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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雨姑娘终于走
了，森林图书馆也重新开业
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相
约去图书馆看书。

小乌龟和小松鼠先找
到了自己喜欢的图书，坐在
长椅上津津有味地看了起
来。一会，小兔子也找到了
自己喜爱的图书，坐下认真
地看了起来。这时，小刺猬
也拿着自己仔细挑选的图
书走了过来。他刚坐在小
兔子旁边准备看书，就听见
小兔子大喊一声：“哎哟！

真刺人！”小刺猬赶忙站起
来，抱歉地说：“对不起，我
刺到你了，我不是故意的。
你坐吧，我再找找看还有没
有别的位子。”

小刺猬正准备走开，小
乌龟连忙站起来说：“小刺
猬，你别走，我不怕你的刺，
我有厚厚的壳，我们坐在一
起吧！”小刺猬连忙感谢说：
“好的，谢谢你小乌龟！”森林
里的四个好朋友终于坐在一
起，读起了自己喜欢的书。
立贤小学二（5）班 李彦熹

我有一个可爱的弟弟，他比我
小4岁，有着大大的脑袋，乌黑的
头发，圆圆的脸蛋，浓浓的眉毛，葡
萄似的大眼睛，肉嘟嘟的小嘴巴。

他的小名叫“乔治”，这可是
我取的哦！当时知道妈妈肚子里
有小宝宝的时候，我正迷《小猪佩
奇》的动画片，就跟爸爸妈妈说，
小宝宝以后就叫“乔治”吧。爸爸
妈妈欣然同意了，这就是我弟弟
小名的来历。

弟弟有时候很调皮，他说他
长大后要当警察，抓坏人，保护我
们。于是，就见他经常举着枪在
家里上蹿下跳，嘴里还“嘟嘟嘟”

地念念有词，看到我们就指着我
们喊：“不许动，我是警察！”

弟弟是个“恐龙迷”，每天都
要让妈妈给他讲恐龙的故事，从
《恐龙百科》到《恐龙时代》，各种
恐龙的书、恐龙的玩具更是多不
胜数。他还认为自己是“霸王
龙”，故意踩着重重的步子，把双
手拢在嘴边，大声吼叫，问我们：
“霸王龙来了，你们怕不怕？”

弟弟很爱我，他每天放学回
来看到我，都要扑过来抱抱我，开
心地对我说：“姐姐，我爱你！”这
就是我的弟弟，我也爱他。

立贤小学二（4）班 路妍熙

春季枝头，小鸟在向阳歌唱，
大树们慢慢地撑开了伞。

夏季花坛，小草在迎风舞蹈，
高高的过街天桥建好了。

秋季操场，银杏叶铺满脚下，
同学们收获沉甸甸的知识。

冬季校门，偷偷穿上雪白的棉袄，
映照着张张微笑的脸庞。

立贤小学二（3）班 杨睿哲

小兔子采蘑菇
清晨，太阳公公从东方缓缓升起，小

兔子朵朵提着一个篮子，准备去河边采
蘑菇。

它来到河边一看，河这边一个蘑菇
也没有了，河对岸却有许多的蘑菇。可
它过不了河，怎么办呢？这时，它看见旁
边有一头大象在喝水,灵机一动，一蹦
一跳着到大象旁边说：“大象哥哥，请你
送我过河采蘑菇行吗？”

大象说：“当然可以啊！”刚说完，小
兔就顺着大象的鼻子爬到了它的背
上。快到河对岸的时候，小兔兴奋地右
手扬着篮子，左手指着岸上又大又多又
新鲜的蘑菇。上岸了，小兔说：“大象哥
哥，谢谢你！等我采完蘑菇你再送我过
去，可以吗？“大象说：“行，我还要帮你
采蘑菇呢！”

在大象的帮助下，它们只用了二十
分钟就采完了蘑菇。大象又背着小兔朵
朵过了河，它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立贤小学二（2）班 李蒋予阳

过 河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羊白白

和小羊灰灰都准备回家。正当他们走到
河边准备过河时，发现只有一块很窄的
木桥。

于是小羊白白就很严肃地对小羊灰
灰说：“小灰羊，你给我让开，我要过河赶
紧回家。”小羊灰灰不高兴地说：“凭什么
我要让你，小白羊，你给我让开，我也要
过河赶紧回家。”

