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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大朗實驗小學一（1）班學生小作集 

 

《我的老師》    一（1）班 邱詠晗  

我的老師她的名字叫陳雅英。她是我們的班主任，也是我們的語文老師。

她每天都好像很快樂，因為她一和我們說話就笑瞇瞇的。她還很漂亮，一

頭烏黑的長髮，給風一吹就飄呀飄，好像在對我說：你要認真聽老師上課；

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一轉動就會笑，好像想給我們快樂；小嘴巴一動一動

地說話的時候，我感覺像是在跟我說：上課回答問題得靈活一點、獨特一

點。陳老師還特別喜歡粉紅色和紫色。  

   我喜歡你----陳老師。  

 

《有趣的貼紙》   一（1）班  邱詠晗  

今天放學了做完作業，我和弟弟玩有趣的貼紙，我做了兩個，弟弟一個也

沒有做，我兩個女孩子很美麗，眼睛水汪汪的，烏黑的頭髮，紅色的小嘴，

高高的鼻子，一個大美人就做好了，爸爸誇我真棒。  

《憨豆先生》    一（1）班  晗邱詠   

今天我做完作業後，在家裡玩。玩著玩著我看見電視裡正在放《憨豆先生》，

這個片子可好笑了，因為憨豆先生會擺出各種各樣有趣的動作來逗大家

笑，讓你看了不笑都不行，所以我特別喜歡看這個憨豆先生。有時候我還

會和憨豆先生對話呢。瞧！憨豆先生在電視裡問：你是哪國人？我回答：

我是中國人。但是他在電視裡面，我在電視外面，憨豆先生聽不到我的聲

音，他要是能聽見一定會和我做好朋友的，因為我是個可愛的小女孩。  

我還看到憨豆先生的小熊很可愛，哈哈哈……  

 

《春天來了》    一（1 晗）班：邱詠   

春姑娘來了，她帶來的春風吹醒了小草、小花和小樹。瞧！春風一吹，花

兒開了，柳樹也發芽了。春姑娘還給我們還來了布谷鳥和小燕子，布谷鳥

的聲音：布谷布谷……多好聽呀！春天的山上長了綠綠的樹葉，河裡的雪

化了，魚兒在水裡游來游去，鳥兒在春巢裡產卵，許多小羊也出生在春天，

桃花開了，野花也開了，真是漂亮極了。  

櫻桃樹、蒲公英在春風飄來飄去，好像在說：春天來了，春天來了。  

 

《拔牙齒》    一（1）班 徐浩源  

昨天下午媽媽帶我去拔牙齒。還沒有輪到我的時候，我心裡就好想哭，因

為我害怕，但是醫生叔叔說：「別怕，一點也不痛的，你是男子漢不能隨

便哭鼻子。」說完醫生叔叔拿著鉗子兩下子就拔掉了。雖然拔牙有點痛，



58 

可我沒哭，因為想到我是男子漢，男子漢就是流血都不流淚，我怎麼能因

為拔那麼一顆牙而流眼淚呢？你說是嗎？  

《春  天》    徐浩源  

春天來了，河邊的小樹開始露出淡淡的、綠綠的新芽，河兩邊的田野開始

綠了，像是地上鋪了一層綠地毯。公園裡開滿了五顏六色的鮮花，一隻隻

蝴蝶在花叢中飛來飛去。電線桿上一隻隻小燕子排著整齊的隊伍在嘰嘰喳

喳地唱歌，好像在說：「春天來了，春天來了。」  

多麼美的一幅畫啊！我喜歡春天。  

 

《我的一家》 €  一（1）班 黃偉明  

嗨!小朋友，今天，我來給你們介紹介紹我的一家子好嗎？ 我的家裡威信

十足的爸爸是頭號人物，在家裡他算是「大哥大」了。他性格沉穩，是一

個和藹可親的男子漢，對我和媽媽像春天般的溫暖。媽媽既是「大姐大」

又是好「廚師」，每天除了關心我的學習外，還負責我和爸爸的起居飲食，

把我們照顧得很好。我是家裡的「小皇帝」，全家人都得聽我指揮。爸爸、

媽媽和我互相關心、體貼，相互支援、幫助，誰也離不開誰，我的一家是

幸福美滿的。就像千千萬萬個幸福和諧的小家庭一樣,充滿了陽光,充滿了

溫暖的春意。  

我愛爸爸、媽媽，我更愛我溫暖、和諧的家。  

 

《春天來了》    一（1）班 黃偉明  

春天到來了，到處都是綠油油的樹，花兒也開了，小燕子也飛回來了，它

們在樹上快樂地唱著歌兒，小河裡的水慢慢地流著，魚兒在水裡快快樂地

游來游去，好像在說：春天來了春天來了。  

 

