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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集的作者對這個世界，對身邊的事物充滿了無限的好奇與看

法。她的腦海裏總有這麼多“為什麼＂和感觸，於是她把這些思想

用文字的形式表達在這冊文集裏了。 

作者細心地觀察生活，她把自己的所見所聞一字不漏地展現給我

們，所以本冊文集的內容豐富多彩。有的描寫山山水水，有的抒發

情感，有的表達了對未來的嚮往與追求，也有的寫了自己的趣事……

這點點滴滴讓我們著實感到親切、自然，讓我們擴大視野，增長知

識。 

本文集裏的作文，是一種活潑快樂的作文、一種充分體現自我價值

的作文，一種深入開鑿生活礦藏的作文，一種靈動的充滿詩情畫意

的作文，一種實實在在完善心靈的作文。它們像春風化雨般滋潤著

少年朋友的心田，陶冶著少年朋友的心靈。 

當你翻開這冊散發著幽默清香的文集，趣味盎然的故事，充滿真理

的感慨，還有那對未來生活嚮往會讓你愛不釋手！ 

 

林思雯 

                      2006 年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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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讚歌 

陶育路小學   四〈3〉班   林思雨   14 號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了，可一直到現在，我仍然經常在那伸手不見五指的夜晚，

靜靜地回想著，回想著雨落下的那一刻美妙的感受…… 

曾經，我見過多少暴風驟雨，但它們帶給我的，只是恐慌。但這次，春季的

細雨卻給了我一首春天的讚歌，那動聽的音樂，久久在我腦海中回蕩。 

那時我還小，偶然呆呆地仰望天空，霎時，只聽輕微的“滴滴嗒嗒＂聲，一

望窗外，啊！是連綿的雨霧，再歡唱：“春天到來了，大地充滿生機、萬物

復蘇！不知不覺，這像斷了線的珠子的雨霧，綠遍了山野，綠遍了草原，綠

到了人們的心裏。雨珠掛到屋簷上，掛到小草上，像珍珠那樣閃閃發光。雨，

滋潤著大地，把烏煙瘴氣的世界洗了個一乾二淨，在這時候我才發現，原來

世界是多麼可愛。 

雨停了。蝴蝶在花叢中穿梭，鳥兒在天空中飛翔，萬物在煥然一新的環境裏

各自幹著自己的事，準備迎接又一個美好的明天。 

（357 字） 

 

小製作——做花瓶 

   在一個風和日麗的午後，我坐在陽臺上，享受著溫暖的陽光。忽然，鄰居

家的花瓶映入了我的眼簾，一個大膽的想法油然而生：做一個花瓶！於是，

我從抽屜裏拿出材料：白粘土、舊報紙、水粉筆、顏料和調色盒，當然，還

需要那雙靈巧的雙手。我把報紙鋪在桌子上，一切準備就緒了。 

首先，我剝去白粘土塑膠做的外衣，捏兩下，粘土很快被我捏成了一個圓球。

然後，我把圓球按得扁一點，手指頂住中間，把旁邊拉起來，做成一個空心

的圓柱體。接著，我把這個圓柱體的上方拉彎些，使我的小製作頂部有了一

個花瓶的弧形。我又捏了個底座，並把它固定在瓶底。 

花瓶的形狀做好了，我便開始上色。我調好顏料，先拿起一支大號水粉筆塗

上紅色，作為底色。待底色幹了，我再用小號的筆勾上五顏六色的花邊，美

不勝收。最後，我在花瓶裏面粘上一層紙，拿到陽臺上風乾定形。大功告成！ 

這看似簡單的小製作，卻可以用來種一些可愛的小花小草，既美觀又實用。

這看似簡單的小製作，卻包含了我的許多心血，更讓我懂得了：實踐出真知，

什麼事都要親手試驗一下。        

  （43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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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後感——我最敬佩的人 