两只小羊互不相让，并且越吵越厉
害。不知不觉两只小羊都走到了木桥中
间，正在他们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忽然
听到“咔嚓”一声，木桥中间裂开了一道
大缝。两只小羊看见了，立马停止了争
吵，赶紧退回到岸边。

这时，小羊灰灰对小羊白白说：“我
们俩别吵了，不然吵到明天也回不了家，
我让你先过河吧。”小羊白白说：“小灰
羊，刚刚是我不对，对不起，还是你先过
河吧。”两只小羊互相谦让后，最后都平
安地过了河。

两只小羊都很懊悔地想：唉，如果一
开始就互相谦让，早就过了河回家了，而
木桥也不会裂开了⋯⋯⋯

立贤小学二（2）班 钱翰宗

小兔的气球
一天下午，天气晴朗，天空中的云朵

像白色的棉花糖，一朵朵挂在空中。小
兔带着它最爱的兔兔气球去小溪边玩，
心情很愉快。

走着走着，小兔一不小心松了手，气
球从小兔的手中滑走，缓慢地往蓝蓝的
天空中飘去。“我的兔兔气球⋯⋯”小兔
一边喊着，一边着急得大哭起来。小鸟
听到了小兔的哭声飞了过来，问道：“小
兔，你怎么哭了？发生了什么？”

小兔说：“我最喜欢的兔兔气球飞
走了，你能帮帮我吗？”小鸟说：“当然可
以！你等着。”于是小鸟展开翅膀快速
地追赶着兔兔气球。不一会儿，小鸟用
嘴巴咬住气球的绳子，把兔兔气球带了
回来。

小兔看到小鸟带回了兔兔气球，开
心极了,对小鸟说：“谢谢你，我们一起
玩吧！”

立贤小学二（2）班 朱妍霏

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去
海南岛旅游。到了机场，里
面飞机可真多呀！而且看起
来超级大，比在天上大多了。

过了安检，爸爸带我们
走进机舱，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不一会儿，飞机就准备
起飞了，我非常激动，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
同时也很害怕，特别是在起
飞升空的时候，感觉心脏被

吊起来一样。
过了两三个小时，我们

终于到了海南岛。我放下
行李，穿上泳衣，走到沙滩
上，海水很凉爽，而且又咸
又苦。我们堆了一座城堡，
还在沙滩上写了我的名
字。天黑了，我躺在床上，
想起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真
是开心啊！
立贤小学二（1）班 田隽逸

孩子，愿你用眼睛捕捉生活的点滴细节，用耳
朵聆听万事万物的声音，用手触摸这个多姿多彩的
世界，用鼻子嗅出各种气味，用舌头品尝各种味道，
用心灵品味四季更替、喜怒哀乐、人情冷暖。

月亮太淘气了，总是喜
欢变脸。有时候变成弯弯
的月亮，挂在空中，像一条
小小的船。有时候变成圆
圆的月亮，挂在空中，像一
个大大的玉盘。

我最喜欢中秋节的月
亮，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它
会变得最圆最亮，给夜晚

的行人照亮回家的路。我
家每到这个时候，都会一
家人坐在一起，一边吃着
月饼，一边赏月，我也会格
外地开心。

妈妈告诉我，在中国人
心中，圆圆的月亮代表着圆
满。我更加喜爱月亮了。
立贤小学二（5）班 江雨辰

月 亮

小刺猬的烦恼

黄晓蓓老师

用你们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你们的心灵去聆
听声音，用你们的双手去记录成长。愿你们的笔下
有斑斓的色彩，有缤纷的生活，有纯洁的童心⋯⋯

我想养只小猫咪，因为
小猫咪毛茸茸的，很可爱。
我喜欢黄色，我想养一只黄
色的小母猫，因为我想我的
小猫咪生一群小宝宝。

于是，我把想养猫的
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很
反对。妈妈说：“你自己
还没能很好地照顾好自
己，怎么照顾小猫咪呢？

养一个小动物需要花很
多时间和精力。”我说：
“我知道猫咪可能会生
病，需要洗澡，我会照顾
小猫像您照顾我一样，我
不会遗弃小猫咪的。您
给我试试看吧，行吗？”

