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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員村小學三(2)班 學生文章 

 

可惡的鈴聲 

李綺彤 

“爸爸，有電話了！爸爸，有電話了……＂一聲聲稚嫩的呼叫——我爸爸的手機響了。告訴

你，這鈴聲還是我幫他錄製的呢。我趕緊把電話遞給剛下班正在洗澡的爸爸。 

“喂，王總呀……是，是，哦……好，我現在就來。＂浴室裏傳來爸爸的聲音。 

 “爸爸，您又要去哪兒呀？不是答應陪我下棋的嗎？＂我著急得問。 

“女兒，爸爸要去上班了，乖呀啊！＂爸爸匆忙扣好衣服，出門了。 

哎，為什麼總是在吃飯、洗澡的時間打電話來？為什麼剛下班又要上班？有誰能給我解開這

個謎？ 

還有更慘的一次呢。那是一個星期六，我和爸爸應約來到流花湖公園，同表妹一家人玩。當

我們玩得正起勁時，我聽見：爸爸，有電話了！爸爸，有電話了……真是可惡的鈴聲！我們

匆匆與表妹他們告別後，就坐計程車，爸爸準備先把我送回家。剛到了天河，我又聽見：爸

爸，有電話了！爸爸，有電話了……我恨死這手機鈴聲了，我發誓，回家一定要改了這鈴聲，

我才不想讓爸爸接電話呢。正想著，只聽爸爸說：“不用去了，好的，好的。＂真是氣死我

了！爸爸為什麼要去那個王總那兒打工？哼，要不是他原來的公司垮了，他才不會去給王總

當司機呢。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一個人胡思亂想：為什麼別人下班了，爸爸要在週末，卻還要隨叫隨到？

我該恨誰？恨老闆？不能，他不給爸爸工作，爸爸拿什麼養家！恨爸爸？不行，他是我們家

的頂樑柱啊！恨手機？對，恨手機鈴聲！如果爸爸沒有手機，老闆就找不到他，就不用去加

班了。 

慢慢地，因為爸爸的手機鈴聲經常響起，我越來越恨那手機鈴聲了。每當鈴聲一響，我就會

在心裏大叫：爸爸又要走了！到底是誰發明的手機？讓天下沒有爸爸陪的孩子一起來投訴他

吧！ 

 

殺蚊子機器人 

葉長纓 

我要發明一種能殺死蚊子的機器人。它能在零點五秒之內把屋子裏的所有蚊子殺死！ 

這種能殺蚊子的機器人，當它發現有蚊子的時候，它便噴出一種帶有花的香味的氣體，蚊子

聞到這種氣體，開始還沒事，可是，過了零點二秒鐘後，蚊子們就兩眼暈花，聯手、腳和翅

膀都斷了，更糟糕的是，它們連肺、心和腦等器官都裂開了，之後，便全都掉下來，死掉了。 

也許你會問一個問題：“要是機器人沒電怎麼辦？蚊子可要乘此機會｀光顧＇的呀！＂別擔

心！你沒看到它等蚊子死了以後，撿蚊子吃嗎！這些蚊子在它的肚子裏，會變成電的！ 

你可能還會問一個問題：“這種氣體對人體有沒有害？＂哈哈！當然沒害了，要不，使用過

的人可就“命喪黃泉＂了！ 

由於它很勤勞，我就給它起了個好聽的名字，叫作“殺蚊子大王＂。 

 

我的家鄉 

劉曜聞  

三年前,我的家鄉美麗無比,不久我的家鄉就有了魚塘. 

過了幾天,魚就買來了,魚塘裏再裝滿些水就行啦!水裝滿了之後,我們就把魚倒下了魚塘,我

欣賞了一下,說:＂真美麗啊,那些魚簡直是地大海一樣,快快活活地遊來遊去。一個中午我都

呆在魚塘裏，可是，一直到現在，魚塘無人管，水變得髒髒的，又噁心、又臭，美麗無比的

魚塘變成了烏黑的環境。 

人們啊，快點救救這個魚塘！我們快受不了了，保護環境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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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小子胡聰 

劉曜聞  

冬天，每個人都有穿著厚厚的棉襖，樹木一片葉子都沒有了，只有傻小子胡聰穿著一毫米的

背心，穿著短褲，光著腳在雪地上走路，還說：“太熱啦。＂ 

然後，傻小子胡聰去到垃圾桶旁，咬著手指自言自語地說：“這個垃圾桶為什麼叫垃圾桶

呢？＂胡聰覺得很好奇，把這句話又說了一遍，“這個垃圾桶為什麼叫垃圾桶呢？＂突然傻

小子胡聰咬住拳頭說：“耶，我知道了，這個垃圾桶拿來裝垃圾的，所以它就叫垃圾桶。＂ 

傻小子回家後看見媽媽坐在沙發上泡功夫茶，又看見一個陌生的阿姨，那個阿姨長得很苗條，

而肚子卻很大，傻小子胡聰問：“你肚子裏面是什麼？＂阿姨說：“我要生寶寶啦。＂媽媽

問：“你要弟弟還是妹妹啊？＂傻小子胡聰想了半天都有沒說，媽媽又說：“快說呀，要什

麼都有可以。＂“是嗎？＂胡聰問，媽媽說：“是。＂胡聰說：“耶！我要垃圾桶！＂ 

 