閱讀了第三單元的課文，真是讓人感慨萬千。多少人為別人付出自己，在自

私自利的現代，堪稱奇聞。但最令人訝然和感動的是《豐碑》中那飽經風霜、

捨生忘死的老戰士。 

樸實的語言，把一個英雄浮現在我腦海。可以想像當時的情景：寒冬臘月，

瑞雪紛飛。當這位軍需處長發現棉衣不夠了，他知道，如此寒冷的天氣，沒

分到棉衣的人定會凍死。雖然如此，可是他還是選擇了這條路。其實，他完

全可以不這麼做，但他知道，這關乎生命，為了別人，他寧願自己犧牲。可

歌可泣的英雄史詩，令人無法忘懷！ 

至高無上的精神，怎不讓人銘記？就憑這毫不畏懼、捨身為人的勁頭，假若

人人如此，這世上將沒有饑荒，沒有戰火，人們幸福地生活著！ 

是啊，如果勝利不屬於這樣的隊伍，還屬於誰呢？有這樣的戰士，這樣的胸

懷，怎不讓人肅然起敬!                                       (338 字) 

 

廣州一日遊導遊詞 

大家好！歡迎乘坐廣州一日遊的豪華巴士，廣州歷史源遠流長，名勝古跡眾

多，擁有著羊城、花城的別稱。 

今天上午我們來到越秀公園。越秀公園是全市最大公園，這裏風景秀麗、百

花盛開：春天的紅棉，秋天的含笑，冬天的臘梅。

現在這兒是名鴿廣場，這裏是廣州最大最全的鴿

子天地，有珍稀鴿子品種百餘種，這些都是即將

滅絕的名鴿，所以大家不要傷害到它們。 

現在我們又來到五羊雕像前。傳說有一年廣州連

連災荒，民不聊生。一天五位仙人騎神羊從天而

降，送給災民穀穗，祝福此地繁榮昌盛，並留下

了神羊。雕像高十余米，用一百三十塊花崗石建

成，是廣州的標誌。 

大家是否累了？那好，讓我們乘坐船游珠江吧！看，高聳入雲的那座建築是

中信大廈，它是全市最高的大廈。江邊有許多古樹，現被細心地保護起來，

你們看那棵像不像一把傘？這裏是海珠大橋，一到晚上便張燈結綵，格外炫

目。這兒是白天鵝賓館，它服務設施一流，也是我們今晚下榻的賓館。 

好了，經歷一日的參觀廣州，大家都為廣州美麗的身姿而驚歎，為祖國的大

好河山驚歎。如果還有機會兩相聚廣州，我願為大家再次服務。再見！ 

                                         (456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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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秋的聲音  ——  按課文改編 

聽聽，秋的聲音，稻苗伸伸腰，“沙沙＂ 

是風兒把喜悅傳遞。 

 

聽聽，秋的聲音，大雁飛過山脈， 

是向南方告別的話音。 

 

一群群農民忙著收割，響起一陣豐收的低語。 

一陣陣秋風吹落黃葉，送去一份秋天的厚禮。 

 

聽聽，走進秋， 

走進這熱鬧非凡的音樂廳， 

你好好地去聽秋的聲音。 

 

秋的聲音在每一個果實裏， 

在每一朵秋菊裏，在每一片落葉裏， 

在每一根隨風搖擺的稻穗裏。 

 

聽聽，秋的聲音，從遠方匆匆地來，向遠方匆匆地去， 

聽聽，我們去聽秋的聲音。                                 （213 字） 

 

