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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老師的要求，我做了這本作品集，這是我四年級

寫的文章及讀書心得和日記，我寫作水準不夠好，同

學和老師看了以後多指導和評論，希望我日後能提高

我的寫作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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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爬冒峰山 

  7 歲的那年,爸爸媽媽和姑媽帶我去爬山，我興奮極了，因為是我一生

中第一次去爬山。 

  我們大約 40 分鐘後到了冒峰山，一座清山綠水，綠樹成蔭的山聳立在

我面前，我情不自禁地說：“哇！冒風山真高啊！我可爬不上去了。＂為

什麼我會爬去呢？因為冒風山有 318 級臺階。當我對自己沒有信心時，媽

媽就對我說：“只要有恒心，鐵柱也能磨成針。如果你也有恒心，也能爬

上山頂。＂聽了媽媽的話後，我立刻對自己充滿了信心。 

   開始爬山了，爸爸便拉著我使勁地往上走，差不多最快就是我們了，

但是我心想：“走那麼快，待會兒就沒氣了。＂過了一會兒我累了，爸爸

就陪我在一些乾淨的臺階坐下，休息了一分鐘左右。雖然我們連半山腰都

沒到，但媽媽和姑媽都還沒追上我們，我對自己就更有信心了。我和爸爸

差不多爬上望月亭了，但媽媽和姑媽還沒看到，我們只好又坐在臺階上等

她們倆人。等了很久，終於看到她們了，我高興地向她們揮手，她們氣喘

喘吁吁地爬上望月亭，所以我繼續堅持下去。“到望月亭了！到望月亭

了！＂我興奮地大喊起來，我坐在望月亭裏，看著令人心曠神怡的景色又

情不自禁地說：“廣州的風景真美啊！山清水秀，綠樹成蔭，空氣清新，

以後有機會我一定要再來。＂爸爸媽媽不約而同地說：“有機會一定會帶

你來！＂ 

   下山了，媽媽為了獎勵我，就買一盒雪糕給我吃，自己辛苦得來的雪

糕真好吃！ 

 

參觀寶墨園 

有一次媽媽帶我去參觀寶墨園。 

  走進大門口就看見一座九龍橋，旁邊還有兩個小魚池，我們把魚糧喂給那

些金魚吃，那些金魚糧一會兒就吃完了。我們向右轉，看見有一個展覽了一

些關於關公的東西，有關公的自畫像，關公坐過的桌椅和關公所查過的文件。

我們向前走看見了有一個地方是展覽十八羅漢的。有喜歡羅漢、長眉羅漢、

伏虎羅漢、凝思羅漢和騎象羅漢……我們繼續往前走有一個展覽室。那個展

覽室很寬敞，還有兩層呢。第一層是展覽佛像和青銅器的，不過大多數都是

青銅器。我們上了第二層，那裏都是展覽玉石的。我看到了很多玉石，有玉

鳥、玉蟬和玉佩，還有一個圓圓的翡翠球。這個翡以球的顏色很翠綠，比一

個大人的拳頭還要大一點。這些展覽品都是宋朝、明朝、清朝、唐朝等朝代

的文物。參觀完我們就去了喂金魚。首先只有一兩條魚，然後慢慢地多了，

最後就是一湧而上。那些顏五彩繽紛的魚我看得眼花繚亂。 

    喂完金魚我們就依依不捨地離開了寶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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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夥伴 

