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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花园
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2018级5班 王霂橙

我家有三个小花园。
第一个花园对我来说非常神奇。花园里的松树

四季苍翠，威严稳重的神情像极了爷爷。第二个是
竹子，竹子身材纤细，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是花园
最忠诚的卫士。还有一种植物叫迷迭香，它有着蓬
松悠长的尾巴，每一条尾巴都有优美的弧度。别看
它就是几株不起眼的小草，却有很大的作用，如果
你靠近一点看，就会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对了，它
还可以当香料，还能驱蚊呢！你说奇妙不奇妙？

第二个花园对我来说是最美丽的。第一个是蓝
莓树。蓝莓成熟的季节，小小的果实先是嫩青色，然
后逐渐泛蓝，最后变成蓝紫色。它的果实层层叠叠
地垂坠着，像极了一串串蓝宝石，压弯了小树的腰。
每天清晨醒来，我都能听见小鸟在窗外叽叽喳喳地
叫，原来它们嘴馋了，正在呼朋唤友地集体偷吃呢！
第二个是苹果花。苹果花艳丽的颜色太迷人了，最
开始只有几朵，慢慢地，整树的花都竞相绽放了，如
同一朵朵粉红的云朵，你说期待不期待？

第三个花园是一个小型的热带雨林，里面有像
一把把蒲扇的棕榈树，有像一朵朵烟花的绣球树，
有像一排排乌龟爬行的龟背叶。最独特的是地金
莲。地金莲非常香！颜色金黄，比太阳还要金灿灿。
爸爸说它原产于云南，因为香，所以不用猜，就有许
多小蝴蝶、小蜜蜂每天围着它转，就像——哦对了，
就像妈妈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玩一起闹的欢腾场面。
还有天堂鸟，每一株都有几片叶子横着长，顶端开
着毛茸茸的花，花下面还有一根细细长长的刺，手
一碰，就被刺得很疼，活像一只长嘴鸟的嘴巴，怪不
得叫天堂鸟呢，你说有趣不有趣？

暑假，我要买只小鹦鹉
列五书池学校二年级1班 马紫月

我一直都很想养一只小鹦鹉，我就去问妈妈，
妈妈说：“如果你期末考试考得好，暑假的时候就给
你买一只小鹦鹉。”我盼望着，盼望着，终于到了期
末考试。拿到成绩的时候，妈妈觉得我考得还不错，
就决定暑假给我买一只小鹦鹉。我很高兴，昨晚做
了一个和小鹦鹉玩儿的美梦。

我梦中的小鹦鹉跟我喜欢的一模一样，有五彩
缤纷的羽毛，还有一个镰刀似的大嘴巴。

我想养小鹦鹉是因为鹦鹉会学人说话，还会表
演很多节目。我在梦中教它说话，还教它很多词语
和句子，我们一直开心地聊天。我后来还教了它英
语，教了它很多单词，我和英语老师聊天的时候它
也挤过来说了几句，太有趣啦！

在梦中，我拴了一根绳子在它脚上，带它去公
园玩儿。它在天上飞，我在地上跑，太有趣啦！

最后，我从梦中醒来，满脑子都是鹦鹉的事情，
我就去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去买鹦鹉，妈妈说：“下周
抽一天去宠物市场看看吧。”啊太好啦！我终于要有
一只小鹦鹉啦，我暑假就可以跟它一起玩啦！

暑假，我要和冰淇淋相约一“夏”
芳草小学五年级3班 刘墨 指导教师：张锦文

一年最热之季便是酷暑；
酷暑最喜之日便是暑假；
暑假最爱的便是冰淇淋。
当烈日覆在身上的时候，卖冰淇淋的小铺子总

是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舔舔嘴唇，冰冰凉凉，
牛奶味、咖啡味在舌边荡漾。暑假，我最大的梦想就
是吃遍各式各样的冰淇淋。为什么是暑假？因为那
时候爸爸妈妈在上班，我一个人家，自由自在，无法
无天。平时，多吃一口，就能听到妈妈的唠叨。

西瓜冰淇淋，红红的，小小地咬上一口，甜甜
的，西瓜的清香，在口中氤氲。

咸蛋冰淇淋，戴着白色的帽子，黄色的咸蛋颗
粒，像鲜艳的装饰。吃下一口，虽然咸咸的，但也是
另一番风味，似金风玉露一相逢般的美妙，甜筒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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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的外壳，“咔擦，咔擦”，清脆极了。
冰淇淋的风味百千，尽入我口，牛奶白花花，