山林之秋 

徐徐秋風，輕拂人間。啊！秋天又到了，山林裏的秋天更是讓人沉醉。 

仰頭一看，空中沒有一朵雲彩，天空更顯格外湛藍，乾燥的天氣使人覺得清

清爽爽。涼風習習，溫柔的陽光照耀大地。秋夜的天空寧靜可愛，皎潔的月

光把大地染成了一片銀白。 

樹林裏落葉片片，像蝴蝶一樣飛舞。火紅的楓葉給樹林穿上鮮豔的衣裳，讓

人留連。秋意漸濃，小動物們忙著尋食過冬，林子裏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 

秋菊開了，草地上百花爭豔，一陣陣清香撲鼻而來。只見菊花昂首挺胸，真

是“秋菊傲骨＂！菊花有紅的，黃的，紫的… …說也說不完，道也道不盡。 

稻田裏，麥穗迎著秋風點頭哈腰；果園裏，果子向秋天招手問好。山上一片

豐收的景象，農民們熱火朝天地忙著，好不熱鬧。 

小溪裏，碧波蕩漾，金黃的落葉掉到溪裏，好似一條條輕快的小船，順流而

下。兩岸的垂柳隨風輕擺，在水中梳洗那柔軟的長髮。用清涼的水一洗臉，

涼快極了。 

啊，山林之秋，燦爛之秋！                                  （38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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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樹 

一提起黃山，就會令人聯想到松樹。那雄偉的迎客松，給多少遊客留下了深

刻的印象。 

春天，別的樹才剛剛冒出嫩芽。它——松樹，卻已經枝繁葉茂，威風地的挺

立著。陽光照射著它，細雨滋潤著它，松樹的葉子“沙沙＂響著。 

夏天，猛烈的太陽使許多的樹乾燥無比。它——松樹，卻沒有絲毫畏懼，勇

敢地戰鬥著，頑強地拼搏著，還為乘涼的人們投下一片陰涼。 

秋天，百花凋零，不少黃葉紛紛落下。它——松樹，卻任著瑟瑟秋風的吹拂，

仍然高大挺拔，沒有絲毫動搖，更沒有害怕。 

冬天，北風呼呼地咆哮著撲向天地萬物。它——松樹，卻披著鮮綠的衣裳，

用寬大的身軀抵抗那兇殘的狂風，讓這些惡魔也嘗嘗自己的厲害。 

松樹，它是堅強的象徵！ 

我愛你——松樹，愛你傲雪淩霜；我愛你——松樹，愛你百年長青！ 

 （307 字） 

致石老師的一封信 

敬愛的石老師： 

您好！作為老師，您一定很辛苦吧？ 

您已經教了我一年語文了。在這一年裏，我語文這門科目有了突飛猛進的進

步，首先我就要衷心地感謝您。還記得嗎？上學期的綜合實踐課——“我美

麗的家鄉廣州＂，我製作的課件始終不能讓您滿意，不是這個錯就是那個錯。

但您仍是耐心地指導我，在您的鼓勵下，我靈感大發，才得以成功。 

現在我沒有辜負老師的期望，取得了較優秀的成績。在上學期的期末考試中，

我一舉獲得了總分全級第一名。這學期四次語文測驗，我也取得了不錯的成

績。人們說，教師是人類靈魂的工程師。在我的眼中，您是最優秀的工程師！ 

在我的學習生涯中，我渴望能學一門藝術，如彈琴。我是學會了一點點，已

經可以演奏一些曲子了。但我不太有信心，停在那裏不肯前進，最終半途而

廢。我不知道怎麼辦才好，但我知道，我是熱愛這門藝術的！這是我心中的

一塊石頭。 

希望老師給我更多的教導，謝謝！ 

祝您 

青春永駐，萬事如意！ 

                                        您的學生：林思雨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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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不懈見希望 

在茫茫世界裏，有一隻被人們遺忘的小蜘蛛，那就是我。從沒有人知道我的

存在，我寂寞而孤單地生活著。生活中，我唯一的慰藉，就是依靠我細細的

八隻腿和我的唾液——得來的美餐。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裏，我把家搬到一棵枝繁葉茂的大樹上。暖暖的陽光