硬筆書法二等獎 

劉曜聞  

前天，我和媽媽從大伯家回來，回家的路上我和媽媽談起了書法的事情。 

媽媽說：“劉曜聞，這次可以看得到你參加繁星杯比賽的成績了。＂我說：“哼，這個嘛，

肯定可以拿一等獎。＂不一會就到家了，放了東西之後，我們就在家休息，忽然，媽媽的電

話響了，原來是教硬筆書法的老師，她說：“劉曜聞的書法得了二等獎。＂媽媽聽了，高興

得跳了起來，說：“太好了！＂媽媽就立刻去拿，莫老師還給了獎品我呢。 

那天，我真高興。 

 

西嶺雪山 

邱傳傑 

我的家鄉有個叫西嶺雪山的風景區，正像它的名字那樣，一年有大部分時間，山上都覆蓋著

厚厚的積雪。 

寒假，我和媽媽、舅舅又到西嶺雪山賞雪。來到西嶺雪山的山腳下，一一座白茫茫的大山出

現在我們眼前，除了白色就沒有另一種顏色了。 

我們沿著山路，踩著厚厚的白雪，發出了嚓嚓的聲音，就好像悅耳的音樂，伴隨著我們向山

上爬去。 

沿途看到一棵棵樹，它們掉光了葉子，身上穿上了用雪做的棉襖，我想它們一定我溫暖。我

手捧一捧雪，把它揉成一個雪團，把它放在雪地裏滾來滾去，小雪球慢慢就變成了一個大雪

球了。 

我們爬到半山腰，壯觀的冰瀑出現在我的眼前，可以想像得到冰瀑沒結冰之前，這裏肯定是

飛流直下三尺，突然一場大雪過後，讓這些飛流結成了冰，瀑布也變成了冰瀑。遠遠望去，

一條條飛流自然形成的晶瑩透剔的冰條，美麗極了。 

西嶺雪山不但可以賞雪，還可以玩雪，鍛煉身體，讓人去了還想去。 

 

有趣的寫作課 

邱傳傑 

最近，我參加了一個“陽光喔＂的寫作班，它有趣，新鮮。 

平常，我們上寫作，聽到頭大了，一個個焦頭爛額、叫苦連天。可是這一次上的寫作課太有

趣了。老師一來。就讓我們成語接龍，說：“這樣可以積累成語。＂每個人都可以回答，並

且全班同學還會報以熱烈的掌聲，老師還會發獎品。 

第二個環節就是智力搶答題，老師說：“這樣既可以增長我們的知識，還可以讓我們聰明起

來。＂這樣課堂都熱鬧非凡，一個個都爭先恐後，搶著回答問題。這些問題都跟寫作有關。 

第三個環節，老師叫我們動筆，寫的全是跟前面一二個環節有關的內容。我們很容易就寫好

了一篇作文。 

叮呤呤……下課的鐘聲響了。啊？兩個小時就結束了，我們都感覺好像才過半個小時哩！這

樣的寫作課，你們覺不覺得新鮮有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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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男孩    邱傳傑  

有一個男孩，他因為不挑食，所以比同齡的小孩個子要高一些，他因為喜歡體育鍛煉，所以

長得不胖不瘦，他看起來很帥喲！ 

他活潑賦朗，樂於助人。他課外喜歡看各種各樣的書，還喜歡 打籃球和乒乓球。 

在公共汽車上，他主動讓位給爺爺奶奶坐。在學校他搶著掃地、擦黑板。在課堂上積極舉手

發言…… 

在體育場上，總會看到他打籃球的身影，雖然他年紀小，但打籃球很厲害，運起球來，像一

個籃球明星，投起籃來還挺准的，繼續下去，很可能成為一個籃球高手啊！ 

可是這個男孩有時候也太調皮了，上課老是插嘴，有時也貪玩，做作業時還有點拖拉，唉！

要是他能改掉這些壞毛病，那該多好啊！ 

這人是誰呢？你們喜歡他吧！他——就是我邱傳傑！ 

 