西瓜红彤彤，巧克力苦甜甜，“古今多少味，都付
与冰淇淋的美味中”。

你好，冰淇淋，暑假，我要和你相约一“夏”！
“嘘，不要告诉我爸爸妈妈！”

我好想试试吃冰淇淋
吃到肚子痛的滋味啊
东城根街小学二年级3班 伊依

等啊等，等啊等，终于盼到我的暑假到了！一
年之中，我最盼望的就是暑假了，比过寒假更渴
望，因为暑假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可以做好多我
想做的事。

今年的暑假，我畅想过过一个可以天天能玩
的暑假，当然也不是说时时刻刻都在玩的那种，
只要每天都能抽出一部分时间让我自由自在地
玩一阵子，我就很满足了，因为白天我还得在妈
妈的公司里做作业，基本没什么玩的时间，晚上
回家还要练琴，所以能玩的时间其实很少的，只
要能给我一点点时间玩就好了。

我也畅想过过一个能吃各种冰淇淋的暑
假，草莓味、香草味、巧克力味、奶油味……各
种口味吃个遍。大人一直都说吃冰淇淋对身体
不好，肚子会痛，可我从来没在吃了冰淇淋以
后感受到肚子痛呀，可能是我吃得还不够多
吧，其实我好想尝试吃到肚子痛的滋味是怎么
样的，哈哈……

我还畅想过过一个清凉冰爽的暑假，去环
球中心游泳乐园冲浪大作战，约上几个好朋
友，带上水枪在水池里开战打仗，开心无比；一
会儿再去大喇叭冲浪池旋转下来，既兴奋又刺
激；一会儿又去分组漂流，比赛谁先到就有奖
励；一会儿再去浅水池集体游泳，看谁的游泳
技术更熟练。不过我学过安全知识，肯定是要
在大人的陪伴下才可以做这些的，小朋友不可
以自己乱来的！

我更畅想过这个暑假能出去旅游一次。我想
去若尔盖草原，因为我在《苹果树上的外婆》这本
书里看到过，说在若尔盖草原上可以套到野马。
我还没见过野马是什么样子的呢，好想去草原上
看看呀，虽然妈妈说现在早已没有野马了，但我
还是很想去感受一下在草原上驰骋是什么样子。
幸好妈妈已经答应我8月份去看一看了，我好期
待呀！

其实我还有好多夏日畅想，一个暑假哪里够
用，那就留着以后的暑假来实现这些畅想吧，现
在还是先过好现实中的每一天，至少七月份我的
每一天都还是在做作业、上课中度过的……

妈妈说，暑假要带我去海边玩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四年级6班 田博滔

指导教师：曹星昱

盼啊盼啊，暑假终于来了。傍着鸟儿的歌声，
我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翻了个身，又睡了。

隐隐约约我来到了海边，海浪拍打着我的脚
面，潮水时涨时落，抚平了沙滩，在潮水退去时，
也很容易看到一个个小洞洞，我知道那是螃蟹的
家。我选了个洞，往里面灌水，等几秒钟再撒点盐
在洞口，然后就坐等螃蟹上“钩”了。过了一会儿，
螃蟹果然爬出来了。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
了小螃蟹。这是一只小寄居蟹，背着厚厚的外壳，
可爱极了。

在海边玩了一圈儿，当然还要去海里探索一
番了。我穿上潜水服，想去找寻海底总动员里的
小丑鱼。在海底水草旁，有几个红点点，我游过去
一看，正是小丑鱼们。它们穿着橘红色的衣服，几
条白色的条纹像极了小女孩裙子上系的白色丝
带，在海水里婀娜地游弋着。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我。“滔滔起床啦，快 12
点了！”我一睁眼，啊，原来我在做梦！虽然现实很
残忍，我还要起来做作业，但这丝毫不能阻止我