照在我身上，我頓時神清氣爽，便開始分泌唾液吐絲。我把絲織成網，滿懷

信心地等待著獵物的來臨。 

誰知天有不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正在這時，風雲突變，傾盆大雨說來就

來，幾下子我脆弱的網就被雨水打破了。雨過天晴了，我卻沒有了往日的好

心情。也是，怎能不生氣呢？但我還是冷靜下來，重新織了網。我不知道假

若又一次遭遇災難我會如何絕望。 

沒想到意外還是發生了。蒼天仿佛與我作對，沒過幾分鐘忽然電閃雷鳴，眼

看著辛辛苦苦織的網一點點破掉，我的心仿佛從天堂掉到深淵，再不能自拔。 

正在這時，我發現雨後的泥沼裏，躺著一隻小小的蝴蝶。它是那麼微弱無力，

但它還是掙紮著，掙紮著。我想它一定逃不脫了。可驚人的一幕出現了：它

竟然飛起來了，在泥沼中飛起來了！它拍拍翅膀，飛向樹從，留下傻愣愣的

我。頓時，我心裏豁然開朗，迎著陽光又織起網來。不久，我就捕到了好幾

隻蟲，飽餐一頓。 

我抬頭一看，天邊掛起一座虹橋。我猛然明白了一個普通的道理：失敗乃成

功之母，堅持不懈見希望。                                  

（532 字） 

 

助人為樂 

在一個陰暗的小巷裏，過路的行人看到一位老態龍鍾的老人步態蹣跚地走過

一個坑，帶著滿臉的疑惑。而一個 10 歲左右的孩子站在坑裏拍著身上的塵土，

他的背上印著兩個大腳印，格外醒目。人們都奇怪眼前的一幕。到底是怎麼

回事呢？ 

就在幾分鐘前，由於道路施工，地上有一個小小的土坑。 

天氣晴朗極了，孩子們都樂意去玩耍。其中一個孩子做作業慢了，他一路小

跑，想趕上夥伴們。可是當就要繞過這個由於施工產生的土坑，他停住了。 

這孩子發現一個老人搖搖晃晃地向土坑走來。眼看要掉下去了，他大聲喊道：

“老爺爺，危險呀！＂可老人並沒有反應，眼睛中沒有一絲生氣。孩子這才

發現老人眼中泛著死氣，很明顯的，他是一個盲聾人。他更急了，忽然想到

一個辦法。他像風一般掠了過去，毫不猶豫地跳下了坑，腿一屈，腰一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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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低，手一撐，穩穩地趴在了地上。老人只覺腳下一軟，嚇了一大跳，再