《我的妹妹》    一（1）班  何振邦  

 

我有一個妹妹，今年 1 歲多，她很活潑、可愛。每次別人問她：「眼睛在

哪裡？」她就會把眼睛瞇成一條線；當別人問她：「鼻子在哪裡？」她又

會把鼻子提一提；當別人問她：「嘴巴在哪裡？」她還會把舌頭伸出來，

非常有趣可愛。  

今天我從學校放學回到家，看到大姐姐抱著她在大門口看小狗。她的膽子

真大，一點也不怕，還拍手哈哈大笑呢！這就是我有趣、可愛的妹妹。  

 

《媽媽的臉》  

一（1）班  何振邦  

 



59 

媽媽有一張白白的臉，臉上有一對黑黑的、大大的眼睛。媽媽的臉會變，

有時候會變陰有時候會變晴，就像現在的天氣，變化無常。如果我做了好

事或者考試得了一百分，媽媽的臉就會變晴，那可是陽光燦爛，眼睛都笑

得瞇成一條線了，臉也變得圓圓的。如果我做錯了事情或者考試考得不怎

麼理想，媽媽的臉就會變得陰陰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像銅鈴一樣大，

臉也拉得長長的，讓我看了有點怕。所以我得認真學習，讓媽媽的臉每天

都是圓圓的、笑瞇瞇的，那樣媽媽就更美麗、更漂亮了。  

《我的爸爸》 €  一（1）班 程婉婷  

我的爸爸姓程，他高高的個子，瘦長的臉，黑黑的短髮，總是有點亂蓬蓬

的。爸爸還有一雙又黑又長的眉毛，高高的鼻子，讓人覺得他很英俊。爸

爸對我很好，每天他都是不怕辛苦接送我上學、放學，他對我的學習也非

常關心。要是我在學校表現不好或成績不理想，爸爸的臉就會來個晴轉多

雲，這時媽媽就會站在爸爸的同一條戰線上，接下來就會有一場風雨。  

不過不管怎樣，我還是很喜歡我的爸爸。  

《三八婦女節》 €  一（1）班  程婉婷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我衷心祝願媽媽身體健康、永遠青春美麗！  

平時都是媽媽幫我做這個忙那個，今天是三八婦女節是媽媽的節日，我應

該幫助媽媽做點事情，因為媽媽平時太辛苦了。放學後，我乘媽媽去買菜

的機會，趕緊拿起掃把把家裡每一個角落都打掃得乾乾淨淨，還拿來拖把

把地拖了一遍，累得我滿頭大汗，但我心裡美滋滋的，因為我幫媽媽做了

一點點事情，給媽媽一個驚喜。果然，媽媽買菜回來看到家裡那麼乾淨，

高興地說：「謝謝你，我的小寶貝，你真是個聽話的好寶貝。」說完還親

了我一口，我和媽媽都幸福地笑了。  

《有趣的魚》     一（1）班 葉日鋒  

我家裡有一條有趣的魚，它長得長長的、白白的，就像個小帥哥。我每天

放學回到家裡第一件事就是給它餵好吃的，每次這條魚吃東西的時候都很

開心，尾巴搖來搖去的，還不時的點點頭，好像在對我說：謝謝你，我的

主人。所以我特別喜歡這條魚。  

《番   薯》     一（1）班 葉日鋒  

今天放學回到家，遠遠就聞到一股香味。哦！原來是奶奶煮好了很多蕃薯，

香味就是從蕃薯裡飄出來的。這些蕃薯是爺爺從家鄉帶來的，是他自己辛

辛苦苦種的，所以我們吃得特別起勁，因為這是爺爺的勞動成果，我們除

了要好好品嚐外，還得細心品味。  

《開心的體育課》    一（1）班 鄧岳新  

今天下午上體育課，我們班去足球場跑步。在足球場跑了兩圈之後，老師

吹哨子叫同學們排好隊。老師說：「哪一排同學站得好，就可以自由活動。」

我們隊表現得最棒，所以老師讓我們先去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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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玩的是：「老狼老狼幾點鐘」這個遊戲。我們數到六點的時候遊戲就

開始了，老狼就開始抓人，抓到的那個人就得當老狼。因為老狼是壞的，

所以每個同學都不想當老狼。  

今天上體育課真開心。  

 