去海边的梦想。我对妈妈说：“我想去海边玩。”妈妈
说：“可以啊，这个暑假我带你去。”“太棒了！”我高
兴得跳了起来。

梦在唐朝，游在西安
双林小学四年级3班 卢思彤

中午，我津津有味地翻看着森林鹿写的《唐朝
穿越指南》，书里面的文字发出夺目的光彩，四周慢
慢虚化。突然，有个东西抓住我，把我拖进了亮光之
中，“救命呀！救——命——呀！”

“哎呀！”我惨叫一声，“扑哧！”落到了地上，手
摸到冰冰凉凉的“沙子”，变成水。“是雪！下雪了？七
月飞雪？”我睁开双眼，发现四周白茫茫一片。我站
起来，拍拍身上的雪。“咦？我的衣服……”我上身是
一件橙色短衫，下身是一条绿色长裙。这是唐代仕
女的装束吧。这时，远处自动分开一个亮点向我走
来，近了近了更近了，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才看清
那是一头鹿，一头浑身发着耀眼荧光的鹿。它向我
低了低头，算是打了个招呼，张口说：“您好，我是时
间管理局的员工。由于系统出了问题，导致时空错
乱，您现在来到了唐朝。目前我们正在抢修中。“啊？
我——穿——越——了！！！我的心“咚咚咚”地都快
跳出来了。它接着说，”今天正值元宵佳节，我带您
走走吧。”说完，扭头就走，我连忙跟了上去。

来到大街上，好热闹呀！老人、小孩、年轻人，进
进出出……骆驼、马，停在街边……我跟随鹿走进
了一个坊中，里面张灯结彩，小摊分列在路的两边，
有卖灯笼的、有卖面具的、还有卖饼子的……“猜
灯谜咯，猜对送灯笼哦！”我被这吆喝声吸引了过
去。来到小摊前，对老板说：“我来猜一个。”“好。”老
板说，“什么动物是牛但不能耕田，成天背着房子
跑？”啊？就这？我一阵窃喜，书上都有呀！我大声说：

“蜗牛！”老板点点头：“恭喜你，小姑娘，给你一个鲤
鱼灯吧！”我接过灯笼，这是一条全身火红的“鲤
鱼”，鱼鳞是金色的边，嘴边还有两条飘逸的胡须，

“鱼身”中的烛光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得我不
禁失了神。“啊！不~~”我惊叫道，左手向右手的灯笼
抓过去，又一次坠入了虚空。

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了书桌
前。真是穿越无限好，乐活在唐朝。那，暑假就去
西安吧。

玩，玩，玩！
天涯石小学四年级9班 赵正熙

暑假干什么？刻苦攻读？分担家务？勤工俭学？
不不不，暑假就要玩、玩、玩！疯玩还分好几种，且听
我娓娓道来。

第一玩：唯我独尊。爸爸妈妈给我买了好多新
奇的玩具：神奇的科学实验装备、电磁组装套件、逻
辑烧脑套装、乐高组合……我最喜欢乐高，那是一
套有1000多个小零件的水上乐园组合，水枪、滑梯、
充气泳圈、大型水池、冷饮店应有尽有，还配了一辆
巨大的冰淇淋车！我都等不及要把它拼完了！

第二玩：亲子同乐。和爸爸下棋、跟妈妈学烹饪
早就是假期的固定活动。暑假还会有一次长途的亲
子旅行，不知道这次妈妈又会带我到哪里去，打扮
成啥朝代、哪个民族的小姑娘？

第三玩：呼朋唤友。暑假是和朋友一起聚会玩
乐的好时候。我已经和妍约好了明天在公园玩，我
们会吃糖画、喂锦鲤、观白鹭，还要一起吃大餐，心
里还有点小期待呢！后边还约了一起溜冰、游泳、交
换书籍。

第四玩：招猫逗狗。小区里好几只流浪猫，被我
们养得油光水滑的。平时没时间和它们一起玩，放
假了可以好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找猫咪玩了。楼下
的花坛还是我的昆虫乐园：铁树上有结网的蜘蛛；
草丛里有奏乐的蝈蝈，下雨后有到处爬的蜗牛，泥
土里还有勤勤恳恳的蚂蚁，我和它们都能玩好久。
不过夏天要注意，还有讨厌的蚊子，一不小心就会
被咬成“肿馒头”。

第五玩：单刀赴会。爸爸妈妈为了慰劳辛苦了
一学期的我，给我报了个短期夏令营。这是我第一
次一个人出门参加活动，我很兴奋，又有点小紧张。
活动介绍我认真看过了，可以去成都附近的雪山滑
雪，真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