踩，還是軟綿綿的，怎麼回事？老人摸索著再邁步，踏上了一塊硬地。他才

舒了一口氣，穩穩當當地走過去，但心中不免有些奇怪。誰能想到，一個小

孩正趴在地上，承受著從未有過的重擔。 

雖然如此，他心情還是很好。畢竟幫了人，心中總有些自豪感。早已站在這

兒的圍觀者向後到的行人訴說事情的經過，人們無不讚歎。的確，對人有些

用處才會快活！                     

（522 字） 

暑假趣事 

啊，令人心馳神往的暑假終於到了！爸爸決定帶著我們姐妹倆到惠州的順寮

灣避避暑。 

搭上了去惠東的巴士，我興奮極了。享受日光浴，自由自在地游泳……我浮

想聯翩。不知不覺，汽車已經停在了海邊。我一個勁步跳下車，抬頭一望：

水天交接的分界線上，一個火紅的太陽徐徐升起，把雲彩染得一片殷紅；海

水又是那樣的藍，如同藍寶石一般閃耀著光輝，在初升的太陽下顯得分外奪

目。 

我看得入了迷，許久才醒悟過來，連忙換上泳衣，跑向沙灘。海水好清啊，

飄浮的貝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小小的浪花輕輕擦過我的膝蓋，軟綿綿的細

沙急速隨著海水流去。突然，我發現一個花紋美麗的貝殼，連忙俯身去拾，

心想總歸有些收穫。不料一個大浪正以迅雷不及掩耳之勢向我沖來，我躲閃

不及，直沖了我個四腳朝天。等我爬起來，那害人的貝殼早已不見了蹤影。

我哭笑不得。 

隨著日上三竿，氣溫也逐漸升高，沙子得炙烤得滾燙滾燙的，我們熱得直冒

汗。這時，爸爸指著一個把自己用沙子埋起來的人說：“我們也象他那樣做

吧！＂我瞪大了眼，訝然道：“這麼熱的天，再埋起來，不是……＂爸爸笑

道：“就留一張影嘛。＂還是姐姐有勇氣，一拍胸脯躺下了。我見勢忙往她

身上鋪沙子，不一會兒，姐姐就成了一個“沙人＂。我正想再鋪實一點，只

聽“哢嚓＂一聲，爸爸為我們留下了難忘的一張照片。 

在海邊吃完了午餐，該回家了。海鷗從頭頂掠過，我留戀的望瞭望那碧海青

天，海灘上，還似乎回蕩著我們那爽朗的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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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晨 

清晨。 

醒來，揉揉惺松的雙眼，突然發現黃葉在飛舞，寒冷在逼近,恍如隔世。啊，

秋天一夜之間，悄然來臨。 

出了門，仰頭一看，雪白的雲朵在天空擺弄嫵媚的身姿：有的像純淨的白蓮，

有的像皎潔的明月，有的像妙齡的少女。有的像壓彎的枝條。不一會兒，太

陽羞答答地從東邊探出半個腦袋，頓時霞光萬道，雄雞高啼，似火的驕陽把

大地染紅，把天空染紅，更把那潔白無睱的雲彩，染成了一片嬌美的火紅。

多美的雲霞輝映景！ 

回過神來，呈現在眼前的是茫茫的草海。連綿的大霧，籠罩著草原，籠罩著

山野，籠罩著已蘇醒的大地。走進這霧幔重重中，望著微黃的小草，蒼翠的

松柏，不禁有如臨仙境之感。果園裏已經碩果累累，飄出淡淡的果香。一陣

蕭瑟的秋風吹過，樹上的果實搖搖欲墜，發出整齊的沙沙聲，讓人垂涎。 

來到田野，只見一片金黃，稻子好像是一堆閃著金光的金子。稻苗上，露水

在溫暖陽光的照耀下，好似珍珠，向人們微笑著，像在說：“燦爛金秋，這

個豐收的季節已然到來了！＂早晨仍荒無人煙，這時展現的才是自然的美，

蔥鬱的樹叢，枯黃的落葉，金黃的麥田…… 

恍然間，看了這些美景，不禁有傾訴感想的衝動：秋日固然美，但秋晨，才

是最亮麗的！                                               

 (481 字) 

 

臺燈下的爭吵 

華燈初上，夜幕降臨。隨著皎潔的月光灑滿了大地，在一戶平凡人家的家裏，

在臺燈柔和的燈光下，桌上的鉛筆、橡皮和轉筆刀展開了一場唇槍舌戰…… 

鉛筆挺著胸，昂著頭，先打開了話匣子：“論功勞，還是我最大。在我的筆

下，生出了一篇篇優美的文章；在我的筆下，繪出了一幅幅美麗的圖畫……

你們可是一點用沒有，還呆在這幹什麼？趁早回家去吧！＂ 

“才不是呢！＂橡皮急急地打斷了鉛筆的話，憤然道，“你整天寫錯別字，

要不是我，作業本哪有那麼乾淨？你看看，我的身體都被磨損了一大半了，

還是我的功勞最大！你不要那麼驕傲，遲早你會被用完的！＂ 

“就是，別自以為了不起，你算什麼？＂ 轉筆刀一臉高傲，趾高氣揚地說道，

“要不是我肯放下架子削尖你鉛筆，你的筆芯早斷了！我日復一日，年復一

年的轉動著我的身體，還讓小下來的碎屑放在我的肚皮裏，最高功勞的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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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 

“不，是我！＂ 

“是我，不是你！＂ 

他們爭得不可開交，面紅耳赤，誰也不服誰。這時，在一旁目睹了這一切的

臺燈爺爺語重心長地說：“大家都別爭了。誰功勞大是次要的，何必爭來爭

去呢？你們各有各的功用，各有各的職責，缺一不可。重要的是要學會團結

合作，一起幫助小主人學習！＂ 

聽了臺燈爺爺的話，他們都羞愧地低下了頭。沒一會兒，鉛筆就帶頭字句鏗

鏘地說：“讓我們團結合作吧！＂“好極了！＂“對，沒錯！＂大家紛紛附

和。他們是否已經悟懂了這麼一句話： 

“團結就是勝利。＂             （586 字） 

 