我學會煮餃子了     邱傳傑 

當我回憶起學煮餃子時，我的心裏就比吃了蜜還甜。 

我們一家人都喜歡吃水餃。有一次，媽媽正要去煮飯，我走到媽媽前問：“媽媽，今天吃什

麼呢？＂媽媽抱著我說：“兒子，今天媽媽給你煮水餃吃。＂我說：“媽媽，這次我煮一次

水餃，行不行？＂媽媽笑著說：“好哇！＂ 

我想起媽媽平常都是把水餃放進水餃裏一起煮熟就可以了。於是我洗好鍋，倒了一些乾淨的

水在鍋裏，打燃火，準備把水餃倒進鍋裏了，媽媽趕緊攔住我說：“傻孩子，不要先把水餃

倒進去，要把水煮滾了再倒水餃進去，你現在就倒進去，到時候就不成了一鍋糊糊了嗎？＂

聽了媽媽說的，心想：真險，不是媽媽提醒我，那這餐就只有吃糊糊了。 

我按照媽媽說的，水滾了把水餃倒進去。這時候，媽媽以說：“倒了水餃，一會兒，還要用

勺子在鍋裏攪拌一下，這樣水餃就不會粘在鍋上了。還有，讓水餃在鍋裏滾一會兒，還要加

一些冷水進去，滾了再加，連續加三次，水餃就可以吃了，這樣煮出來的水餃，皮就會很爽

滑。＂我照著媽媽說的那樣，我小心的做著每一個步驟 ，終於，水餃煮好了。 

當看著這盤好吃的水餃，我對著天大聲說：“我——學——會——煮——餃——子——了！＂

~ 

父母和我         劉家璿                                              

我們都生活在父愛和母愛之中，下面就是我的爸爸媽媽是如何關心、愛護我的事情。 

有一次，爸爸騎摩托車送我和媽媽，（我去幼稚園，媽媽去婦幼保健醫院上班）在路上，媽

媽的裙子太長了，一下子就捲入了輪胎裏。然後車子不平衡，就倒了下去。因為我坐在中間，

所以我只磕到了嘴巴，身體倒在媽媽和爸爸的身上。爸爸站起來毫不猶豫地背起我就往醫院

跑，媽媽就在旁邊跟著跑。在醫院爸爸媽媽堅持讓我先做檢查，自己等我做完檢查再做。 

我檢查完後，醫生說：“你們的孩子沒事，只是嘴唇破了，沒什麼事。＂可醫生一檢查爸爸

媽媽，醫生不僅說：“哎呀，侯美蓮（媽媽）傷的不算最輕也不算最重，她丈夫（爸爸）傷

的最重，女兒傷的最輕。＂聽到媽媽的同事這樣說，爸爸媽媽欣慰地笑了。 

因為他們聽到我沒事，他們高興得不得了。此時，我心裏卻想到了許多許多。 

 

媽媽幫我洗衣                                               

陳梓慶 

每天晚上，媽媽都要幫我們洗衣服。 

    一天晚上，媽媽正在洗衣服。洗著洗著，媽媽突然“哇＂的一聲大叫。聽到叫聲以後，

我急忙跑進廚房，只見媽媽右手一直按著左手的大拇指，我問媽媽發生了什麼事情。媽媽不

假索地回答：“洗衣服洗得太多，加上現在這個天氣還算比較冷，手就會容易腫。＂“不如

叫爸爸來幫你洗吧！＂我急切地說。“只是有點腫痛，沒有什麼事。＂媽媽輕輕地說。然後，

媽媽又繼續洗衣服。過了一會兒，媽媽的手變得通紅，手被凍得像一塊冰一樣，但她一點也

不在乎，一直堅持到底。雖然，現在媽媽的手沒有腫痛，但她洗衣服時還是小心翼翼的。 

   母親是最偉大的，母愛是無聲，無價的。我一定要孝順父母，尊敬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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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愛 江暢 

每個人都有和藹可親的父母。當然，父母對我們的愛是無私的。 

現在我講一個故事來告訴大家爸爸對我們有多麼地關愛。 

    記得有一個星期日，是我爸爸一周內唯一的休息日。那天，爸爸上午七點起床，中午因

為睡不著，只睡了一個小時，剩餘的時間他要去樓下做運動。回來吃完晚飯後，又要陪我們

去商場購物。當我們買了好多東西時，已經是八九點鐘了，我們還要爸爸買旱冰鞋。很 

快，我的鞋就選好了，可哥哥姐姐的還沒選好。過了好久，終於選好回家了，一看鐘，差不

多晚上十一點了！爸爸的星期日就這麼白白浪費了！爸爸明天還要六點五十五分起床上班

啊！可爸爸什麼也沒說。 

    父母的愛好像路一樣無邊無際，而我們對父母的奉獻，父母的愛只是像粉筆頭那麼短，

父母為我們付出很多很多，我們一定要好好孝順他們，長大以後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和對我

們的愛！ 

 

喜歡幫助我的媽媽  何俊傑  

我有一個很好的媽媽，她很喜歡我。我有一次，我腳被摩拖車壓到了，我的媽媽她知道了這

個消息 以後就馬上打了一輛計程車，搭我去醫院，當我們來到了醫院時，我媽媽叫我坐在椅

子上等她去掛號，然後我媽媽就去掛號，我看見媽媽為我又要上樓下樓的樣子，內心覺得很

後悔，我為什麼這麼不小心弄到腳呢？如果不弄到腳，媽媽就不用麼辛苦了，然後媽媽背我

上樓梯的時候我感動到哭了，我媽媽看見了，說：“傻孩子，每個家長都有孩子服務的義務，

不然就不當媽媽了＂。 

我聽了這番話以後，我終於知道我的媽媽是多麼偉大的，母愛是永遠不會消失的，媽媽永遠

不會消失的，媽媽永遠都這麼疼愛們，所以我們要愛媽媽，不要媽媽為我們而操心。                

 