妈妈听了我的话，终于
点头同意了！
立贤小学二（1）班 刘伊芯

秋天，田野里的稻子成
熟了，当微风吹过像浪花一
样。稻草人在守卫着稻田，
不给小鸟来偷吃稻子。一
只小蜻蜓飞到稻草人的帽
子上，稻草人站得笔直笔直

的。那只小蜻蜓以为它是
石像，就飞走了。稻草人看
着那一片片美丽的稻田，笑
眯眯的，就像我考了100
分一样，开心极了！
立贤小学二（1）班 潘天翊

我想养只猫

秋天的田野

愉快的一天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多读书，思想便会丰盈；多
笔耕，笔端便如泉涌。只要你肯
拿起笔，悉心去体悟，你写出来
的，就是你的世界。即便稚嫩，即
便平淡，请相信，那是最美的！

吉晨曦老师

展开畅想的翅膀，承载着童年的梦想，让希望在笔尖的
沙沙声中汇集；让灵感在纸间飞扬，写下童年的足迹；让真
善美在你的笔下生根发芽，让文章展现你心灵的轨迹！

陈泱老师

我家有一只小猫咪，脖子下
面有一块白色，像是雪白的围巾
系在脖子上，再加上那双灵活的
小耳朵，黄宝石般的大眼睛，真惹
人喜欢！

爸爸每次摇动小铃铛后，就会
给小猫咪一些食物。还让我也这样
做，说这样的习惯对小猫咪好！慢
慢地，小猫咪只要听到铃铛响，就会
跑到我身边，抬头萌萌地看着我，像
是在问我：“吃的呢？”

有一天，小猫咪丢了，我很着
急。我们找了很久，找了很多地
方，也没有小猫咪的身影。爸爸
说，小猫咪不会走远，明天早上拿

上小铃铛带我去找。第二天起
来，爸爸看看表说：“我们出去吧，
小猫咪这会饿了，应该会出来找
食物了！”

爸爸还特意拿上了小铃铛。
从我家楼下开始，爸爸一边走一
边不停地揺着小铃铛。果然，没
多久车子后面跑出一只猫，那不
就是我家的小猫咪吗？只见它蹲
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我们。爸
爸又揺了揺铃铛，小猫咪叫了一
声，低着头向我们走了过来。我
一把抱住它，看着它可怜的样子，
心里又高兴又难受！

立贤小学二（4）班 邢昊乾

小铃铛

可爱的弟弟

我的妈妈有一头黑头发，一
双小小的眼睛，一对眉毛长长
的，一个爱涂口红的嘴和一张白
白的脸。

妈妈喜欢穿黑色衣服，她说：
“穿黑衣服显瘦啊！”妈妈平时不喜
欢穿高跟鞋，她总喜欢穿平底鞋，
可我觉得高跟鞋好漂亮啊！我的
妈妈还有一个爱好，她特别爱戴发
卡，每天都戴，出门如果忘记了，她

会立刻坐电梯冲上楼拿。她有好
多好多发卡，有带蝴蝶结的，有带
耳朵的，有的戴起来像小兔子，有
的戴起来像白雪公主。她每次逛
街都会买发卡，她说她自己是“发
卡狂魔”。

我有一个有趣的妈妈，她天
天陪着我，给我很多快乐，我爱我
的妈妈。

立贤小学二（4）班 范诗怡

我的妈妈

陆敏副校长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企鹅。企鹅
的家在南极，它看起来胖乎乎的，非
常可爱，让人想要捏下它的小脸。

它又圆又大的脑袋上长着一
张嫩黄色的小嘴，背上的羽毛乌
黑发亮，像披着一件燕尾服。它
的肚皮白白的，像雪一样。它走
起路来，一摇一摆，像个不倒翁，
滑稽极了！

企鹅虽然不会飞，但游泳的
速度像箭一样快。它最喜欢捕
捉小鱼和乌贼啦。它最大的本
领是不怕冷，因为它不仅有浓密
的羽毛，还有厚厚的脂肪层，可
比我们穿的棉袄暖和多了！

以前都是在动物园里才能看
到它，真希望可以去南极看看啊！

立贤小学二（3）班 吴婧瑜

我最喜欢企鹅

四季立贤任何写作
技巧都赶不上
孩子们对写作
的 热 爱 ，用 他
们富有幻想的
语言写出内心
对童年和美好
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