    我的小夥伴的叫馬嘉蔚，今年 9歲，她是我的同學。 

    她活潑可愛、性格堅強、勤奮學習，她還很愛勞動。 

    有一次，下竿放學的時候，她和其他同學一起搞衛生。她在搞衛生的時

候，其他同學拿起掃把在走廊上追來追去。可她差不多搞完衛生了。其他同

學回到教室的時候拿起書包就走了。 

    她也很愛學習。每次上課她都會回答幾個問題。 

    我非常喜歡這個小夥伴。 

假如我有一朵七色花 

    假如我有一朵七色花。我會把黃色的花瓣撕下來，扔出去，說：“飛吧！

飛吧！我要讓全世界的人，都擁有一朵七色花。＂ 

    我會把藍色的花瓣撕下來，扔出去，說：“飛吧！飛吧！我要讓全世界

沒有傷心，只有快樂。＂ 

    我會把紅色的花瓣撕下來，扔出去，說：“飛吧！飛吧！我要讓疾病的

人，都健康起來。＂ 

    我會把綠色的花瓣撕下來，扔出去，說：“飛吧！飛吧！我要讓全世界

沒有戰爭，只有和平。＂ 

    我會把橙色的花瓣撕下來，扔出去，說：“飛吧！飛吧！我將來要成為

國家的棟樑之才。＂ 

    我會把紫色的花瓣撕下來，扔出去，說：“飛吧！飛吧！我要我的成績

一天比一天好。＂ 

我會把青色的花瓣撕下來，扔出去，說：“飛吧！飛吧！我要我每天都能開

開心心。＂ 

一張心愛的照片 

    小紅的像冊保存著她心愛的照片。有小紅出生 10 個月在盆裏洗澡的照

片、有小紅 5 歲生日吹的拉著的照片、還有小紅入少先隊的照片。 

    剛入學，小紅看到哥哥姐姐們戴著鮮豔的紅領巾小紅非常羡慕，小紅決

心要做一個少先隊員。“六一＂前夕，學校批准了小紅加入少先隊，小紅很

高興。哥哥姐姐姐們給小紅戴上鮮豔的紅領巾時小紅很高興，少先隊員們都

在國旗宣誓，互敬隊禮。老師把這精彩的畫面哢嚓的照下來。 

    雖然小紅現在是三年級的學生，但是，這些照片全是小紅的紀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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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家園 

    我心中有個理想的家園。那個家園是綠樹成蔭、鳥語花香而且很漂亮的

家園，能讓人們過著開心的生活。 

    那裏的空氣很清新，地上沒有垃圾，小河裏的水清清的，還有人撐著小

船在小河上玩耍。那個家園裏還有很多平凡的小屋，小屋裏五彩繽紛，進了

去就好像在一個七色的世界裏。每家每戶的人都會在屋子前的空地上種上蘋

果樹、梨樹、桃樹等樹木和一朵朵美麗的小花，那些花朵很香，使人們一打

開家裏的大門就聞到了花的香味。到了秋天，人們應付以把自己種的樹的果

子摘下來吃，一筐筐果實好吃極了。有人留著自己吃，有人拿去賣，還有人

拿出來跟大家一起分享。這個家園裏沒有憂愁和煩惱，只有開心和歡樂。 

    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一起來創建這個美麗的大家園。 

停電了 

   今天，我到了員村文化宮學定作文。我走到教室裏，燈光明亮、風扇不

停的轉動、空調發出了清涼的冷氣，我們都覺得很舒服。 

    突然，停電了，風扇停了、空調也停了、燈滅了，我們覺得又熱、又悶、

又暗，我們都覺得很難受。 

    我想起了貧困地區的小朋友們。他們在破舊的教室裏，坐著破爛的桌

椅，他們在沒有風扇、沒有空調、沒有電燈的教室的刻苦的學習。 

    想到這裏，我們更認真的寫作文了。昨天，我們上了一節不尋常的課。 

想交朋友的跳跳虎 

    森林裏有一隻小老虎，它叫跳跳虎。它長著一條長長的尾巴，整天跳來

跳去所以它就叫跳跳虎。 

    跳跳虎想交朋友，所以就去找小猪。小猪學得很冷，跳跳虎想幫它取暖，

但它卻莽撞把小猪家的椅子給燒了，小猪很生氣，把跳跳虎被小猪趕走後就

來了小熊家，本來它想幫小熊整理好蜂蜜，但它卻笨手笨腳把蜂蜜倒灑了，

小熊也很生氣，也趕走了跳跳虎。它來到了袋鼠家，可它幫倒忙，把袋鼠也

惹火了，所以也被袋鼠趕走了。跳跳虎想去驢子家，不過它不小心把一塊大

石頭推了下懸崖，把驢子的房屋壓爛了，大家都想把石頭推回懸崖上，所以

它們想了個辦法，但跳跳虎事與願違，把石頭推得更下了，大家也掉了下去，

滿身都是泥，大家都不喜歡跳跳虎，它只好走了。跳跳虎正在傷心時，小袋

鼠走了過來安慰它。跳跳虎得到了安慰，懂得了三思而後行，它再次去幫助

小猪、小熊、袋鼠和驢子，這次跳跳虎幫助大家，大家都和跳跳虎做朋友，

因為它們得到了跳跳虎的幫助。大家不但沒有趕走跳跳虎，而是大家都請它

來做客，跳跳虎很高興，而小袋鼠也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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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心得 