字典裏的字  程妍林 

字典裏的字像只螞蟻， 

在書裏自由走動。 

每當人們翻開一本書時， 

他們就會回到原處。 

等人們再次把書合上時， 

字又開始活躍起來。 

瞧， 

他們在快樂地跳舞， 

他們在傾心地交談， 

他們在盡情地唱歌， 

…… 

當人們再一次翻開字典時， 

一切都安靜了， 

安靜了…… 

 

母愛  葉長纓 

前幾天，我發高燒了，不過，我仍然堅持回學校上課。 

那天下午，我們放學的時候，我象往常一樣，往學校門口看一看，看看是誰來接我回家。可

是，平時是外婆接我回家的，怎麼今天是媽媽來接我回家？她可是要六點才回家的呀!於是，

我上前問明緣故，媽媽回答說：“因為你今天發燒了，所以我就請了一天的假，來接你回家。＂

“那你不就會被扣工資了？＂我著急地問。“當然了，不過，為了你，扣一點工資也不算什

麼。＂她淡淡地說。 

這時，我真是感覺到母愛的偉大。我要告訴有母親的人：“大家一定要孝敬父母，報答父母

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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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愛 

張珣儀  

    父母的愛猶如日月江河，父母為了我們付出了很多很多。下面就是一次父母為我付出的

回憶。 

那是我上一年級的時候，那天是星期六，爸爸和媽媽都要去加班，所以我要一個人在家。慢

慢地，到了下午六點 ，我感到十分欣慰！因為我知道爸爸媽媽就要回家了，但是，我聽了兩

個電話以後，我的心情改變了！因為，爸爸媽媽都要出去應酬，脫不了身，可能要九、十點

鐘才能回來！心裏害怕時，我就看電視；覺得沒事時，我就寫寫作業；再不就玩玩電腦……

此時，我感到度日如年。我不時地去看看鐘，總算快到十點了，還比見父母的影子。最後，

我一邊哭一邊打了個電話給媽媽，雖然我知道媽媽會比我更難過，但是，我還是哭了。媽媽

知道了，便立刻回來陪我，此時，我的心終於安定了下來。從那時開始，我明白了母愛是多

麽偉大！ 

雖然我沒有打電話給爸爸。是因為我知道爸爸的工作實在是太忙了。就算他有空，但是，走

開也是要扣工資的。 

其實父愛母愛都非常偉大！ 

 

我愛我家 

程妍琳 

我有一個幸福的家，我有疼愛我的爸爸和媽媽，我想要什麼就有什麼。 

媽媽的工作很忙，總是早上在我沒起床的時候就出門了。媽媽在下班的時候也總是匆匆地趕

回家給我燒好飯，免得讓我餓肚子。每天看著媽媽疲倦的身影在清晨消失，我就暗暗地在心

裏說：“我要學好，不要讓媽媽操心，等長大了，有好工作，一定要好好報答媽媽＂。 

爸爸的工作也很忙，每天都很晚才回到家，爸爸有時候還要通宵工作，有一次，爸爸加班到

深夜兩三點才回家，早上，爸爸本來可以多睡一會兒。可是，爸爸為了我上學不遲到，就早

早起來送我去上學；爸爸有時候送我上學還害得自已要遲到了，可他還是堅持送我回學校，

爸爸對我真好！ 

這就是我的爸爸和媽媽，就算爸爸媽媽為我操碎了心，他們也覺得心甘情願，我愛我家，我

愛我親愛的爸爸和媽媽。 

最近，學校組織到兒童福利院表演，我也參加了，因為我有一個幸福的家，所以，我也要為

福利院的孩子獻上一份愛心，讓沒有父母的孩子們感受到這個世界充滿愛。 

 

一本音樂書 

王雪冰 

   一本小小的音樂書，承載著母親對我的愛，對我的牽掛，對我的期待。 

 記得上幼稚園的時候，一學期一詞的音樂考時又要開始了。因為我太貪玩，直到要考試的

前兩天，歌曲還沒唱熟。媽媽一氣之下，把我的音樂書撕爛了，我記得和媽媽大吵了一架。 

第二天一大早，我沒看見媽媽。聽爸爸說，她給我買音樂書去了。大半天過去了，還不見媽

媽回來。直到傍晚，她才拖著疲倦的身子回來，“音樂書賣到沒有？＂我冷冷地問到，還在

為昨天的事情生氣呢。“哎，跑遍了所有的書店，還是沒買到……＂我急了，振振有詞地大

聲說：“要是考砸了，全怪你！＂媽媽沒有說話，只是眼圈紅了……看到媽媽這個樣子，頓

時，我心裏難過極了。 

 考試那天，同學們滿懷信心的揣著音樂書，而我卻兩手空空，心裏沒底。忽然，一個熟悉

的身影出現了。啊！是媽媽！只見他手捧著一本音樂書，急匆匆向我走來。他微笑地把書遞

給我：“妞妞，加油啊！＂我打開音樂書已看，差點叫出聲來。這是怎樣的一本書啊！這就

是媽媽一氣之下撕破的那本音樂書！是媽媽親手把這本二十多頁的音樂書，一片一片、一頁

一頁貼得整整齊齊，恢復了原樣！我小心翼翼地捧著這本音樂書，就像捧著母親的心…… 

   就是這本小小的音樂書，讓我讀懂了母親的心。 

 