象群的秘密 

在荒涼的原始森林裏，一群大象漫無目的地走著，好像有一股神秘的力量，

驅使它們前進。它們從哪兒來？上哪兒去？沒人知道。忽然象群一陣騷動，

原來在前方不遠有一個泥沼被它們發現了。 

大象跳入泥沼，它們喜歡水的習性也由此暴露出來。小象依偎在母象的懷裏，

無所顧忌的抖動著身軀。象群興奮極了，大概好久沒見到這麼深的水，它們

一會兒潛到水裏，一會浮上水面，睜大眼睛洞察水底的世界。好一會兒後，

帶頭母象離開了泥塘，象群們也隨之離去。沒有誰敢違抗母象的命令，也似

乎沒有誰這樣想過，沒有為什麼。只因為它們是一個集體，一個密不可分的

集體。 

大象對人類的幫助很大。在非洲，它充當了車的角色，既可以馱運貨物，也

可以承載人。它們富有智慧，善解人意，連主人的眼色也瞭若指掌。如此溫

和善良的性格，也不是隨隨便便培養出來的——人們須提供給大象良好的生

活環境：藍天、青山、白雲、碧水。在這樣的環境下，大象才得以生存，並

一代一代地繁洐生育、成長。大象是最大的陸地動物，對於人類來說，它無

疑是個巨人。然而，大象的生活環境還是次要的。更重要的是，人們一直把

象群當作自己的朋友，在象與人之間，似乎沒有了溝通的障礙，大象自然不

會傷害人類。 

與動物做朋友 ，只有馴養師才能做到嗎？答案是否定的。普通的平民百姓，

照樣可以與動物親密無間。這是關懷，這是友愛，這種至高無上的情誼，足

以讓人類和人類之友搭起溝通的橋樑。 

(57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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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故事 

