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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育路小學四年級 武曉麗 作品集  

 

前言 

 

這本作文集收錄了我在四年級上學期的全部作文，分六組。

是石老師結合生本教材和人教版教材而佈置的作業。 

通過這學期的作文練習，使我的寫作技巧提高了不少。知道

一篇文章要寫得好，包括好幾個元素在裏頭。必須要多讀好書，

之前我喜歡看卡通書，寫出來的作文是分開的、牛頭不對馬嘴

的。經過石老師的提點和幫助下，我閱讀了大量的作文書和有意

義的書，這既使我的閱讀能量大大地增加，還幫助了我的寫作水

準大幅度提升。之前我的作文寫得無聊、沒趣加上沒意義，但是

我現在的作文像轉了 360 度的大轉變，把原來枯燥乏味的作文

變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生動有趣的作文。在這裏我要謝謝我

的班主任兼輔導老師石老師，還要謝謝我的媽媽和其他同學們的

鼓勵與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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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珊瑚叢林＂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便引詩情到碧霄。＂

這是唐代著名詩人劉禹錫寫的一首“秋日＂，我最欣賞“晴空一鶴排雲上，

便引詩情到碧霄。＂這兩句，因為它突出了秋天的特色。 

秋天總是悄悄而來，匆匆離去，我這次抓住了機會，去遊覽一下“珊瑚叢林＂。 

“珊瑚叢林＂位於廣州華南植物園內，這裏的樹木蔥郁、枝葉茂盛，景色怡

人。我站在湖邊向前望，整體景色一覽無餘收入我的眼簾，再往上看，一朵

朵潔白的雲朵，懸掛在蔚藍的天空中，像跟人們捉迷藏，一會兒鑽在雲層中，

一會兒又跑出來。 

一陣陣秋風吹過，使人感覺秋風瑟瑟，人們穿上了薄薄的秋衣，享受著秋天

給予的“免費空調＂。 

秋風吹得湖對面的楓樹頻頻點頭，像跟我們遊客問好。一叢叢的楓樹有紅的、

綠黃的、棕色的、青藍的、朱紅的、啡紅的……各種顏色搭配起來，像水底

的“珊瑚叢＂，人們就像魚一樣在“珊瑚叢＂中慢慢地來回穿梭。 

湖的中間架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木橋，遊客可以從小木橋去到“珊瑚島＂上

玩。橋下還有一兩三隻白色、黃色的鴨、鵝游來遊去，很歡快地嬉戲玩耍…… 

秋風吹過，一片片薄薄淡淡的帶有幾分大自然氣息的樹葉飄了下來，飄到小

橋上，飄到天空中，像是給秋姑娘披上了一件薄薄的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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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香餅家 

星期日  天氣：秋風瑟瑟  心情：溫暖 

 

今天晚上我和媽媽一起去上奧英課，覺得肚子有點餓，便去學校附近的地方

買點吃的。 

咦？前面有這麼多人?!走近一看，麥香餅家門口擠滿了買餅的人。 

我再一看，餅家鋪面小小的，裝修以金黃、淺黃為主。裝餅的筐是手編的草

筐，大大小小的有十幾個，很有北方風味。 

店裏有一塊紅底黑字的招牌很引人注目，上面寫著：麥香餅是由純正的麥粉

製作，營養豐富，味道可口，如果 2 小時內買到冷餅，將雙倍贈送。四個售

貨員在忙碌地為顧客裝餅。 

“老闆，我要一個蔥油餅！＂“哎，我要一個綠豆餅！＂“我要香芋、牛肉

餅！＂…… 

看來這裏的售餅情形很不錯，我決定吃一吃。 

我和媽媽一人來了一個蔥油餅和綠豆餅。 

好不容易才從人群中擠出來，我迫不及待打開用隔油紙袋裝的蔥油餅，大口

地咬了下去，“燙死了！＂蔥油餅真是很燙，隔了一會兒涼了下來，我再吃

下去，這時，我感覺蔥油的味道很濃、香，有一股大蔥的味道，我最喜歡了。 

嗯！真好吃！我一邊大口地吃著餅一邊說：“下次我還要來這裏吃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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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馬蜂的一次正面交手 