 



95 

一塊巧克力      何悅  

星期六，我上完陽光喔作文班和媽媽一起坐 177 路車回家。車上很多人，有好多人都想給我

讓座，就在那一刹間，發生了一件感人的事，凡是看到了的，都被感動了…… 

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刹間，媽媽變戲法似地拿出一塊巧克力打開包裝紙，伸出手遞到我的面

前：“何悅，吃吧。＂媽媽正要拿起給我吃時，我立即伸出手拿來去咬了一小口：“媽媽，

你也吃吧。＂媽媽又遞回給我，我又推回給媽媽。媽媽沒辦法，只好吃了一小口，媽媽又給

回我，我便又吃了一小口，可就在這時，媽媽就想把剩下的一大塊全給我吃了，而我又只吃

了一小口。 

當我把它再次送到媽媽的嘴邊時，媽媽的手一使勁推，那剩下的巧克力就掉在了地板上……

當時所有看見的人都被感動了…… 

就是這塊小小的巧克力，使我深深地體會到了母愛是多麼的偉大。我想：以後我長大了，我

一定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教會他（她）們要關心他人。    

 

堅強的奶奶    蘇穎儀 

    前一段時間，奶奶總是說腿很痛，但她依然堅持每天下午來學校接我回家。後來她去醫

院一看，是骨頭裂了！我知道這個消息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中午一回到家，就問奶奶

這是怎麼回事。 

原來，奶奶以前在幹家務活兒時，大腿的骨頭蓋不小心碰著了堅硬的茶几角，破裂了。

而奶奶卻不知道。沒想到，因為最近路走太多了，又痛了起來。 

奶奶知道自己的骨頭裂了後，還笑著對我說沒事。我的心頓時涼了半截。奶奶，難道您

想一直裝沒事麼？您雖然不想讓別人知道您很痛苦，但是您也不能不說出來，自己把痛苦藏

在心裏啊！為什麼您就不能說出來，讓我們大家一起分擔痛苦呢？ 

下午放學，當我走出校門時，又看到了您那熟悉的身影，我不禁想到：奶奶，為什麼還

是您來接我呢？我邁著沉重的步子走到您身邊，還沒站穩，您就想一把奪過我的書包背上。

害得我只能對您說：“奶奶，今天書包超重了，您就不要背了。＂“是嗎？那好吧。＂奶奶

無奈地說。此時，我知道您已經很不舒服了。 

奶奶，您每天都堅持來學校接我，路上還買雪糕給我吃。我問奶奶我要怎樣報答她，奶

奶只是微微一笑：“只要成績好就行了。＂ 

奶奶，您每天都堅持放學接我回家。而我，就一定要堅持每科都拿好成績。我要向您一

樣學會堅持！做一個堅強的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放煙花      何文文 

過年的時候，爸爸帶我去番禺放煙花。 

我們一些小朋友先玩比較安全的焰火棒。我突然發現有一個小小像火箭一樣的東西，爸爸把

那個小東西點燃了火，它就像箭一樣飛快地到了天上，而且爸爸弄得最高，要放“大傢夥＂

了，我很高興，我們迫不及待等著，我怕出什麼意外，便叫爸爸離它遠一點。幾聲巨響後，

我們抬頭一看，天空像是噴出了七彩無污染的花來，特別美。可是我被那巨大的響聲嚇住了，

特別害怕，爸爸見此情形，便把我一把摟進懷裏，慈祥地問：“好點了嗎？＂我趕緊說：“沒

事了，沒事了。＂ 

從那以後我更愛爸爸了 

 

《小攝影師》續寫    邱傳傑 

第二天，小男孩帶著膠捲，來到了高爾基的住處。秘書看見了，連忙開門放他進去。 

高爾基見到小男孩非常高興，趕快擺好了姿勢。小男孩從包裏拿相機，一摸，小男孩比上次

哭得更厲害了！原來小男孩又忘了帶照相機了。小男孩正要回家去拿，高爾基一把抓住小男

孩說：“孩子，你別再跑了，我這裏有照相機。＂高爾基叫秘書拿來了照相機，接過相機，

親自遞到小男孩的手裏，說：“孩子，別哭了，用這個照吧，沒關係的。＂小男孩看著和藹

可親的高爾基，破涕為笑。小男孩接過相機，整整拍了一個膠捲的照，滿意地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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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果 