耶誕節前夕，陶育路小學的學生們翹首以待，期盼著聖誕老人從天而降，帶

來聖誕的祝福和禮物。誰知這時，聖誕老人的四位助手已經先他而來。 

領班是個美麗善良的小仙女——幸福，她明眸如水，玉肢白暫，姍姍而來。

她帶給孩子們無窮的歡樂，家長們都不吵架了，幸福還鼓動校長組織全校去

深圳歡樂穀，樂在其中。 

順利是個年輕俊秀的小夥子，他英姿颯爽，豪氣沖天，跟在後面。他一來，

孩子們背書一下流暢了，考試也得了一百分。順利後面是財神，一個慈眉善

目的老人，他留著長鬍子，晚上悄悄地到貧困的兒童家裏走一趟，家裏變成

了豪華裝修，老師也不催學費了，真好！ 

健康也來了，他是個力壯如牛的大男子，他揮揮手，被小刀割破了手的學生

也不流血了，得了胃炎直喊痛的學生一下變得沒事了。四位助手都給孩子們

帶來歡樂。 

可是突然只聽“啪＂的一聲，一個孩子一下子摔下了樓梯，胳膊一下子斷了；

順利似乎也不太管用了，四（3）班裏一個學生正對著由於忘寫名字的 0 分試

卷發愁。 

這到底怎麼了？四位助手坐在一起，發出了同樣的疑問。突然，他們看到一

個面目猙獰的女人，獰笑著走過一個學生的書桌，鮮紅的 100 分一下子變成不

及格，筆盒也摔到了地上。他們大吃一驚，原來煩惱也來這裏興風作浪！這

時，助手們看到聖誕老人遠遠向他們揮手，忙上前施禮。聖誕老人說：“這

裏有煩惱在，我來不了，你們快解決！＂ 

聽了這話，他們相互交換了一下眼色，立即行動。幸福重新讓家庭和睦；順

利又把試卷變成原來的分數；財神再次給人們帶去財富；健康使由於煩惱作

亂的受傷者康復。一天后，煩惱來到這兒，見事倍功半，怒吼一聲悻悻而歸。 

耶誕節到了，身穿紅色綿衣的聖誕老人騎著神車來到陶育路小學。他給學生

們送去禮物，孩子們拆開一看，“哇——＂，讚歎聲充滿了校園。真好！最

後，孩子們圍著聖誕樹，聖誕老人說道：“祝陶育路小學學生聖誕快樂！＂

美好的祝福中，新年鐘聲被徐徐敲響…… 

 (768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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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跳虎想交朋友 

在大森林裏，有一隻特別的老虎，名叫跳跳虎。它的尾巴又粗又長，像彈簧

一樣有力。跳跳虎有一個偉大的夢想：做一位真正的英雄。它想要一個朋友，

然後幫助它成就夢想。但跳跳虎的性格——又急又躁讓讓它完成不了這個理

想，但它仍盼望著。 

一個早晨，跳跳虎又出來了。它來到小豬家裏。那是個寒風蕭瑟的冒昧，小

豬打著顫。跳跳虎見狀，一腳踢了一把椅子進了火爐，熊熊火焰立即燃燒起

來了。可是小豬並不高興，它望著空空如也的桌邊，歎了一口氣。 

跳跳虎失望極了。它又來到小熊維尼家裏，不料剛進屋，不踩中了維尼的蜜

罐。它使勁甩啊甩，“撲通＂一下，瓶碎了，蜜淌了。維尼眼裏儘是疲憊，

跳跳虎覺得很對不起維尼。   

跳跳虎又上路了。袋鼠正在擦欄杆。“你好啊，袋鼠夫人！＂它叫道，“需

要幫助嗎？＂袋鼠為難極了，“呃……你嘛，不用了。跳跳虎的目光淡了下

來。小袋鼠看見跳跳虎，忙從樓上下來，可它已走遠了。其實，小袋鼠才知

道它的心事。 

跳跳虎思索著：我真的那麼令人討厭嗎？可我的心地是好的呀，到底為什麼

呢？它一臉迷茫。它從樹枝上跳下來，它不知道，身後一個巨石正在滾落。 

“轟！＂巨石落在老驢的屋子上，屋子立刻成了碎片。很快，大家聞訊趕來，

想幫老驢造新屋。大石壓在那兒，怎麼造呢？大家商量著把巨石搬上山頂。

它們製作了一個起重儀，可那塊“飛來石＂實在太重，怎麼也起不了。 

這時，跳跳虎腳步沉重地的來了。見到巨石，它眼裏有了光彩。它尾巴一卷，

盡全力向巨石沖了過去——一聲巨響，石頭滾了下坡，帶著動物們，落在了

一片沼澤地裏。 

它們的願望破滅了，原本應上山的巨石，卻落下了山崖。這時，跳跳虎又來

了，“撲通＂“撲通＂剛剛上岸的動物們又被撞入泥沼。它們爬起來，情緒

低落地走過跳跳虎身邊：“你呀，永遠交不成朋友。＂ 

夕陽如丹，跳跳虎卻無心欣賞，它自言自語：“為什麼我交不成朋友？為什

麼？＂小袋鼠的聲音響起，“只是你太急躁了。＂一聽急躁二字，跳跳虎心

中豁然開朗…… 

從那以後，跳跳虎一改往日的急性子，在大森林裏，幾乎沒有了它不認識的，

大家直誇它細緻、耐心、不發脾氣。誰都樂意與它交往，跳跳虎的夢想也不

遠了……                                                

 （86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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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類的朋友 