《開心的一天》    一（1）班 鄧岳新  

昨天是我阿姨結婚擺喜酒的大好日子，我很高興。放學後我和爸爸、媽媽、

哥哥、表姐、表弟去外婆家吃飯。開飯前我們四個小朋友一起做遊戲、跳

繩，大家都玩得很開心，也出了一身的汗，連飯也差點不記得吃了。快樂

的時間特別快過，一眨眼就到了晚上八點，我們才依依不捨地回家。我想：

如果每天都這麼快樂那多好呀！  

 

《小小運動會》     一（1）班 鄧岳新  

今天是我們學校舉行運動會，下午運動會正式開始了。我們排著整齊的隊

伍來到運動場，全部同學坐在草地上看運動員們比賽，同學們有的跳遠，

有的跳高， 有的跑步，運動員們個個都奮力拼博，為班爭光。  

 

《我愛我的媽媽》     一（1）班  鄧岳新  

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勞動節，我在這裡說一聲：「媽媽，您辛苦了，

祝您節日快樂！」  

媽媽您每天下班來又要洗衣服、拖地、做飯，晚上還要輔導我做功課、讀

字卡，看到你累得想睡覺的樣子，我心裡好難受，可您怕影響我學習卻說

一點也不累。  

媽媽，今天是您的節日，應該要好好地休息。所以我就偷偷地把你平時要

做的家務全做完了，讓您好輕鬆一下，幫你分擔勞累。我以後還會更加努

力學習，以最好的成績來報答您對我的養育之恩。  

 

《我家可愛的小狗》   一（1）班  鄧岳新  

外婆家養了一隻小狗，它的名字叫琪琪，長著兩隻圓圓的大眼睛，小尾巴

總是向上翹著，胖胖的峰子，走起路來一扭一扭的，當我吃東西時，它就

會伸出舌頭，搖尾巴吃飽了就會趴在地上睡覺，如果有裡來了陌生人，它

就會「汪汪汪」地叫了起來。外婆家的小狗，雖然小都會看家真可愛。  

 

《我愛我的媽媽》     一（1）班 鄧岳新  

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勞動節，我在這裡說一聲：「媽媽，您辛苦了，

祝您節日快樂！」  

媽媽您每天下班來又要洗衣服、拖地、做飯，晚上還要輔導我做功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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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卡，看到你累得想睡覺的樣子，我心裡好難受，可您怕影響我學習卻說

一點也不累。  

媽媽，今天是您的節日，應該要好好地休息。所以我就偷偷地把你平時要

做的家務全做完了，讓您好輕鬆一下，幫你分擔勞累。我以後還會更加努

力學習，以最好的成績來報答您對我的養育之恩。  

 

《運動會》     一（1）班  粱國聰  

星期三是我們學校舉行運動會的好日子，中午 2：00 點的時候，在老師帶

領下我們去參加運動會，看到運動員們個個精神抖擻。等校長講話後，運

動會就正式開始了。同學們有的跑步，有的跳高，有的跳遠，還有的做啦

啦隊，在一片一片的歡呼聲中，運動會結束了，我們回到了教室。  

 

《難忘的一天》    一（1）班 何國業  

放假了，我和爸爸媽媽還有弟弟一起去海洋公園玩。來到海洋公園，我看

見很多動物，爸爸帶我們去了好多地方，我看見海豹在水裡表演，後來我

們在海洋公園還和好多動物照相，這一天我們玩得真開心。  

 

《我的語文老師》    一（1）班 羅嘉惠  

我的老師名字叫做叫陳雅英，她既是我們的班主任又是我們的語文老師。  

陳老師對我們可好了。除了教我們讀書，還會教我們寫字，有空的時候還

會講故事和唱歌給我們聽。她很聰明，長得很漂亮，頭髮長長的，眼睛水

汪汪的，皮膚像雪一樣白白的。她上課的時候最喜歡我們大膽發言，她還

會幫我們小組加分和扣分。她還特別喜歡粉紅色和紫色，我真喜歡我的陳

老師，長大後我也想像陳老師那樣做一位人人喜歡的老師。  

 

《媽媽的手》      一（1）班 羅嘉惠 

媽媽有一雙漂亮的手。十個手指都尖尖的、白白的、嫩嫩的，別看媽媽的

手長得那麼漂亮就以為她什麼也不會做，那你想錯了，媽媽的手不但漂亮

而且能幹。媽媽的手除了會做家務事、教我做作業、打字，還很會打扮呢！

媽媽可是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哦！  

 

《美麗的春天》     一（1）班  羅家惠  

春天是美好的季節，小燕子從南方飛回來了，小鳥也飛回來了。柳樹發芽

了，小樹也發芽了，小草綠綠的，像地上鋪了一層綠地毯。花兒也開花了，

農民伯伯正忙著在地裡松土、播種、澆水呢！  

天空是藍藍的，地下一片片綠綠的，藍和綠配在一起形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啊！春天到了。  