梁佳健 

一天,媽媽買了一些水果回來吃。  

    媽媽回來非常辛苦，但是她一回到家，洗乾淨了手，就馬上拿一個水果洗了拿來切。只

見媽媽手腳麻利，三下兩下就把水果切好了。當她把水果端到我面前時，卻挑了一塊最小的

來吃，其餘的都讓給我吃。我想：這樣不行，媽媽上班買回來這麼辛苦，吃多的才對啊？我

就立刻從媽媽的手裏拿了少的，把多的給了媽媽。媽媽對我說：“你吃多的吧，長身體要緊。＂

我又對媽媽說：“不行，你也要保重啊。＂媽媽再次對我說：“我的抵抗力強，吃少點也沒

事，你的抵抗力弱，吃少點也不行啊。你吃多的，我吃少的。＂就這樣，媽媽又從我的手中

拿走了少的，還給我多的。我捨不得吃下去，媽媽對我說：“吃吧、吃吧......＂這我才慢

慢地吃了下去。 

  我以後一定要好好報答媽媽才行，好好讀書，取得好成績。 

 

 

媽媽的愛  

陳沚若 

媽媽的愛是無比地深，媽媽的愛比海水還深，媽媽的愛比天還高，媽媽的愛是無邊無際的。 

還記得上一次，學校組織軍事夏令營，我也參加了，但是當天，我很倒楣因為我咳嗽了,早上

我也早早地起了床,發現媽媽的眼圈是黑的,我輕輕地走過去說：“媽媽你這是？＂“因為你

昨天晚上咳得很利害，我睡不著覺。一直看著你，呀！對了！今天學校組織的那個夏令營，

別去了吧！＂媽媽傷心地說。 

“媽媽，這可不行，媽媽你是交了錢的，而且這錢可是你辛苦勞動而來的,我答應你回來有個

好身體。＂ 

“好吧！＂  

來到黃埔軍校的第二天，來了一場傾盆大雨，讓我很傷心，因為這種天氣媽媽一定會擔心我

會生病，我一定鍛練好身體回去給媽媽看,不過現在這場雨一定是神仙賜給我的雨,過了一會

兒,我的病就好了。 

回到家後，媽媽見了很開心說：“沚若，你的病終於好了，我太開心了。＂ 

我也很開心，因為媽媽終於笑了。 

 

雨中 

鐘偉傑 

前幾天，天上下起了傾盆大雨。看著窗外雨嘩嘩地下著，下個沒完沒了，我急得像只熱鍋上

的螞蟻，眉毛皺成了“川＂字，我那水汪汪的眼睛不時地盯著教室門外，盼望著奇跡出現。 

突然，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了，正是我親愛的媽媽。可她只帶了一把傘，我們沒有辦法，只

好共用一把傘，雨傘不大。在雨中，我倆緊緊地挨在一起。不一會兒，雨越來越大了，媽媽

把身子往旁邊一了一點，把傘向我這邊傾斜。這樣，我在雨傘裏的位置就大些，可是媽媽的

衣服上已滴了數不清大雨點。我大吃一驚，連忙把身體往外移，把傘往媽媽那邊推。 

“怎麼了？＂媽媽問我。 

“你，看看你，衣服都濕了，還不進來，真是！＂我在埋怨媽媽。 

“人人都說，大人身體健壯，這算什麼？＂媽媽滿不在乎的說。 

只見，雨水狠狠地打在媽媽身上。 

人間最溫暖的事情，總是這樣出現在我眼前。此時，我的心情激動不已。 

雨還在嘩嘩地下著，我們就這樣繼續在雨中前行。 

 



97 

母親的關懷 ——《媽媽的帳單》讀後感  

母親對我的關懷    蘇穎儀 

母親對我的愛是那麼深， 

我對母親的愛卻是那麼淺。 

母親對我的關懷像陽光一樣燦爛， 

我對母親的關懷卻象星星一樣暗淡。 

以後，我該如何回報母親？ 

母親卻說：“不用了。＂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   陳沚若 

每年春節，我都會和爸爸媽媽回家鄉過年。 

        在我外婆家附近，有一條小河。   

        在我的印象中，那條小河又黑又髒而且臭得不得了。每當人們走過那裏都要捂住鼻

子。 

        聽我外婆說：“過去我小時候，那條河流很清也很乾淨。在夏天的時候我會和朋友

嘻戲、玩水，也有的婦女拿衣服，還有一些男人在小河裏游泳。 

       可是現在人們對環境不重視每天晚上人們都把一天的生活垃圾丟進小河裏，就這樣一

年年過去了那條清澈見底的小河被弄得黑黑的，髒髒的，臭臭的。就這清澈見底的小河就被

污染了。 

       我希望人們不要再把垃圾丟進小河裏，保護環境，人人有責。 

       讓我們大家從身邊的小事做起，保護美麗的大自然，大自然是我們美麗的家。 

 