去年夏天的一天，我家客廳的雨棚下，神不知鬼不覺地來了一群“新鄰居＂—

馬蜂。我們發現時，馬蜂窩已經有一個拳頭那樣大了。這些“新鄰居＂擾得

我們全家不得安寧。從早到晚在我家的窗戶外飛來飛去，嚴重威脅我們全家

人的安全。終於有一天我們忍無可忍，爸爸說：“想要全家平安幸福就得捅

掉它！＂“好！把它消滅掉！＂我高聲歡呼。 

為了穩操勝券，我查閱了《百科全書》，知道它是一種極厲害的蜂，對人有攻

擊性，這下我心裏有數了。 

第二天清晨，我們全家總動員。爸爸拿起一條長竹竿，媽媽負責守著窗戶，

等捅掉馬蜂窩後立即關上紗窗，而我則負責呐喊助威：“三……二……一！

打！＂一聲令下，爸爸眼疾手快，向著馬蜂窩的“心臟＂和“肺＂捅去，蜂

窩一下掉到三樓的平臺上，窩裏的馬蜂向四面八方、爭先恐後地飛去，我和

爸爸把竹竿收起的一刹那，媽媽已經把紗窗和玻璃窗關上。我再把窗簾拉上。

好險！要不然馬蜂飛進我家，我頭上多長兩、三個包包也不出奇了。 

真是大快人心，大家終於松了一口氣。通過這件事，我知道了要取得成功，

必須要知己知彼，清楚瞭解馬蜂的特性，還要團結一心，做好分工合作的重

要性。 

這次捅馬蜂窩的事件成了我生活中一件難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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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鬧乒乓場 

照例星期三我、陳曉晴、鐘嘉明三人拿著球拍以馬拉松長跑速度沖到了乒乓

球場。 

我們輪流二人打球，一人評分，可陳曉晴她輸了又再打，很無賴，我跟她提

意見，她還說：“偏要！＂我忍氣吞聲，走到位置上打球，我輸了一球，陳

曉晴就說：“活該！＂我一下火冒三丈，氣更不打一處來，扔下球拍，跟她

吵了起來，我心想：蠍子（天蠍座，指我）VS 摩羯（摩羯座，指陳曉晴），

好！算我蠍子出門不吉利，正當我走開讓位時，陳曉晴還說：“該死！＂“你

才該死＂說完我就走了。 

陳曉晴還在一邊打球，一邊罵我。這時，我渾身直想罵人，便說：“你這是

什麼意思啊？！＂ 

“就這意思！＂ 

“你不打球，給我打！＂ 

“打你個死人頭！＂…… 

唇槍舌劍中，我們各不求饒，誰也別想爭奪球霸。 

鐘嘉明這時跟我說：“我給你玩吧。＂ 

“好！謝了！＂ 

說完，我奪過拍子，發了一個“低＂球,陳曉晴不甘示弱，也來了個“炫＂球,

我們蠍子的名言：不服輸！又來了個“梅花扣肉＂，沒想到陳曉晴也來了個

“飛蝶出挑＂，接著我來了個“圈轉迴旋＂，對方來了個“金雞起舞＂…… 

打了很多回合，還分不出勝負，我們就來鬥眼力，怎麼辦，還是分不出勝負，

接著又對罵起來，可能連我們的耳朵都要吵出繭了，才說了句：“再！＂（再

見，因為雙方氣得肺都要炸了，所以勉強說了一個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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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隨手香》有感 

 

《隨手香》的故事說，代軍的爸爸帶回了一株隨手香，給代軍栽種。代軍看

不起這副蔫巴巴的爛草，隨便給它一個花盆栽著，讓它自生自滅，後來，這

株隨手香不但沒有死，而且還一個勁頑強地往上長。結果成為了人見人愛的

植物。 

從這個故事裏，我得到了一些啟示，就是我們對人、對物不能以貌取人。 

這學期，學校乒乓球隊招生，我興高采烈地報了名， 去試球的時候，別人打

球的技術都比我高，而我發的“滴滴波＂居然也進了球隊，因此有同學對我

憤憤不平。 

當天下午，我就被那個同學叫去“挑戰＂，打完後，他便說：“像你打球技

術那麼爛的人，也可以進到乒乓球隊？！＂我聽後，雖然一肚子都是火，但

又確實如此，心裏下定決心，不要輸給他！ 

於是，我放學回家後天天練，乒乓球都被我打爛好幾個，我還是不灰心，繼

續練，一個星期堅持了下來，終於我打乒乓球的技術提高了好幾倍，我的計

畫才停止下來。 

那個對我不憤的同學，再次找我挑戰時，一上場,來一個“旋轉球＂,再也不是 

“滴滴波＂，嚇得他目瞪口呆，直說：厲害、厲害。 

自此，我心裏老是提醒我自己，不能看小別人，或許有一天，你看小的人始

終會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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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列寧小時候的故事》有感 

