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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里的春节
刚 刚 读 了 老 舍 先 生 写 的《北 京 的 春
节》，就想到了都昌现在的春节，相对于二
三十年代的北京春节而言，都昌现在的春
节要简单，单调得多。
首先，腊月初八这天，没看到过爸爸妈
妈熬腊八粥，早晨起床，照样吃着稀饭、包
子。很想尝尝像小型的农业展览会样的腊
八粥，可在老家乡下，种田地的都是上了年
纪的爷爷奶奶，他们也快做不动了，老舍先
生笔下的各种农副产品只有在超市才能买
到，
可能熬腊八粥就这样给省略了。
腊月中旬以后，大人们开始陆陆续续
地买年货：鞭炮、烟花、糖果之类的。腌肉
腌鱼也是要准备好的。孩子们则开始吵着
要大人买各种玩具。
腊月二十四开始过小年，差不多就是
全家在一起吃顿丰盛的饭菜，再就是流传
这天要把小孩子打一顿：警告小孩子过年
时要说吉利的话。不过还好，爸爸妈妈只
是说说而已，
我这天倒是很少挨打。
最主要的当然是除夕这天，一大早，妈
妈和奶奶就在厨房里忙碌着，杀鸡、洗菜、
用木甑子蒸饭……吃过午饭，男人们则带
着小孩子，拎着鱼肉、冥币、烧纸去祭奠先
人（女孩子一般不去），回来后就忙着贴对
联，傍晚，全村人聚集在祖厅前放烟花爆
竹，那场面真是热闹非凡，紧接着又是一起
拜祖宗，香火不断。吃年饭就不用说了，各
种平时没吃过的都在餐桌上出现了，真过
瘾，当然，压岁钱是少不了的，守岁？我是
坚持不了多久，一般在放了一阵烟花后就
睡了，过年就这样在忙碌而又热闹中过去，
正月拜年就是后续的事了。不过，我更喜
欢老舍先生眼里的春节。
[六（2）班 欧阳航 指导老师：
段秀清]

美丽的校园

做家务
平时上学的日子，我天天享受着爸
爸妈妈的照顾，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的生活。想想我也老大不小了，也该
帮帮妈妈了。刚好今天是星期六，我寻
思着做些家务活，
以减轻妈妈的负担。
吃完早饭，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
我开始着手实行自己的计划：首先，我
把桌子上的东西整理好，再把桌子抹干
净，然后我打算把地面拖干净。没想
到，妈妈平时拖地看似那么容易，轻轻
一提就能把拖把提起来。可到我这里，
拖把的尾部就像装了一头小象一样，重
量非凡，好不容易才把拖把拧干，把拖
把从池中提了出来。我原以为这下可

以安心拖地了，
可拖把就是不听使唤，
到
处乱跑。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腿
也软了，背也直不起来了。但想想妈妈
天天做这些事，
我觉得不能放弃，
又拿起
拖把认真拖起来，
地总算是拖完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刚收拾好的屋
子，心里美滋滋的。但又想起做家务时
遇到的困难，心想：妈妈平日里，一边上
班，还要一边操持这么多家务，操心我
们的学习，真的非常辛苦。今后我一定
要好好学习，让妈妈少操心，还要帮妈
妈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六（2）班 陈智萍 指导老师：段秀
清]

“鬼”之家
我有一个
“鬼之家”
，
我很爱这个家。
能会受到皮肉之苦了。我有时候想：换
我的弟弟是“顽皮鬼”。不管是什
个妈妈该多好啊，可是我又觉得我离不
么，他都要拿在手上看个明白。他的玩
开我的妈妈！
具没有一个没被他拆过。他对书更是
我是一个“马虎鬼”。我多次考试
爱不释手，对我的本子更是毫不客气， 就是因为错别字啊，没有加标点符号
每次都把我的本子弄得不成样子，我对
啊，做题不够规范啊……与高分失之交
他这个
“顽皮鬼”
真是忍无可忍。
臂，也是因为这个我经常受到妈妈的
我的爸爸是个“懒惰鬼”，如果这是 “皮肉之苦”，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
你的爸爸，你一定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合
掉这个坏习惯。
格的爸爸。如果有人叫他去做事情，你
我爱我的家！如果离开我的家，我
猜猜看他去做什么，
还是让我告诉你吧， 就像一个失去了母乳的婴儿；如果离开
他就会让我去做，不管是什么。所以他
我的家，我就像一条小溪没有了源头；
因为这个坏习惯，
也经常被妈妈骂。
如果离开我的家，我就像一朵不能沐浴
我的妈妈是个“严厉鬼”。她每次
阳光的花儿。无论何时何地，我深深爱
都严格要求我，她每天天都要检查我的
着这个充满爱的
“鬼之家”
。
作业，看看我的作业有没有错误，字写
[五（1）班 孙艳 指导老师：
得工不工整。所以稍有不慎我就有可
李芳芳]

