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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理想比作一束鲜花，绚

丽多彩，色彩斑斓。有人把理想比

作无数星星，光芒四射，熠熠生辉。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出色的文

学家。因为每当妈妈给我买老舍、

叶圣陶、沈从文等文人的书籍时，

我都异常开心。

每天到教室后，我都迫不及

待地拿出文学大师的书，津津有

味地看起来。有时读到感人的片

段，我差点哭成泪人；有时读到好

玩的片段，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有

时读到精彩的片段，我止不住鼓

起掌来。

我在家也不例外。有一次从

早上九点一直看到了中午十二

点。妈妈叫我吃饭，我没有听见。

妈妈再一次叫我吃饭，我还是没听

见。妈妈气得把饭碗用力往桌子

上一放，我才醒悟过来。唉！看来

我这个“书虫”已经到了废寝忘食

的地步了。

以后，我要多背诵成语，多积

累好词好句，多写日记，努力成为

一名优秀的文学家。

指导老师：彭艳

劳动是什么？孩子们说，

劳动是妈妈嘴里哼着甜蜜的

歌；学生们说，劳动是老师每

天站在讲台上的滔滔不绝；矿

工们说，劳动是挖掘地下的火

种，让乌金成河；农民们说，劳

动是春天里栽种的秧苗，秋天

里收获的硕果……

也许，你会觉得在人工智

能科技普及的现代社会已经

不需要体力劳动了，不，劳动

不管在何时都很重要。为什

么农民每天依旧要在田间干

活？因为他们知道：春天的付

出，总会换来秋天的丰收——

有劳动，才有收获。

美国诗人郎费罗曾说过：劳动才能

给人以安乐。有次，妈妈要去田间干

活，那时候我还觉得好玩，便跟着妈妈

一起去了。妈妈在锄草，我则呆在一边

玩耍，日头高高挂着，太阳晒得脸发

红。尽管妈妈已经汗流浃背，但她手中

的动作却还在持续着，每一滴汗水都掉

入土地里，这是大地最好的肥料。那

时，懵懂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母亲的辛

苦，但当看到播种后种子长出嫩芽，结

出累累硕果时，我想妈妈应是快乐的。

美好的环境，由环卫工人夜以继日

地辛勤维持。园丁打造了美好的花园，

矿工给予了我们资源。我们也有一双

勤劳的双手，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在不

久的将来，我们也能通过劳动创造美好

的未来。

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了现在的美

好生活。劳动让我们拥有强壮的体魄，

让我们的心灵更加清澈，让我们的头脑

更加聪慧，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

指导教师：张婧

我的乐园
桂阳县东风学校1608班 史筱芊

我的乐园，顾名思义是使我快乐的地

方。别人的乐园是学校的图书馆，是游乐场

……而我的乐园是爷爷的院子。

我走近院子，一股股清香扑鼻而来，我

心想：一定是爷爷的桃树开花了。于是，我

来到桃树脚下：树旁的泉水汩汩地流着，像

是哼唱着小曲在迎接我的到来；树上的桃花

盛开着，像是在向我炫耀它的美丽；泉水边

的小草轻轻低下头，像是在向土地公公诉说

它的故事！我忍不住捧起泉水喝了起来，

啊，这泉水散发着花香！

顺着泉水我来到了院里的一块空地，周

围围着篱笆，那是爷爷用来圈养家禽的。里

面有鸡、鸭、鹅……

我的突然到访显然惊吓到它们了，它们

扑打着翅膀咯咯咯、嘎嘎嘎、呱呱呱地叫着，

像是在诉说：不要来抓我、不要来抓我……

“哈哈哈……，胆小鬼!”我幸灾乐祸地大笑起

来！后来，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给它们喂

食、洗澡，和它们玩得不亦乐乎，当我要离开

时，它们还慢慢地走过来向我道别。

跟动物朋友们道别后，我来到了院里的

菜地。那里种着一年四季的各类时蔬，有油

麦菜、白菜、胡萝卜、卷心菜、辣椒……妈妈

说，我家里的蔬菜大部分都来自爷爷的菜

地，它们包含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也包含

了爷爷对我们的爱。

爷爷的院子就像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它

是我快乐的源泉，我希望我的快乐可以像那

幅画一样定格。

指导老师：欧阳冰清

生活在 21 世纪的我们常常会

感叹科技发展的迅速，它带给我们

的是一次次惊喜，一次次赞叹……

中国有许多伟大的成就。嫦娥

四号探测器发射成功，完成了人类

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华为5G、桥

梁巅峰之作港珠澳大桥、世界最大

射电望远镜“天眼”……哪一个不是

我国了不起的科技名片？

我想象中的未来科技成果层出

不穷。人们发明了时光机，可以穿

梭于现在和未来之间。还发明了瞬

间转移的机器，可以随时随地转移

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想象的未来十分炫酷，路上

到处是飞碟，只有少数人开汽车，但

这汽车不一定比飞碟差呢！它如孙

悟空一般有着72变，还有坚不可摧

的身躯，有时飞碟发生故障就可以