《列寧小時侯的故事》是講：列寧八歲時，在姑媽家不小心撞碎了一隻漂亮

的花瓶，當時只有媽媽知道是他幹的。事後，媽媽跟他說，做錯事情，主動

承認過錯，那才是個好孩子，於是，列寧寫了一封信給姑媽承認了過錯，姑

媽看後，讚揚他是個好孩子。 

從這則列寧打碎花瓶的故事裏，我明白了，做人要誠實、誠信，做錯事情要

主動承認錯誤。 

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我們經常在一塊玩，她是一個活潑、好動、愛搞惡

作劇的同學，很多同學喜歡跟她在一塊玩。 

有一天，她們中午去小天鵝託管班的同學突然想起去託管班的頂樓（29 層）

看看風景，我的這個好朋友膽子最大，就吩咐一個同學去報告託管班的老師

說她們幾個同學中午給學校留堂了，晚些再去小天鵝吃飯。然後，她就帶領

幾個同學從另一個電梯上了頂層看風景、玩耍…… 

下午上學的時候，在路上我們相遇在一起，她對我說：“今天中午好好玩，

老師帶我們上天臺玩，一個中午沒睡覺。＂ 

我當時納悶了，說：“怎麼，老師帶你們去玩，還不用睡覺，有這麼好的事？＂ 

她很肯定地說；“嗯！真開心！＂ 

放學後，家長圍成一堆，我問：“怎麼回事？＂，只聽家長們議論紛紛地說，

我那個好朋友，下午帶一幫女同學上天臺玩，一個中午都沒去小天鵝，老師

急得不得了，到處打電話尋找她們…… 

我說：“她說是老師帶她們上去玩的。＂家長們說：“那是騙你的。＂ 

我這才恍然大悟，覺得這種行為很不誠實。騙老師、騙家長、騙同學，不是

一個好孩子的行為。 

事後，我的好朋友也知道了自己犯了很嚴重的事，向老師和同學主動承認錯

誤、道了歉。 

從這件事，知道了我們從小要做到不說謊話，做個講誠實、誠信的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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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忘國恥，振興中華》觀後感 

星期五下午，我們在老師的帶領下，參觀學校舉辦的《不忘國恥，振興中華》

日寇侵華的圖片展。 

首先，映入我眼裏的是一張張鮮血淋漓、慘不忍睹的圖片，我看到一名名無

辜的中國同胞被日本鬼子砍斷頭、手、腳，埋在地底下，遺屍累累、驚恐萬

分的場面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我真同情這些中國同胞，同時我也非常痛

恨日本鬼子。這些日本鬼子簡直是王八蛋。當我看到日本人投降時，我的心

情隨之激動起來，這代表我們中國人團結起來，經過重重困難，終於把日本

鬼子趕出了中國。 

回到班上，老師問我們：“剛才你們看了這麼多圖片，有什麼感受？＂ 

老師一問完，同學們就七嘴八舌、議論紛紛地說開了。 

陳宇翔同學第一個站起來說：“這日寇很可惡！＂ 

丁治加同學義憤填膺地接著說：“日本人是混蛋！＂ 

林思雨同學嚴肅地說：“日本人很可恥！＂ 

我也來了一句：“慘不忍睹！＂ 

梁棟同學接著說：“日本鬼子是變態佬！＂  

老師還問了幾個同學的感受，大家都紛紛地爭著說出各自的感受。 

回到家，我把今天所看到的圖片跟媽媽說，媽媽聽後說了一句話：“要想不

給人欺負，必須國富民強，擁有先進的軍事技術。＂  

從媽媽的話裏，我知道了要從小要學好各門功課，長大為國爭光。國家強大

了，小日本就不敢欺負我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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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樂的耶誕節 

雖然這是外國人才過的節日，但我還是喜歡過耶誕節。 

記得去年耶誕節我拉著父母的手來到了天河城。 

站在天河城門口向前望，一幅巨大的平面聖誕圖展現在我眼前，一個聖誕老

人背著紅色的大袋子坐在小狗拉的雪橇上奔跑在雪地上，霓虹燈一閃一閃，

放射出五彩繽紛的光芒，嘩！真壯觀，好有節日氣氛。 

穿過大門，來到大堂，只見玻璃上用幻彩漆噴出了一朵朵潔白的雪花、一棵

棵美麗的聖誕樹、歡快的聖誕老人還有一句句用藝術字寫的 Happy new year. 

大堂裏佈置一棵真的美麗的聖誕樹，樹上掛著五彩的鈴鐺，有金色的、銀色

的，很耀眼。最好看的還是樹上掛滿一些人造雪，配上一曲著名的聖誕歌“叮

叮噹,叮叮噹,鈴兒響叮噹……＂濃厚歡樂的節日氣氛馬上就呈現出來。 

大堂裏到處都是蕩漾著年輕、青春的面孔，男男女女穿著漂亮的衣服，有一

些甚至穿著閃閃發光的舞會衣和聖誕老人的衣服，還有些小女孩穿著花仙子

的衣裳，真是好熱鬧。 

來到日式超市，超市入口處擺放著一堆堆像小山高的應節商品，有各式各樣

的聖誕帽、火雞、鴕鳥蛋、聖誕樹、鈴鐺、七彩拐杖等等，讓人眼花繚亂。

我也忍不住叫爸爸幫我買了一頂有小辮子的聖誕帽，戴到頭上心情馬上就興

奮起來。 

媽媽說：“中國人過新年要吃雞、魚，外國人過耶誕節是吃火雞。＂頓時我

恍然大悟，原來每個國家都有不同的飲食習慣，我心裏想：等我長大後，一

定要去國外長長見識，吃吃別人地方的特色食品，感受一下外國人過年的氣

氛。 

最開心的一幕，是一位聖誕老人來到我身邊，白蒼蒼的鬍子“鑲在＂ 金絲眼

鏡下，樂呵呵地跟我握手，把一樣東西放在我手心，我打開一看，是一顆精

緻的巧克力。真是有人派禮物呀！吃在嘴裏，甜在心裏，美滋滋的…… 

這次耶誕節，我沉醉在歡樂的氣氛裏，讓我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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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剪報 