討厭的燈光    林琪其 

大人們都說，燈光是有用的好東西，可有的時候，燈光也會搞破壞。我們樓下都有人說：“見

鬼了！＂可我不相信世界上會有鬼。   

一天晚上我和我的一個好朋友來到了樓下的大樹邊玩，我們玩到一半，就看見一個藍光飛快

的跑到山上面去了，一轉眼，藍光就不見了，我問朋友說：“不會真的有鬼吧？＂我們看了

這藍光都很害怕，就飛快地跑回家了。   

晚上我睡覺的時候還一直想著這件事情，我睡都睡不著，一直害怕有鬼來。怕睡覺時夢到有

鬼來。 

第二天早上，有人來到樹下看了一下，地上怎麼會有一個奇怪的東西，好像是一個電池，他

把電池拿給我們看，我們覺得很奇怪，所以就看了一下。不一會兒我們看見一個小孩，在找

什麼東西一樣的，我們就跑上前去，問他在找什麼，他說：“我在找前天丟的電池。＂我恍

然大悟突然明白了，原來前天的光就是他搞出來的，因為他家的窗戶正對著大樹，而他又有

一個藍光的紅外線燈，他在窗戶那裏對著大樹亂照，所以我們看到了藍光飛快的跑到山去，

就都以為是有鬼！ 

 

指狗為馬     李綺彤 

我最難忘的事，就是指“狗＂為馬了，喂！哎呀，不是，我只是把狗當馬騎了。聽聽吧！ 

那年我 5歲，婆婆跟我一起去韶關，一下火車，舅舅就來接我們，並把我們安置在他家中。

才去那幾天，我就跟舅舅家裏的一隻名叫汪汪的大黃狗混熟了，並玩了起來。 

一天，親戚們都來了，有說有笑，其樂融融，可我在房間裏跟汪汪玩。我大膽地爬上汪汪的

背上，它走了幾步，我就要它停下來，一停下，我掉了下來，汪汪回過頭來，一步步向我走

來，我擺擺手，說：“汪……汪，你……別……過來！＂它好像聽明白了，哼哼地叫著。這

樣，我又跟它玩起來了。 

這時，表姐進來了，“唔？你怎麼當狗是馬呀？＂“對，它就是馬！＂表姐哭笑不得，馬上

像哥倫布發現新大陸似地向大廳大喊：“快來看啊，表妹指｀狗＇為馬了！＂ 

噍，這就是兒時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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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奇的月季花  

何悅 

昨天，我和媽媽走在放學回家的路上，經過大門口時看見一個賣花的有一盆漂亮的花。這時，

媽媽走上前去問道：“請問這是什麼花？＂“是小型月季花，它每天都開鮮豔的花。＂ 那個

賣花地人說。我見這盆花綠油油的葉子了嵌著幾朵紅彤彤的鮮花，像天上的彩虹一樣豔麗，

還有未開花的花苞，是粉紅色的，媽媽見這盆花很美，就買下來，回家後放在了陽臺上。 

第二天，我早早的起床看月季花，發現原來的花兒開得更大了，花苞也張大了些，花兒在微

風的吹拂下，好像在跳舞，在溫暖的陽光下張開了笑臉，我看見綠油油的葉子上邊上長滿了

“尖齒＂，我高興地叫著：“太好了，太好了！小花長大了。＂接著我給它飲了一點清涼的

水，不讓它“口幹＂。這時我又發現邊上又長出了一個個小小的花骨朵兒。 

第三天，只見頭幾天開的花已經謝了，原來半開的花全開了，小花苞又長大了一點，我很好

奇：“媽媽，是不是花兒每天都這樣迴圈開著？我們家以後是不是不用買花了？＂“是啊。＂

媽媽說。我望著這盆鮮豔的花，心情舒暢極了，趕緊又給它飲了一次水…… 

 

拔牙歷險記 

何悅 

“怎麼辦，怎麼辦？＂我著急地問媽媽，“難道只能通過做手術才能長出牙來嗎？＂ “嗯！

因為你的牙板肉太厚，牙齒被包在裏面快一年了都長不出來，只要一個小小的手術，你的牙

就很快會長出來。＂媽媽對我說。沒辦法，我只好硬著頭皮和媽媽一起來到了華僑醫院，一

路上我的心就像十五個吊桶打水。 

一到醫院，只見媽媽一會兒詢問醫生牙科在哪，一會兒掛號，一會兒交錢，跑上跑下……我

心裏就越來越害怕，因為我知道做手術的時間越來越近了。 

“何悅＂，護士叫我了，我的心一下蹦到喉嚨口，既緊張又害怕，還沒坐上去眼眼淚就在眼

眶裏直打轉。醫生叫媽媽去交手術費，讓我一個人留下，我害怕得死死地抓住媽媽的手不放。

“何悅，你是堅強的，是媽媽最值得驕傲的孩子，我相信你一定會挺過去的！＂看著媽媽那

對我充滿信心的目光，醫生那和藹慈祥的臉龐，我只好坐了上去。 

當我張開嘴閉著眼的時候，感覺要割的那顆牙上有一點被針紮過，非常痛，我強忍著眼淚，

緊握著拳頭，接著又有許多藥水從四面散開來，有一些滴進了口裏，真苦！醫生叫我不用怕，

那是在打麻醉針。我起來吐了那口水後好多了。突然，我感覺牙肉有一點割開了，我害怕極

了，臉憋得通紅通紅的，此時此刻我多麼地希望媽媽能在我身邊啊。就這樣割了又割，大概

過了十幾分鐘，手術終於做完了，我的牙流了很多很多的血，醫生給了我一個酒精棉要我咬

往。這時我感覺到被割開的那顆牙輕鬆了許多。牙齒終於順利地拔走了，我感覺經歷了一次

驚心動魄的戰鬥。 

我剛一坐起來休息了一下，媽媽就交完費回來了。她看見我已經坐在那裏，高興地對我說：

“何悅，媽媽就知道你是最棒的！＂我含著眼淚開心地笑了。 

這次拔牙，真是有驚無險啊！ 

 