 

《禮   物》      一（1）班 許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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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打掃房間的時候，突然發現床底下多了一個小玩意----萬花筒。  

這是我去年聖誕節去真功夫，聖誕老人送給我的禮物。這個禮物可有趣了，

可以看到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小花，只要你動一動就會有很多變化，今天我

還能找到它真開心。  

 

《感  恩》       一（1）班  許淑儀  

媽媽您是一位勤勞的可藹可親的好媽媽，把我這朵淘氣的小花撫養長大。

白天您要忙著做家務，晚上您又用心地教我做作業。是您培育我長大，是

您陪我經歷一切的風風雨雨，是您教我怎樣做個好孩子。媽媽，謝謝您把

我帶到這個世上，您永遠都是我的好媽媽，我一定會好好讀書來報答您的

養育之恩。  

 

《下  雨》       一（1）班 許淑儀  

今天下午最後一節課時，天空突然有許多黑黑的雲，天空慢慢地變得黑

黑的，還有閃電，每一次的閃電都把天空照得很亮很亮，就像上帝在幫我

們小朋友拍照，所以每次閃電我都笑瞇瞇的，因為我想讓自己最美麗的笑

容留在相片裡。到了放學的時候天空下起了無數的小雨滴，慢慢的變成了

大雨滴，嘩啦嘩啦的聲音就像一首美妙的樂曲真動聽。  

 

《春天來了》       一（1）班  許淑儀  

春天來了，小燕子飛回來了，春天的樹長出了嫩嫩的葉子，溪邊的柳樹

綠了，門前的桃花開了，小鳥站在樹枝上唱著春天的歌曲，我們一家人也

在寬闊的田野裡放風箏。春天多美麗啊！  

 

《我的爸爸》       一（1）班 韋京希  

我的爸爸長得高高的，有點帥氣。他對我可好了，喜歡買許多好吃的東西

給我，讓我吃了長得高高大大的。他還喜歡買有趣的玩具給我玩，也很關

心我的學習和成長。可爸爸有個不好的習慣就是喜歡睡懶覺，一睡就叫不

起來，真是個愛睡懶覺的爸爸，怪不得長得有點胖，都是愛睡懶覺惹的禍。

唉，沒辦法，誰叫他工作忙呀！所以一有空他就想美美地睡上一覺。  

 

《我的夢》       一（1）班  韋京希  

星期六我?A 在看書，看呀看呀竟然睡著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考試得了一

百分，醒來後，發現自己的書還沒有看完，我趕快拿起書來看，我想：只

要我認睦讀書，一定能才得一百分的。  

 

《我的媽媽》       一（1）班 袁美婷  

同學們，我有一個好媽媽，我給大家介紹介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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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有一頭烏黑發亮的長頭髮，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一個不扁也不高

的鼻子，一張小巧的嘴，再加上一張瓜子臉，一個大美人就出現了，這就

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很開朗也很活潑，她最喜歡去玩，不過她也是一個好媽媽，她有

空了也會教我讀書、寫字。  

我愛我的好媽媽。  

 

《我們的老師》    一（1）班袁美婷 

同學們，我向你介紹介紹我們的班主任吧！我們的班主任叫陳雅英，她

也是我們的語文老師。我們可喜歡她了，因為她長得很美。瞧！一頭烏

黑發亮的長髮，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一個不偏也不高的鼻子，一張美麗

的瓜子臉，還有像小寶寶一樣的粉紅色的皮膚，讓人看了想看看，真漂

亮。  

 

《漂亮的媽媽》      一（1）班 洪千容  

我的媽媽既漂亮又聰明，而且她很有方法教導我們。當我不聽話的時

候，媽媽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引導我，使我懂得：做一個好學生和好孩

子，從小就要聽老師和大人的話，這樣長大了才能做對社會有用的人。

我要謝謝我的好媽媽，是她教育我讓我成為一個好孩子。祝媽媽永遠美

麗！  

 

《假如我是一片雲》     一（1）班  李嘉楣  

假如我是一片雲，  

我會飄到什麼地方去呢？  

飄到操場上，  

和小朋友做遊戲。  

飄到田野上，  

為農民擋住猛烈的陽光。  

飄到媽媽的臉上，  

親親她，然後再掛在媽媽的頭上，  

做媽媽的保護神。  

 

《感恩的心》     一（1）班  鄭志輝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我想對媽媽說：「媽媽節日快樂！」  