唐老鸭望子成
“鹅”？
最近，唐老鸭可发愁了！愁什么呢？原来
唐老鸭看了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之后，明白
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变成天鹅了。于是他把一
门心思都倾注在自己的儿子唐小鸭身上，希望
小鸭能变成白天鹅。
唐老鸭认为只要多才多艺就能变成白天
鹅。于是，他让唐小鸭学起了二胡，可是唐小
鸭拉起二胡来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唐老鸭只
能作罢。唐老鸭托着下巴，陷入沉思，既然二
胡拉不成，那就学吹小号吧。唐老鸭想完就
干，他请来世界一流的吹号大师来当小鸭的
老师。可唐小鸭吹小号，简直就是在发挥他
小公鸭嗓的威力，那杀伤力比“河东狮吼”还
要强 20 倍，结果小号也学不成了，接下来学书
法……
最后，唐老鸭让儿子学起了钢琴。这可是
小鸭变成天鹅的唯一机会了，就为这个，唐老
鸭每日奔波，终于为唐小鸭请来了音乐史上的
传奇人物莫扎特当小鸭的老师。可是小鸭连
音符都记不住，更别说弹钢琴了，莫扎特只有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七角村，我非常喜
欢我们美丽的校园。
春天，校园的一角里，树木抽出新的枝
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小草从土里探出头
来，看看春天是不是要来临了。
夏 天 ，校 园 周 围 的 树 木 长 得 葱 葱 茏
茏。树下盛开着不知名的野花，有红的、蓝
的、绿的、白的、紫的，非常美丽。校门前的
池塘里还开满了荷花。
秋天，树叶都变黄了，一阵秋风吹过，
树 叶 在 空 中 飞 舞 ，像 无 数 只 蝴 蝶 翩 翩 起
舞。树上的果实熟了，又香又甜。小松鼠
在枝头欢喜跳跃，顺便收集松果准备过冬。
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了白
雪，我们可以在雪地上玩耍，堆雪人、打雪
仗……冬天的雪为我们学校披上了雪白的
银装，
美丽极了。
我爱我们的美丽的校园。
[三（1）班 余萱 指导老师：黄晓凤]

辞职了。唐老鸭又请来贝多芬教小鸭，可是
……统计一下，唐老鸭共请了一百多位音乐老
师，没一个把唐小鸭教成才的。唐老鸭气得七
窍生烟，差点七窍流血而死了！他认为小鸭变
成天鹅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便大声呵斥唐小
鸭。小鸭委屈地说：
“ 爸爸，我真的不想学钢
琴，你这样做是‘赶鸭子上架’。”唐老鸭气得话
也说不出，直奔好朋友米老鼠的家中。
见了米老鼠，唐老鸭气呼呼地把一肚子苦
水全倒给了米老鼠。只见米老鼠笑着说：
“老
鸭，别生气了，小鸭只要心灵美，在别人眼中，
不就是一只美丽可爱的天鹅吗？”唐老鸭听了，
恍然大悟，直往家中走去。
在唐老鸭家中，唐老鸭煞有介事地宣布了
一件事情：
“从今以后，我决定不让小鸭学钢琴
了，我要让他学习心理学。”小鸭一听，一下子
瘫倒在地上。唐老鸭把米老鼠说的话完全理
解错误，看来唐小鸭又有得受了。
哎，可怜的唐小鸭……
[五（2）班 孙懿轩 指导老师：
李琳娟]

南瓜姐妹
很久以前，在一个农场里长出了两个
南瓜，她们分别是南瓜姐姐和南瓜妹妹。
南瓜姐姐是个又大又黄的南瓜，南瓜妹妹
则是个半青半黄的小南瓜。她们性格也截
然不同，姐姐十分张扬，
妹妹则胆小怕事。
南瓜姐姐最大的理想是变成万圣节上
最漂亮的南瓜灯。妹妹呢？什么想法也
没有。
她经常对姐姐说：
“ 我长得那么丑，又
胆小，不可能有人喜欢我的。”妹妹说完，脸
上露出落寞的表情。姐姐也不知道如何更
好地去安慰妹妹。
万圣节终于到来了，姐姐如愿被人摘
走做南瓜灯，她开心地和妹妹告别。看到
姐姐离自己远去，妹妹更加难过，眼泪哗哗
地流下来。
这时有个小男孩跑过来，看到了南瓜
妹妹自言自语说：
“我终于找到梦寐以求的
小南瓜了，她真可爱。”
小男孩小心翼翼地把南瓜妹妹摘下来，
开心地把小南瓜抱回家。南瓜妹妹高兴极
了，小男孩回到家把南瓜妹妹做成了一个
漂亮的小笔筒，并且在里面放进自己喜爱
的文具。从此南瓜妹妹再也不自卑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任何
时候都不能自卑，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四（2）班 詹晨希 指导老师：李洁]

美丽的夕阳
傍晚，我来到公园散步。
抬头一望，蓝蓝的天空像大海一般，朵朵白云犹如海边
的波浪，一层一层涌向遥远的天边。不一会儿，天空慢慢的由蓝
转成淡红，像是波浪冲走了蓝色的大海，带来了云霞。太阳悄悄地
躲到树枝后面，像是个害羞的姑娘，忽的又露出半边小脸。过一会儿，
夕阳出现了，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把小树、楼房和河面照的亮亮的，就连
我都被照亮了！那一刻，我仿佛来到了光的海洋，陶醉在光的世界中，
啊！好美呀！
不一会，太阳光渐渐地暗下来，可它的脸颊更红了！光在慢慢地扩
大，红得发亮，越来越红，渐渐地变成了金色！刹那间，金黄色的光芒布满
了整个天空，不再是蓝色的海洋，更是金黄色的世界，周围的云彩也被晕
染成金色的了，
美极了！
太阳越来越淡，当金色最后一次散发出光芒后，天空又一点一
点地暗下来，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偷偷地从云后探出头来，星星也
跟着陆陆续续出来赶集，
整个天空好不热闹！
夜幕降临，夕阳彻底和我告别了。而我却依然沉浸
在夕阳的美景中！我爱这美丽的夕阳，更爱这美
好的世界！
[六（1）班 谢芊芊 指导老
师：戴婷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