貪玩的江家倫 

邱傳傑 

江家倫他很貪玩，經常帶玩具來學校，老師把他的玩具丟進垃圾桶裏，他還去撿回來，所以

大家都叫他“垃圾蟲＂。 

有一天，他偷偷地帶了十幾個玩具來到學校。第二節課上課的時候，羅老師看見他在玩玩具，

老師就把他的玩具全部收了。後來才得知有好幾個同學帶了玩具來，老師就把他們的玩具全

部丟進了垃圾桶。可是剛放學，王秉堅就來說：“江家倫在垃圾堆裏把自己的玩具和別人的

玩具都撿走了。＂我大吃一驚說：“不會吧！＂王秉堅說：“不信你自己去看吧！＂我連忙

跑到垃圾桶的地方一看，玩具果然沒有了。我把這事告訴了羅老師，下午江家倫就挨了批評。 

我想對江家倫說：“江家倫，我真的希望你以後不要再讓我看到你撿垃圾桶裏的東西了，也

不要那麼貪玩，學校是學習的地方，要玩玩具在家裏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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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秋的聲音 仿寫 

聽聽，秋的聲音 

王雪冰 

 

聽聽， 

秋的聲音， 

喇叭花吹起了紫色的小喇叭， 

“嗒嗒＂， 

那是熱情的歌吟。 

 

聽聽， 

秋的聲音， 

秋雨彈起了各種琴弦， 

“淅瀝＂，“沙沙＂， 

那是大地的歡歌。 

 

聽聽， 

秋的聲音， 

螞蟻吹起了運糧的號角， 

那是團結的高歌。 

 

 

 

兵器歌 

盧易斯  

 

機槍一開砰砰響， 

打得敵人叫爹娘。 

 

大炮一聲轟轟叫， 

打得坦克無路逃。 

坦克像個大烏龜， 

炮彈打也打不進。 

 

飛機下個大雞蛋， 

炸得軍艦沉海底。 

導彈一下飛上天， 

弄得飛機下地獄。 

 

地雷像個大西瓜， 

炸得軍艦上西天。 

軍艦海上來稱霸， 

嚇得敵人不出兵。 

 

世界和平才是好， 

不開炮來不出兵。 

  

老師的話：該學生很喜歡兵器，所以有感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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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長 

程妍林 

 

當我中午睡覺的時候， 

總會想起我的班長。 

 

我的班長就像我的姐姐， 

當我不開心的時候， 

我偷偷地哭了， 

她大聲地給我講笑話， 

給我帶來快樂！ 

謝謝你——我的班長。 

 

我的班長就像我的母親， 

當我睡熟的時候， 

我的被子掉了， 

她悄悄地幫我蓋上， 

讓我感到無比地溫暖！ 

謝謝你——我的班長。 

 

美林海岸花園海洋世界生態展 

王雪冰 

 

小朋友，你們看過海龜嗎？你們看過五彩斑瀾的熱帶魚嗎？你們知道海洋動物有多可愛嗎？

這些答案都在美林海岸花園海洋世界生態展裏。 

在明媚的陽光下，我和媽媽來到美林海岸花園生態展，這次展覽彙聚了來自世界各地的珍奇

珊瑚、貝殼、海星等海洋生物。色彩斑瀾、形態各異的鮮活珊瑚，活潑可愛的熱帶魚，靈活

的海龜，可愛的小海馬，只有幾釐米長海星……..這時，整個海底世界完美地呈現在我的眼

前，千姿百態的海洋生物讓所有人大開眼界。 

最有趣的是，我隔著玻璃摸著小海馬頭時，不知名的魚向我遊來，想親親我的手，我陶醉于

海洋世界，仿佛聞到了海水的味道。 

通過這次展覽，我瞭解到了海洋生態，海洋生物真可愛。 

 

 

節約用電 

程妍琳 

電，是我們生命之源之一，如果沒有電，我們的生活會變得非常黑暗，很多工廠會無法生產，

很多機器會變成廢品，很多工作會無法完成。所以，我們要節約用電。節約用電，可以從以

下幾點做起： 

一、不要老是開冰箱； 

二、要隨手關燈； 

三、不用的電器把插頭拔掉； 

四、不熱的天氣儘量不要開空調。 

如果同學們平時能做到上面這幾點，就不會讓我們的生活之源—電，浪費掉。要是每一個人

都節省一度電，全國十三多億人口，就可以節省十三多億度電，這是一個多麼大的數字啊！

所以，大家不要小看一度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