九年前，媽媽給予了我生命，讓我看到了這世界的多姿多彩，讓我感覺

生命的可貴。從一出生開始媽媽就無微不至地照顧我、關心我。讓我有

著快樂的童年，直到現在媽媽依然竭盡全力地呵護我、保護我、關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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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長大後也會像媽媽那樣照顧她、關心她、愛護她。  

讓我再一次對媽媽說：「節日快樂！」  

《我的夢》     一（1）班 黃嘉琪  

今天是星期四，我做完作業後很快就進入夢鄉。我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個

白雪公主，長得非常漂亮，還有一個很帥的白馬王子，來到白雪公主的

家裡，白馬王子看到我這個白雪公主很漂亮，就不停地看，看得我都有

點不好意思了。突然我醒來，原來是一場夢。  

我能夢到如此有趣的夢，可能是跟我昨天看《白雪公主》的書有關吧！  

 

《我的老師》一（1）班  黃嘉琪  

我的老師名實際情況叫陳雅英，她不但是我們的語文老師還是我們的班

主任。陳老師每一節課都很認真教導我們，我們有不認識的字，她都會

得得復復地教導我們，一直到教導我們，一直到我們會了為止。平時有

空的時候就會教我們做人的道理，所以班裡每個同池她很尊敬，她就是

我們一（1）班的好老師、好班主任。  

 

《小主持人比賽》 一（1）班 羅綺晴  

今天我們學校舉行了小主持人比賽，可精彩了，那裡有的同學彈鋼琴，

有的同學講故事，但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個高年級的哥哥吹出了《鐵

達尼號》的主題曲，是我最喜歡聽的。真是一個令我難忘的星期五呀。  

 

《春天來了》 一（1）班   羅綺晴  

春天來了，小燕子從南方飛回來了，柳樹也長出了小綠葉，小魚在水裡

游來游去開心極了，天氣變得暖和了，我也感到非常舒服了，因為春天

來了。  

 

《好朋友》 一（1）班葉穎  

有一天，我在放學的路上看到一位小妹妹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上，我扶起

她，可是她的手和身上都很髒，我趕快幫她拍掉身上的灰，替她洗掉手

上的泥，大家都表揚我是個好孩子 ，我心裡好高興，因為我和小妹妹

比此就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間應該互相幫助。  

 

《春天來了》 一（1）班 葉穎  

春天來了，小燕子從南方飛到回來了。種子也發芽了，小草長出嫩嫩的

葉子，公園裡那幾顆光禿禿的木棉樹也開了紅艷艷的花兒。春天來了，

冰雪開始融化了，春風暖絨絨的。春天來了，山青水綠，春天真是個美

麗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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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來了》 一（1）班  羅偉恆  

 

春天來了，天氣暖和了，大地換了一片綠衣裳。青青的小草從地裡鑽了

出來，路兩邊的大樹發芽了，遠遠看去一排排綠色的樹葉，非常美麗。  

公園裡開滿了一片紅紅的桃花，吸引了很多小蜜蜂在桃花中飛來飛去，

小燕子們也飛回來了，在屋頂上唱起了歌，好像告訴我們：「春天來了。」

多美麗啊！ 

《春天來了》一（1）班  黃鎮洋  

春天來了，小燕子回來了，綠樹發芽了，花朵們也綻開了自己的笑容，

開出了美麗的花兒。魚塘裡的魚兒躍出水面，好像在歡迎春天的到來。

太陽公公早早升了起來，露出它的招牌笑容。柳樹姐姐把她的秀髮垂到

水面上，讓池塘爺爺來欣賞。  

啊！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一（1）班  黃藹蔚  

春天來了，許多小鳥在天上飛來飛去，小樹葉也變綠了，路邊的小菊花

也開了，小草嫩嫩綠綠的，好像穿了一件新衣裳，到處都好像綠色的世

界。可愛的小燕子也在樹上唱歌。  

啊！是我最愛的春天來了。  

 

 

《美麗的春天》 一（1）班  葉志超  

春天來了，小燕子從南方飛回來了，柳樹也發芽了，小花也開了，散發

出陣陣的清香，木棉樹也開了一朵朵的火紅火紅的掛在樹上，美麗的木

棉花給春天增添了許多氣息。  

啊！多麼可愛、美麗的春天。  

 

《生機勃勃勃的春天》 一（1）班  葉傑威  

天來了，天氣不冷了，小燕子飛回來了，小草發芽了，小樹長滿了綠葉，

河裡的冰融化了，小魚在水裡游來游去。春天我們充滿了朝氣，農民伯

伯很早就起來去田里種田。春天來了，到處都充滿了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