这就是我的暑假安排，是不是名副其实的“疯
玩”啊？

北京，等着我
成都市人北小学五年级5班 刘如白

放暑假了，我们这些小神兽终于逃出了老师的
“魔爪”，我在心里打起了“得胜鼓”，开始在脑海里

飞速策划整个暑假的安排。
第一，我要减肥。在这学期，我们经历了清明

节、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端午节，古人云“每逢佳
节倍思亲”，而我呢，是“每逢佳节胖五斤”。因此，
我计划暑假好好减减肥，打篮球、跳绳、游泳，饭
菜尽量粗茶淡饭，奶茶呢，肯定是要和它说“bye
bye”了。

第二，我想去北京旅游。在语文课本上，我学
到了《圆明园的毁灭》，读着课文，我心中对侵略
者充满了憎恨，老师介绍圆明园还保留着部分遗
址，我对圆明园充满了向往，期望能够畅游在圆
明园的园林中。在数学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天安
门广场面积是44万平方米 ，是当今世界上最大
的城市广场。在英语课上，老师教了我们“You
can eat delicious food---Beijing Duck”。在信
息技术课上，老师教我们用画图软件画长城。在
音乐课上，老师给我们演唱了《巴塘连北京》……

七月一日，我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的电视直播。100面红旗迎风招展，
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千人军乐团雄赳赳，
气昂昂，直升机、战斗机在天安门上空拉出10道
彩虹……看得我心潮澎湃，一股身为中国人的自
豪感油然而生。

所以，这个暑假，我希望我自己能够认认真
真地学，开开心心地玩。北京，等着我吧，期待着
在天安门广场和您相见的那一天。

坐着飞机去旅行
成都市实验小学青华分校五年级1班 钟琳萱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暑假了。我的心情
犹如放飞的野马，又好比炎炎烈日下被赐予了一
碗冰镇西瓜，那个甜滋滋，爽呆呆，简直了。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呀？哎，不怕告诉你，
因为我终于又可以坐飞机去旅行了。这可是我梦
寐以求了好久的事呀！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旅行
过了，更别说坐飞机旅行了。不过现在疫情虽然
进入了平稳期，可我们一家还是有些胆战心惊，
尤其在机舱里那么密闭的情况下，妈妈说不怕一
万，就怕万一。于是，我们选了西昌这么一个相对
比较近的地方，全副武装上路了。

也许是很久都没坐过飞机了，我竟然有些紧
张，尤其在飞机离地加速爬升的那一段，我的手
心汩汩冒汗，紧紧抓住座椅扶手，恨不能把手指
都扣进去。

飞机越来越高，不一会儿，只见窗子外边一
朵朵白云非常美丽，它们飘浮在空中，像洁白香
甜的棉花糖，我忍不住想要伸出手去抓一把，尝
尝云朵糖的香甜。

可惜成都离西昌实在太近了，还没等我伸
出手体验一把，飞机已经在向下降落了。我有些
小激动，我知道我即将开启感受山河美景的旅
途啦！

假期畅想
成都市人北小学五年级5班 刘如果

暑假来了，你是打打游戏，彻底地“释放天
性”呢，还是博览群书，流连忘返在书籍的国度
里？而我，有独一无二的假期畅想。

首先，我想阅读更多的课外书籍。当我翻开
书页，《吹牛大王历险记》里的皮大衣像疯狗一样
在我眼前跳跃；《哈利波特》里的飞天扫帚在我的
头顶上飞来飞去；《怪物大师》里的布布路召唤出
了怪物“四不像”，吓得我惊叫连连；《水浒传》里
的林冲正从雪地里朝我走来，雪花落在我的肩膀
上……书籍，带我游历山山水水，书籍，让我了解
形形色色的人和五彩缤纷的世界。

其次，我想走进大自然。我幻想着去到小溪
边，溪水唱着没有曲调的歌；我幻想着走过村庄，
河水蜿蜒，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我还幻想去到
那连绵起伏的山川，亲身体验“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在假期里，不管你是走出家门，还是走进博
物馆和图书馆，我想我们都是遨游在祖国的山川
河水，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同学们，让我们一同
享受无与伦比的假日时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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