四年級時，我無意間看到一本媽媽小時候泛黃的剪報本，裏頭有數不勝數的

版頭貼畫，琳琅滿目、美不勝收。覺得很有趣，下定決心自己也親自編本剪

報集。 

首先，我關注羊城晚報、廣州日報、南方都市報等各類報紙上的娛樂版的笑

話和破案案件。我把我所需要的報紙收集、保存起來，大約存了二個星期，

我的報紙已經有厚厚一疊了，所需要的素材基本 OK，是時候動手做了。 

剪、粘、貼、畫 、塗、看。一條龍有條不絮地忙碌著。 

我用一本帶有紫粉小人的筆記本當剪報本貼。像電腦存檔一樣分門別類地建

立文件夾。笑話粘在第一類，破案案件貼在第二類，漫畫卡通貼在第三類，

迷語歇後語第四類…… 

我給筆記本穿上了一層“花衣服＂。增添了頁碼、封面、底面、頁眉和頁腳

都畫了各種圖案，像蝴蝶、愛心、波紋、音樂符號、而且還配上各種有關笑

話人物的圖片，五花八門、色彩奪目。 

做完剪報後，我的心情別提了，快樂得像只小鳥一樣“飛＂起來。 

我給這本剪貼本取了個名字叫：《益智大全》，以後的日子，閑來無事，常常

打開我的《益智大全》看一看，然後便會不知不覺地開懷大笑。有時，我還

抽幾個特別搞笑的笑話、謎語、歇後語，給同學們講，他們都會笑得前俯後

仰。特別像羡慕、一個逗號、她沒有罵人、豬、盲人取書、貞子等等笑話。 

一本通過自己親手製作的剪報本，不但能增加我的樂趣，而且還可以提高繪

畫能力，最重要的是學到許多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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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愛你   鬥魚 

今年 7 月 2 日，一考完期末考試，我們四個好朋友就相聚到一塊，一起去芳

村花鳥市場玩玩，放鬆一下緊張的心情。 

來到賣觀賞魚攤，只見一條條體色絢麗、五光十色的觀賞魚在氧氣袋裏慢條

斯理地游來遊去，我一眼看到一條像彩虹般顏色，魚鰭一張一合，魚尾像一

條長長的舞蹈專用緞帶的魚，紅色、藍色交錯著，使這條魚變得更加迷人。 

我問攤主這是一條什麼魚？攤主說這是鬥魚。鬥魚？！我猛地一下想起了曾

經看過《好奇怪的魚》的書，裏面講了鬥魚名字的來歷：魚兒一般不愛打架，

但也有兇狠好鬥的，小小鬥魚就是打架大王，而且一旦動武，絕不言敗。鬥

魚實在太好戰了，若把兩條鬥魚放在一起，他們必然相互撕咬、拼命搏鬥，

惡戰的結果，常常不是一方戰死，就是兩敗俱傷。 

我一下就喜歡這條鬥魚了，不假思索地把它買了下來。 

我用一個很高的正方形玻璃缸為它佈置了一個美麗、清新、環境優美的家，

我往玻璃缸裏放了幾棵綠裏透青的海草、五顏六色的“寶石珠＂、幾個螢光

小貝殼，像是一叢叢海底的珊瑚礁，使這條鬥魚好似生活在“海＂裏。 

我每星期六給它喂一次魚飼料，我先放幾粒，等它狼吞虎嚥的吃完了，再放

幾粒下去，每次手在上面晃一晃，它一個“急速上升＂的姿態，把頭靠近水

面，張大它那大魚嘴，等著我給它餵食的神態，把我樂得捧腹大笑。 

看魚戲魚喂魚笑魚似乎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課＂，自從有了這條鬥魚，不但

我們家的色彩增加了不少，而且笑聲源源不斷，生機勃勃。 

我發現原來養一條魚，竟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這麼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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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荷包蛋 

