5 日  星期二  晴 

有的同學覺得寫日記很很難，我以前也是呀！但我聽了媽媽的一番話，

就覺得不難了，你們想知道嗎？ 

有一次媽媽叫我寫日記，我不願意寫，心想：老是寫日記煩不煩啊！心

中就像活吞了一條毛毛蟲一般不舒服，於是我就眼珠一轉，「媽媽我想睡

覺了」我說。媽媽用她那雙火眼睛睛一瞧，就知道我是在偷懶，連忙說：

「不行。」「那我寫什麼呀？」我又說。媽媽接著又說：「請開動你的小

腦筋，只要平時細心觀察周圍的事物，用心去跟它們交流，寫出真情實感，

平時也要多積累好詞好句、多看課外書，才能寫出好的文章，你可曾記得

寬為限，緊用功，功夫到，滯塞通嗎？」我也突然想起了論語中一句話「學

而時習之，不亦悅乎？」 這時我的臉紅得像紅蘋果一樣，不好意思地低下

了頭，一口氣就寫完了日記。 

小朋友們，你們明白了嗎？只要你用心觀察，勤動筆，我相信你們的日

記會越寫越好的。（張藝） 

 

逍遙谷  張藝 

今天我開開心心地對弟弟妹妹說：「今天我們去中山的逍遙谷玩。「他

們聽後就爭先恐後地去刷牙洗臉，最後我們出發了。去中山可要坐好久的

車呀！可是在車裡我們又說又笑，不知不覺地就到逍遙谷了。 

下車後把東西放到別墅裡，突然聽到了一陣歡笑聲，我走近一瞧，原來

是在表演民族舞呢！我也擠了進去看，啊！那些哥哥姐姐們的一舉一動都

吸引了我的雙眼，你瞧那優美的舞姿、清脆的歌聲，真令人陶醉。下午我

和爸爸又去釣魚，在那清澈的湖水裡抓大蝦，還真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我

抓了很久，都沒有抓到一隻蝦，於是我用一個釣魚桿去釣蝦，有一隻笨蝦

在魚鉤邊撞來撞去的，決定把它吃下去，我連忙用力一拉，把它給拉上來

了。它很後悔，但世上沒有後悔藥。爸爸說：「女兒，看見了吧，蝦饞嘴，

所以被我們抓住了，以後要記住，天上是不會掉大餅的，天下也沒有免費

的午餐，一定不要貪小便宜，這樣會上當受騙的。」我點了點頭，後來我

們又釣了三隻蝦、一條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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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們一邊賞月，一邊吃月餅，靜靜地看月亮，月亮好圓，圓得像一

個月餅，我好想把它一口就吃掉。 

今天我看見了圓圓的月亮，吃到了甜甜的月餅，一家人過得很開心呀！ 

 

小花貓  張藝 

我家養了一隻小花貓，它活潑可愛，外形像一隻小狗，它的毛是黑白相

間的，非常漂亮。眼睛像兩個圓溜溜的小球，眼睛烏黑發亮，晚上還閃閃

發光呢！鼻子圓圓的，而且還紅彤彤的，好看極了。 

你知道嗎？小貓還是一個抓老鼠的小能手呢！每當夜晚的時候，就來捉

老鼠。 

記得有一次晚上，一隻小老鼠出現了，小貓就像箭一般地飛奔過去，它

後腳一?，前腳一抓，就把老鼠給抓住了。這時，小貓好像打了大勝仗似的，

叼著老鼠給我們全家人看，好像在跟別人說自己有多偉大。炫耀完自己，

才去吃自己的美餐了。 

你別看它能幹，但它也有時候會在太陽底下睡懶覺呢！前幾天，我心情

不好，於是我就去睡覺了，小貓看見我睡覺了，然後，就在我身旁睡起覺

來，過了一會兒，小貓起床了，它伸了伸懶腰，扭了扭庇股，站在我面前

撓了撓我，弄得我癢癢的，讓我哭笑不得。 

我非常喜歡這只聰明、頑皮、可愛的小花貓。 

 

鄉村裡的孩子  張藝 

今年暑假我回了一趟老家，知道鄉村裡的孩子過得很快樂，所以我把它

寫了下來。 

我鄰居也有一個和我差不多大的小女孩，她穿著一件粉紅色的上衣和藍

色的裙子，穿著一雙漂亮的鞋子，手裡拿著一朵粉紅色的荷花很美麗。她

那漆黑的頭髮下有一個像月芽一樣的眉毛，水汪汪的大眼睛下，掛著一張

彎彎的小嘴，非常惹人喜愛。我仔細一看，她手裡還拿著一隻小白兔，長

長的耳朵，紅紅的眼睛，小小的嘴巴，一張一合的，真可愛，哦，還有一

個短短的小尾巴呢！它在小女孩的懷抱裡很溫暖。 

小夥伴們躺在碧綠碧綠的草地上，有的在睡覺，有的在曬太陽，還有的

在嬉戲、遊玩，最有趣的要數撲蝴蝶了，你瞧，那小女孩跑著，追著，看

準蝴蝶就猛撲過去，她舉起工具，踮起腳尖，伸出長長的手臂，蝴蝶終於

抓住了。再看看那金黃色的油菜花和綠油油的小草，心情特別的好。放眼

望去，天邊的太陽和雲彩，像是一些天真活波的小孩準備回家了。當縷縷

炊煙從村中升起，小朋友們就滿載而歸地回家了，田野裡只留下他們的歡

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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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小朋友們抱著自己心愛的玩具，一起走進了甜美的夢鄉…… 

 

小瑪拉猪  張藝 

我有一個漂亮的「小拉瑪猪」。它穿著一件白裡透紅的衣服，顯得很神

氣，瞧！它的頭上還有一個又大又紅的大蘋果，它的眼睛不時地眨巴眨巴，

好像對我說：「我餓了，小主人快給我吃吧！」 

記得有一次，我在喝牛奶時，手裡拿著兩元錢，它就死死地盯著那兩元

錢，我看了看把錢放到它嘴巴裡，它笑瞇瞇地對我說：「謝謝你，我吃飽

了。」它好像一搖一擺地走回書架，抱著剛剛吃完「飯」的肚皮，哼哼……

地睡大覺呢！晚上，我起床上廁所，只聽見咚的一聲，另一隻小猪從書架

上掉了下，「啊！原來它把我剛買的小猪給擠下來了，我氣得火冒三仗，

你這忘恩負義的傢伙，看我怎樣收拾你。」我氣得火冒三仗，對著小瑪拉

猪就大罵一頓，從此它再也不敢其負小猪了。 

就這樣，小瑪拉猪、小猪和我成了最要好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