用它来代替；未来有一种可以做饭

的机器人，你对它输入口令，只要

10秒，可口的饭菜就出来了。它还

是一体多用，它可以帮你做家务，帮

你看门，帮你治病呢！

我想象的未来十分先进，像癌

症、白血病这些我们现在无法治愈

的病只需动一个小小的手术即可。

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只需动用家

用机器人就可以治疗。

当然，我也明白，未来不是靠空

想的，是要靠双手来创造的。我决

定长大了要当一名科学家，努力让

未来变成我想象中的样子。

指导老师：尹学文

我有不少爱好，如读书、下

棋、唱歌……但我还有一个不雅

的爱好——玩泥巴。

说起玩泥巴，不怕你笑话。

因为常常玩得一身脏兮兮的，挨

了妈妈不少骂。但我仍然玩得起

劲，玩得疯狂，屡教不改。由于我

乐此不疲，日子久了，家里到处摆

满了我的杰作：小巧玲珑的汽车，

跃跃欲飞的小

鸟 ，憨 态 可 掬

的大熊猫……

我 喜 欢 的 事

物 ，都 被 捏 成

了泥巴玩偶。

关于我玩

泥 巴 的 故 事 ，

还真不少，就让我给大家分享一件吧！

上次，我心爱的象棋丢了一个棋子，我

心痛了好几天，那可是爸爸买给我的生日礼

物！为了不让爸爸失望，我打算用泥巴做一

副。说干就干，我到后山挖来一袋黄泥巴，

接着就揉搓起来，然后抡着砸一砸，再揉一

揉，捻一捻，一个椭圆形的泥坯就做好了。

怎么做出一个个大小一致的象棋呢？

我想了想，觉得应找一个模子比较好。我找

来了一个跟原来象棋一样大小的瓶盖，试着

做了一个，但泥巴取不出来，急得我抓耳挠

腮，用手去抠，结果弄得棋子面目全非，原来

是泥巴太黏了。我看到地上有塑料袋，脑海

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何不在瓶盖里垫上薄

膜？一试，果然不错，一个个圆溜溜的象棋

宝宝出生了。最后就是给每个宝宝取名，我

拿来一根小木棍，削尖，一笔一划地在每个

宝宝脸上写下：车、马、象……就这样，一个

完整的象棋家族复活了，一个个成员整装待

发，似乎在等待主人发号施令呢。

玩泥巴真有趣！

指导老师：谭喜爱

自从上次“龟兔赛跑”，乌龟赢了

之后，就名声大振，一夜成名。

一天早晨，乌龟坐在沙发上读报

纸，头版写着几个大字：“今日热门看

点——兔子再次向乌龟宣战，声称如

果再输，就不是兔子了。”乌龟接着看

下去：“兔子表示，上次一失足而成千

古恨，让老祖宗蒙羞，改日卷土重来，

如果再败给乌龟，兔子愿改名为龟，并

终生给乌龟当仆人。比赛定于 2020

年7月13日下午5：00举行，比赛地点

为森林里的星乐跑场。乌龟看完后，

说：“不骄不躁，听天由命吧！”

乌龟是否能再次夺冠？让我们拭

目以待。

到了比赛那天，赛场被挤得水泄

不通。有人举着“乌龟必胜，乌龟加

油”的牌子，有人举着“飞毛腿兔子，我

们支持你”的牌子。比赛还没开始，台

下的观众早已为自己的偶像吵得沸沸

扬扬。

“安静，大家静一静，比赛马上开

始，现在请乌龟、兔子上场，有请！”掌

声犹如汹涌的波涛一样响亮。“现在开

始计时：1，2，3，预备，跑！”裁判员的话

音刚落，兔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

去。乌龟呢？它从容不迫地爬着。“乌

龟，加油！”“龟龟，努力爬哦！”……

兔子一下子就跑出去好远，它向

后看去，咦，乌龟呢？它早被兔子甩得

远远的。兔子看见旁边有块萝卜地，

地里的萝卜水灵灵的。“反正乌龟一时

半会追不上我，我还是先吃点萝卜。”

想到这，兔子安心地吃起萝卜来。

再说乌龟，还在慢吞吞地爬，它伸

出头，看见兔子停下来吃萝卜了，就在

心里偷着乐，“哈哈，多吃点，吃撑了就

跑不动了。”谁知，正在吃萝卜的兔子

一看见乌龟追上来，扔了萝卜就拼命

地朝前跑。乌龟紧赶慢赶，还是被兔

子甩下了一大截。

正当乌龟垂头丧气之际，来了一

个算命先生，看见乌龟，惊道：“多好的

一个龟壳啊，用来卜卦正合适！”他便

把乌龟壳取下，用力将龟身一扔，巧的

是，这人之前是个铅球运动员，更巧的

是，这人一扔就把它扔到了终点的冠

军台上。

大家定睛一看，居然是乌龟，它虽

然没了壳，可是先到终点，是当之无愧

的冠军。乌龟戴上金牌时，兔子刚好

赶到，直呼：“苍天啊！我不相信！”

报纸上报道：“乌龟再次赢了兔

子，兔子兑现诺言。”

后来乌龟找回了壳，当然，这是后

话。如果你到森林里来，会看见一只

跟在乌龟后面端茶倒水的兔子，大家

叫它“小龟”。

指导老师：陈丁花

隆回县周旺中心小学 谢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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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愿望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二（乙）班 欧阳子嶷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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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未来
桂阳县北关完小四年级117班 雷思婷

表达淋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