今天媽媽說我大了，要學點生存本領。 

做菜吧，最簡單的荷包蛋。我非常高興，因為我從來沒做過菜，而且自己做

出來的東西才是最好的。 

我卷起袖子，圍上圍裙，大大咧咧地走到廚房，和媽媽一同做了起來。 

首先媽媽做了一個示範：點火、倒油、放蛋、放鹽、煎煎、鏟起。 

“哦!這麼簡單?誰都會啦。＂ 

我來。先點火，讓鍋熱一熱，然後倒了一大勺油下去。接著打雞蛋，把它放

到鍋內那一霎那，我僵住了，害怕那些油濺上來燙傷我的手，怎麼辦？我一

下不知所措，整個雞蛋自由落體運動地掉進鍋裏，油花四濺，嚇得我“落荒

而逃＂跑出廚房，（話外音：好險，撿回一條小命。） 

 媽媽一個箭步沖進廚房，關火。第一次宣告失敗！！！ 

總結失敗原因：因為放太多油和害怕油濺到手。媽媽耐心地教我，因為我小，

做菜沒經驗。打蛋時，要把蛋先放到碗裏然後再倒進鍋裏。明白，開始做！ 

   我拿起一個蛋，輕輕地打，不裂？再打，還不裂？我這次狠狠地往桌面上

敲過去，哇！整個蛋變成“植物人＂。第二次又失敗。 

媽媽說：“蛋不是這樣打的，是輕輕地往桌邊敲。＂我聽後，重新再來做個

蛋，終於皇天不負有心人，成功了。 

香噴噴的蛋香味飄進我鼻子裏，吃著我親自做的荷包蛋，好香好味兒。原來

做個荷包蛋也不容易啊！以後我還要做其他不同的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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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游荔枝文化村 

今天我們坐著學校租來的巴士，前往增城荔枝文化村秋遊。 

一路上我快樂得像只小鳥一樣，跟坐在前後左右的同學熱火朝天地聊著正高

興的時候，不知不覺就到了目的地。 

首先我們去了賽馬場，一匹匹驃肥體壯的駿馬，路過我們身邊。輪到我時，

訓馬師一把把我放到一匹純棕色的馬背上，我第一次坐在馬鞍上，感覺既新

奇、又好玩。繞了一圈就回來了。 

走出賽馬場，來到機動遊戲——海盜船。我看了一眼覺得沒什麼刺激好玩的，

但還是上了去玩。 

一坐下，就開始蕩來蕩去，我不屑一顧地瞟了一眼船，可這下說什麼也不覺

得不刺激了，船一下把我“拋＂到天上，一下把我“壓＂得低低的，特別是

在一沖下來的時候，心跳幾乎停頓了。感覺差點要去天堂報到，心很空，有

種刺痛感。下來後我的手有點抖動，腿腳有點酸疼。想不到這遊戲這麼刺激。 

還好這種要命的遊戲結束了，我們向著下一個地點前進。穿過海盜船，來到

小豬和大鴨的比賽場。工作人員先把小豬放出來，一隻只很可愛的黑白相間

的小肥豬，名字叫迷你豬，工作人員把它們趕到一塊空地，打開木柵欄，讓

小豬進行跑步比賽。一開始，一隻小肥豬領先，越跑越快，全場人都為它們

喝彩、加油、呐喊，最後由那只一開始就領先的小豬贏了本場“豬冠軍＂。 

 過了一會兒，一群搖搖擺擺的鴨子出來了，原來這一場是鴨子比賽。工作人

員一打開木柵欄，鴨子就開始爭先恐後地向前擠，惟恐自己落後。最後由 8

號鴨子贏得了冠軍。 

  比賽看完後，我們找了個大草坪就坐開始吃午餐。 每個人都拿出報紙，圍

成了個大圓圈，同學們獻出各自的零食，全班一起坐在報紙上開心地分享你

我的零食，那股興奮勁別提了，最後等全班吃完飯後，又去下個地點。 

  我們繞過草坪，來到“乘風破浪＂遊戲前。大家都分成了 6 人一組，我們

組有：我、陳曉晴、梁藝詩、張志遠、申芷晴和何志弘，我們一起坐上了紅

色的車子上，當我們沖上直梯時，心都要跳起來了，我們 6 個人一起尖叫，

有人嚇哭了，有人叫得最大聲，有人連看都不敢看遠處，也有人嚇得抓住別

人的手…… 

我們一下車，就紛紛向對方說自己剛剛怎麼刺激、好玩、感受，我們覺得非

常好玩，還想再玩一遍，但八爪魚伸出手等著我們到來，想都不想就跑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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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魚那裏。我和陳曉晴跳上座位，抓好扶手。一聲嗶下，八爪魚的爪子飄來

飄去，有時斜、有時平、有時高、有時低，我提議和陳曉晴一起唱歌，減少

害怕，果真這招靈。下了座位，覺得很好玩，還想再玩一次，可惜時間不夠

了，便依依不捨地離開了荔枝文化村。 

 

 