他，是一位老警長。年輕的時候，他曾立下多少汗馬功勞，連總理也親自給

他頒發過獎章，如今榮譽多得放也放不下。但是他從不看重這些，看重的是

退役後一直伴隨著他的一隻忠實的警犬。自從老軍人當兵，這只警犬就一直

伴隨著他。警犬現在老了，腿腳無力，皮膚鬆弛了下來，但它仍在看家護院，

用沙啞的聲音報告危情。自然，主人也十分疼它。 

有一天，老警長住的海濱小城出現了地震，霎時間震盪可怕極了。無論是小

柴房，還是高樓大廈，都紛紛倒塌；曾經在風雨中聳立的古樹，也隨著大地

的震動被連根拔起。當時，老人和他的狗正在地下室裏，所以倖免於難。但

他們很快知道了事情的變故，不禁驚慌起來，聽著陣陣刺耳的慘叫，老人的

目光搜尋著可以吃的東西，終於在角落裏看到一個沾滿灰塵的蘋果。 

正是這個不起眼的蘋果，驅散了死的悲哀，帶來了生的希望。他不假思索地

拿起蘋果，擦乾淨，正想張口就咬，但他聽到了一絲輕微的喘息聲——那是

他心愛的警犬，它正因為久日呆在空氣不流通的地方而喘著粗氣。警長遲疑

了，但他仍是把蘋果遞給了狗；聰明的狗從主人眼裏發現了無奈，說什麼也

不肯吃。最後，軍人把蘋果小心翼翼地拿小刀切了一半，人與狗分享著關係

生命的食物，直到一縷燦爛的陽光射進……那是掘土機，它挖開了廢墟！被

救後，老人的淚水滴落下來，他與警犬緊緊擁抱在一起…… 

又是一個風和日麗的午後，老軍人帶著他的警犬休閒地散著步，狗叼著蘋果，

享受午後的陽光。一陣“嘀嘀＂的警笛聲，幾個短袖的人下了車，是打狗隊

來了。沒有狗牌的人紛紛跑走，只有他仍在。打狗隊不客氣地向他走來：“幹

什麼的，有沒有牌？＂“沒有，我的狗不用。它……＂老人趕緊說。“笑話！＂

沒等老人說完，那人便厲道，“沒牌的狗，帶走吧！＂ “別！＂他搶著說，

“這是警犬，老了後狗牌放局裏的！況且……＂ 

“真的？誰信你？就憑你信口開河？＂那人冷笑，“你是軍人，我可以當司

令了！＂就這樣，老人眼巴巴望著狗上了車，狂呼無用。 

第二天早晨，老人正要去公安局理論，一開門，只見一隻滿身血痕、瘦弱無

力的狗蹲在門口，見到他，眼裏有了光采。老人定睛一看，“啊＂一聲驚呼，

這不是自己的狗嗎？忽然，打狗隊又持著棍棒來了，嘴裏還叫著“呀，那只

混帳狗到那兒去了！＂然後惡狠狠地對老人說：“你的狗從八樓跳下去

了！＂老人霎時明白了一切。那只忠誠的警犬，為了找到主人，竟然不顧一

切的從八樓跳了下來！他一陣眩暈，倒了下來…… 

後來，那只狗被證實有狗牌，打狗隊這才罷手，還支付了賠償金、醫療費，

為警犬療了傷。從動物醫院裏出來，狗看到主人硬是拖著大病初愈的身子沖

了一來，老人又一次淚水橫流。 

在老人與狗之間，人與動物能夠友好相處的畫卷又一次呈現出來。 



 14

 

後記 

21 世紀是一個充滿幻想希望的時代，也是一個知識不斷更新的競爭

日益激烈的時代。誰善於學習，誰善於掌握知識，誰就會在競爭中

處於不敗之地。我寫作文的時候，就是抓住這種方法的。不過這些

作文還需要進一步的修改，我也不敢說這些作文很好，但是我希望

它能能讓各位少年朋友在細心品味之後，獲得知識與靈感，寫出更

精妙、更絕倫的佳作精品。 

少年朋友們，希望你們通過閱讀這冊文集，能獲得更多的知識，以

便在日新月異的新時代中，實現你的夢想！願這冊文集成為你們的

良師益友！ 

 

林思雨 

2006 年 3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