文具大戰 

一天晚上，周圍都靜悄悄的，從小明的文具盒裏卻不停地傳來吵鬧聲。 

鉛筆小弟高傲、大聲地說:“你們猜，為什麼人們都喜歡我？因為我有型、有

款最重要的是幫人們立過｀功＇，要是沒有我，世界上會出現這麼多漂亮的

字和畫？＂ 

轉筆刀大哥不甘示弱地反駁說:“會寫字有什麼了不起，如果沒有我幫你刨尖

筆頭，你能寫出這麼漂亮的字嗎？我的功勞最大，再說……＂ 

橡皮小妹立刻阻止它們的談話,神氣帶有一點挑釁的口氣說:“住嘴!你們兩個

敢與我相提並論嗎?會寫字、刨筆頭又怎麼樣,筆刨的再尖，如果鉛筆寫錯字,

還不是一敗塗地，最後還不是我來擦?＂橡皮看見它們倆都無話可說、啞口無

言時,更加神氣起來了,得意忘形地說:“誰敢與我挑戰?！＂ 

轉筆刀、鉛筆終於忍無可忍,用出它們今生最大的聲音反駁說:“我最有用!＂

“我最有用!＂ 

文具盒爺爺終於被它們幾個吵得煩透了,歎了口氣說:“你們都有用,都能發揮

出各自的本領,我們不是比誰有用,而是盡自己的力,為小主人服務，你們知道

嗎?＂ 

鉛筆、轉筆刀、橡皮聽了之後，都鴉雀無聲，很慚愧，覺得文具盒爺爺說得

很有道理，再也不比誰有用了，和好如初做回好朋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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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白雲山 

漫長的暑假即將過去，我們幾個好朋友還沒有一起出去玩過。今天我們和何

淑旖、陳曉晴、鄧子楓包括她們的媽媽商量去哪玩？ 

我們先到了暨大明湖樓喝早茶，結果商量去白雲山。唉，慘了，累死人了。

走到坡上，個個人已經氣喘吁吁，天氣很熱，何淑旖的妹妹何淑珊還脫了衣

服光著膀子走呢，真是個不文明的小傢伙。好不容易走到“休息站＂休息，

卻被何淑珊攪和了，這個小壞蛋，一沖過來撞了我的雪糕，害我不得不吃她

的汗臭味。 

白雲山上的水很清很涼，我們四個朋友都買了一條小毛巾，到山溪邊洗毛巾，

洗臉，水真的很冰涼，好像搽了薄荷在臉上。 

我們買了泡泡水吹泡泡，吹出的泡泡有白色、藍色、紅色、黃色，有時泡泡

還會飄落到山溪邊變成水，真好玩。大家邊走邊吹，一路上都留下了五彩繽

紛泡泡的“痕跡＂。 

終於登上了山頂上，嘩！感覺真棒。整個廣州都收入到我們的眼中。在山頂

餐廳吃了一頓很豐富的午餐。我們四個好朋友就買票進鳴春穀玩，終於可以

自己探險了，好興奮。 

首先我們參觀標本館，一隻只大鳥呈現在我們眼前，雖然它們處於假死狀態，

但都好害怕。突然一隻漂亮的雞引起我們的注意，原來它叫紅腹錦雞，身體

五顏六色，尾巴特長。 

又有小鳥引起了我們的注意，原來是白腰文鳥，它小巧玲瓏，背部呈褐、夾

白色。然後我們又下去蝴蝶、飛禽館，貓頭鷹科目有一隻龐大的黑領鳥它身

體：中等，頭部呈朱紅色。 

虹彩吸蜜鸚鵡：身體呈朱紅色，羽毛紅夾黑，嘴巴像彎弓一樣。 

蝴蝶類好多好多種有美鳳蝶、裳鳳蝶、紫斑蝶……出來後我們看見一隻五顏

六色的孔雀像是紅腹錦雞，何淑旖學雞叫：咯咯咯……咯咯咯，可能這聲音

是雞國裏的一種音調吧，那雞真地拉了一泡屎，我們大家哈哈大笑，可惜只

看了一會兒，被何淑旖一跺腳，嚇走了。 

這時，公園裏遊人稀少。突然一隻大鳥在我們頭頂上飛來飛來，嚇得我們要

死，陳曉晴嚇得抱住我的手，我心裏也緊張。不斷地對自已說：不怕、不怕。 

最有趣的是我們參觀標本館時，已經是下午接近閉館的時間了，館裏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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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遊人，只有我們四個好朋友，心裏有點害怕。突然，有一陣怪怪的聲音傳

來，嚇得我們魂飛魄散。何淑旖最不夠朋友，一個箭步飛出館外，鄧子楓隨

後。我正想拔腳就跑，給陳曉晴一手把我甩到她後面，我不甘示弱把她反甩

到後面，終於逃出這個“恐怖場地＂，大家都松了一口“大＂氣，然後大家

面面相視，哈哈大笑。 

一天就這麼快過去了，我們約好下次再玩，便戀戀不捨地再見了！ 

 

第一次參加奧英競賽 

這個學期，英語老師說：“第四屆｀學英語＇全國中小學生英語聽讀能力競

賽展開了，如果你想參加的話，回家好好準備一下。＂ 

這個競賽是考我們平時的綜合能力，雖然我不一定能拿到什麼名次，但我還

是想看看我的英語水準去到哪里。 

第二天下午英語競賽正式開始。我一拿到試卷，立馬當先寫好我的名字，然

後聽著答錄機的問題，就寫好我的答案。等全部聽力題做完，我感覺我全對，

便得得意意地開始做筆試題。 

正當我胸有成竹、下筆成文，滔滔不絕地回想我心裏的答案時，臨做完前一

道“怪題＂出現在我眼前。慘嘍！我不會做，該怎麼辦呢？難道我會敗在這

道“怪題＂腳下？ 

已經過去 5 分鐘了，7 分鐘，還差 3 分鐘就下課了，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怎麼辦？我突然想起爸爸跟我說過話：“想要成功，必須學會冷靜。不冷靜

去思考問題，結果徒勞無功。＂ 

我便冷靜下來，靜靜思考這個“怪題＂的答案，我拿起草稿紙和筆，在上面

比比劃劃，開始深思熟慮起來，反反復複比較兩個答案，終於皇天不負有心

人，我想到真正的答案了，認認真真地把答案寫到試卷上。 

“叮鈴鈴……＂下課鈴響了，我在臨交卷之前，還在反復思考“想要成功，

必須學會冷靜。不冷靜去思考問題，結果徒勞無功。＂，終於我找到這句話

蘊藏的真正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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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寓言 —《吃龍肺鳳血的豪羽》 

我看過幾百則的寓言故事，其中最喜歡的一則寓言是《吃龍肺鳳血的豪羽》。 

前幾個星期，陳曉晴向她媽媽“訴苦＂，說早上從家裏帶的礦泉水中午就喝

完了，而學校裏的水又不乾淨，又難喝，下午沒水喝了。她媽媽說那你以後

就麻煩武曉麗中午回家幫你裝瓶礦泉水吧。陳曉晴在中午的時候跟我說回家

幫她裝點水。我一聽，肺都氣炸了，這麼奢侈，難道學校的水就不能喝？我

想到了《吃龍肺鳳血的豪羽》，便跟她說了這個寓言故事。 

從前有個齊景公，他有幾千車的珍寶，但他不滿足，還問晏子：“我想要更

多的金銀財寶，你看能做得到嗎？＂晏子沒正面回答，只講了個故事：“從

前有只｀豪羽＇，不是龍肺不吃，不是鳳血不喝。結果呢，天下哪有這麼多

的龍肺鳳血給它吃，最後，死了。 

我給她講完這個寓言，她也明白了其中的道理，之後再也沒有跟我提起裝水

的事了。 

從這件事我得到了一些啟發：我們這些獨生子女平時吃好的，穿好的，爸爸

媽媽給我們提供的都是最優質的物質生活，養成了很多壞毛病。以前我吃課

間餐的時候，也是挑三揀四，不吃這，不吃那。比起偏遠、貧窮的農村小孩，

我們已經很幸福了。我從這個故事裏知道了，追求奢侈的人，往往顧及到眼

前欲望的滿足和暫時財富的炫耀，卻看不到因此將帶來的嚴重後果。 

五彩筆筒 

今天我用卷紙筒製作了一個“五彩筆筒＂。 

這個筆筒色彩鮮豔、精美絕倫、最重要的是獨家製作。筆筒底邊用蔚藍色波

浪形圈上，上層用橙色作底，粘貼不同顏色的小魚、海星、月牙、愛心、貝

殼、和平鴿…… 

首先我找來了材料：紙筒、彩紙、剪刀、膠水、透明膠、有各種圖案的尺子。 

第一步：先在盒子上畫兩個圈，把它剪下來，再用透明膠貼在紙筒兩頭。 

第二步：藍色的彩紙用剪子剪成波浪邊粘在紙筒的底部。 

第三步：用卡紙剪下紙筒邊的長度，把卡紙粘在紙筒上做底版。第四步：用

不同顏色的小彩紙剪下自己喜歡的圖案，再用膠水粘在紙筒上。 

瞧，我的新傑作就大功告成了。我望著辛辛苦苦做出來的五彩筆筒，不禁開

心地笑了。這次小製作和往常不同，因為這是用環保材料做出來的，既省錢

又實用。以後有時間，我會再做多些利用環保節省下來的材料，來做一些有

趣和有益的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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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珍貴的照片 

在我的相片集裏，存放著一張照片。每當看到這張照片，我腦海裏便會浮現

出當時的情景。 

去年夏天的一個陽光充足的清晨，我們全家一起出發到澳門的黑沙灘渡假。

這裏的沙子全呈黑色，每當海浪掀起一層層白色的浪花，衝擊黑色沙灘時，

黑白分明，很少見。我沒來之前，一路上都在想這個黑沙灘肯定是個黑糊糊

的污染的臭、髒海水。誰料到原來黑沙灘的黑是由於黑雲母礦所造制的結果。 

我一下車便看到寬廣的海面，無邊無際。眼前只有藍天白雲和大海浪花。金

黃的陽光照在黑得發亮的沙灘上，把沙灘都給烤焦了，我高興地舉起雙手歡

呼地沖向大海邊。 

雖然有海風吹，但是還很熱。簡直可以把我給烤成烤豬了，我忍受不了這酷

熱的天氣，不管三七二十一，趕緊跟爸爸脫了鞋和襪子，沖到海水上感受著

海水帶給我們的涼快。我卷起褲腳，彎著腰，潑起涼冰冰的海水，真開心呀！

雖然這沙子看上去黑糊糊的，但是用手舀起來一看，不但乾淨，而且還很涼

爽呢。白色的浪花夾雜著黑色的沙子拍打在我們的腳上，感覺像是在“海浪

按摩＂。 

沙灘後邊是一座座綿延起伏的山，山上是青綠挺拔、鬱鬱蔥蔥，數都數不清

的大樹。還真是一個有山，有水，有陽光，有樹，有沙的好地方。真像山清

水秀、綠樹成蔭的仙境。 

海面上不時傳來輪船的聲音、小鳥歡快的掠過海面飛過、遊客愉快的笑聲。 

我和爸爸站在岸上，任由海水一波接著一波地沖上來，我的腳在海水裏不停

地攪動著，因為這是大自然賜予的享受。感覺是非一般。 

我和爸爸站在岸上開心地玩耍，誰知媽媽一看見這樣的情景，為我和爸爸按

下了相機的快門，作為了去澳門黑沙灘的永久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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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老師的一封信 

石老師: 

您好! 

您從一到四年級都在做我們的班主任和四年級的級長，還教我們的語文，您

身兼多職，不惜勞累。為了我們，日夜都在備教案、批改作業，為我們的成

績擔憂，您付出了很多，老師，您辛苦了！ 

從一年級起，我就擔任班長這個職位。這都是您和同學們的信任和愛護。雖

然做班長有苦有樂，但我還是樂意做這個職務。因為有您在我身旁，像一棵

大樹籠罩著我，在您的照顧下，我快樂地成長。 

記得有一次，因為我 “嚴厲＂對待班上幾個男同學，惹來某些男同學對我的

圍攻，對我 “大肆批評＂，還幫我起了一個“女殺手＂的外號。氣得我咬牙

切齒。老師您知道這件事後，為了讓我們雙方能和平相處，您對我說了一些

建議，要“以理治人＂“以禮待人＂，要我做班長，就是要給全班同學起個

好榜樣，帶好頭。我頓時恍然大悟，打那起，我在家或在校，都牢記您的諄

諄教誨，做一名同學、老師都喜歡的好學生。 

還有一次您不知道，三年級期末考試，我試卷全做對，可因為作文扣了 4 分，

使我的成績與其他好的同學拉了距離。我很傷心，覺得身為班長必須要成績

棒，同學們才會服我。後來每逢星期五下午，我都去參加作文補習班學習，

增強我的寫作能力。沒想到，我學了幾星期，我的作文“突飛猛進＂像匹黑

色駿馬一樣，每次的小練筆作文，我都拿到優+，還在第二單元語文測驗中，

升致到全班的前三名。因為作文才扣了 2 分，以往，我的作文肯定會扣 5、6

分的，這個驚喜使我開心得嘴都合不上了。 

敬愛的石老師，我特此寫信跟您說，有了您的付出，才會有我美好的結果，

有了您的勞苦，才會使我的作文和成績“急速上升＂，我不會辜負您對我的

期望，我一定會努力學習，爭取拿到一個好成績給您看的。為班爭光，為學

校爭榮譽。 

祝您 

工作愉快，青春常駐，天天開心！ 

                                                 您的學生：武曉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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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姐 

我的表姐叫吳豔，比我大 12 歲，也是屬豬的。 

表姐身材很嬌小，長著一張“娃娃臉＂，鼻樑上架著一副“博士眼鏡＂。不

認識她的人以為她上初中，其實她和我一樣，是四年級的學生，只不過她是

大四，我是小四。 

表姐學習勤奮，聰明過人。從小到大，成績都是 verygod。大學、研究生都是

免費還有獎學金的，很多人都很羡慕她，我媽媽叫我向她學習，好好念書。 

不過我覺得表姐的性格怪怪的，是個不喜歡說話，不喜歡張揚的人。但是我

和她還是挺多話說的。因為我們都是屬豬的。 

有一次她來我家，我正在上美國芭比網。網上全是英文，我看不懂。但我聽

說裏頭有很多很多好玩的遊戲。 

我點擊來點擊去都打不開，急得我像熱鍋上的螞蟻。 

“哎呀呀！全是 English，真是對牛彈琴。＂ 

這時表姐悄悄來到我身帝：“幹嗎這麼悔氣？＂ 

我跟她說了原因，表姐姐仔細地看了一會網站，對我說：“先點擊這兒，再

點那兒……再輸入你的名子，然後……＂ 

說了這麼一大車話，使我豁然開朗、茅塞頓開，七彩的網頁被打開了，哇！

裏面的遊戲好吸引人呀。 

想不到表姐還有“真功夫＂，平時看她不哼不哈、沉默寡言，英語竟是這樣

一極棒。 

“我以後有不明白的地方再找你。＂我佩服地對她說。 

表姐慢條斯理地說：“不——行！＂咦？讚美她幾句，居然擺起了臭架子。 

“行——！＂表姐奸笑地對我說，原來她在忽悠我。 

這就是我的表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