灰姑娘 

主要內容：很久以前，有個女孩從小就失去了母親。她的後母帶來了兩個

女兒，還經常欺負小女孩，成天讓她幹活。小女孩從早做到晚，總是滿身

灰塵，人們就叫她“灰姑娘＂。有一天，父親要到市場去，於是就問女兒

們要什麼禮物，後母和她的兩個女兒都要漂亮的衣服。灰姑娘就要一根碰

到父親帽子的樹枝。父親回來了就把她們要的禮物分給她們。灰姑娘把樹

枝插在母親的墳頭，傷心地哭起來。灰姑娘的眼淚滴在樹枝上，樹枝馬上

長成了大樹。有一天，為了替王子選妻子，國王宣佈舉辦三天舞會。灰姑

娘也想去，可後母不讓她去，但灰姑娘還是換上禮服和舞鞋，可她要 12

點以前回來。直到第三天，灰姑娘留下了一隻水晶鞋。王子宣佈：誰能穿

上水晶鞋，他就娶誰為妻。後母的兩個女兒都爭著穿水晶鞋，可是她們的

腳都太大。王子詢問後母是否還有一們女兒，後母只好叫出灰姑娘。灰姑

娘穿上  水晶鞋大小合適。後母與她的兩個女兒都驚得目瞪口呆。王子也

認得了灰姑娘並把灰姑娘帶回宮，還舉行了盛大的婚禮。 

好詞好我句：欺負、傷心、禱告、宣佈、舉辦、邀請、阻止、哭泣、華麗、

出現、挽留、金光燦爛、爭著、詢問、目瞪口呆、梳妝打扮。 

我想說：我覺得後母和她的兩個女兒很壞，因為她們經常欺負灰姑娘，還

不讓她去參加舞會。 

 

我最喜歡的——電子琴 

    電子琴是我最喜歡的一樣東西，因為我最喜歡的就是彈電子琴。 

    電子琴是長方形的，一共有 61 個琴鍵，白鍵有 36 個，黑鍵有 25 個。

電子琴能讓我們彈出美妙的聲音，而且它比鋼琴好多了，因為它有節奏和音

色讓你選擇，節奏一共有 50 多種，音色有 100 多種，就好像不是在彈電子琴，

像是彈古箏、吹笛子、吹小號和彈鋼琴，節奏有很多不同拍子的，比喻：16

拍的、8拍的、3拍的……很多很多，多得數不清，可能像盧溝橋的獅子那麼

多。雖然電子琴好，但鋼琴比電子琴還要大，價值更加高。 

    為什麼我喜歡電子琴呢？是因為它能彈出美妙的聲音。7 月份的暑假

時，媽媽帶我去學電子琴學了幾天，我就學會了一首歌曲，雖然只是短短的

一段，可是從那以後，我就喜歡上彈電子琴。 

    電子琴成為了我最好的朋友，我每天跟他一起玩真開心。彈電子琴的感

覺讓感到很輕鬆，因為在彈的時候可以聽著美妙的聲音，還可以陶醉在一個

音樂世界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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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最令人難忘的事 

    我 8 歲生日的時候，我的家人都來我家為我慶祝生日，那裏是耶誕節，

我戴著聖誕帽焦急地等著他（她）們，門鈴響了，我興奮地去開門，卻是令

我失望，因為只是送汽水來的，過了一會兒，門鈴又響了，我想一定是他（她）

們來了，所以我又去開門，這次可就沒讓我失望了，因為表姐和表妹來了，

我高興地為她們帶上聖誕帽，送聖誕禮物和聖誕卡給她們，她們比我還要高

興。我們玩了一會兒，其他人都來了，所以我們開鍋吃火鍋。我還刻那裏的

猪肉丸我吃得津津有味地，表姐就說我是猪，但我想表姐也是猪，就塞了一

顆猪肉丸進她嘴裏，她被猪肉丸熱得也嘴嚼起來，真像猪，我還在偷笑呢！

非常開心。 

    吃完火鍋後我們一起在看喜劇，還哄堂大笑，開心極了！ 

    又過了很久，媽媽說吃蛋糕了，我迫不及待地等待著媽媽把蛋糕拿出

來。又過了一會兒，萬事俱備，只差我還沒許願，但我不知許什麼願好，所

以我隨便許了願，但這是個秘密。 

    吃完蛋糕後她們就回家了，但我還很開心。 

    二年過了，我現在還記憶猶新呢！因為這件事太難忘了！ 

 

日記 

星期四      天氣：陰天、有霧 

   今天，我們學校組織大家去春遊——陶藝中心。但天氣是陰天，還有

霧，可是我還是非常開心。 

   我回到學校坐了幾分鐘就坐車了。在車上，我看到了有很多濃霧籠罩

著一些樓房，那些樓房幾乎一點兒也看不見。我們大約坐了 40 分鐘的車

就到了陶藝中心。 

    我們大家首先每人拿著一塊陶泥，然後就把陶泥慢慢地搓，自己想搓

什麼就搓什麼。大家都必須搓了一個人，而我就搓了一個碟子似的小玩意

兒。過了一會兒，我們又給已經做好的動物陶瓷上顏色。大約半個小時後，

我們都坐在一起吃午餐和看電視。我們都目不轉睛地看著電視，還吃得津

津有味。不久，我們就依依不捨地離開了陶藝中心。回到學校，在教室裏，

我們又聊天又照相，大家都很開心。跟著我就回家了。今天，我玩得非常

開心，而且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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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星期日       天氣：晴 

今天是星期日，我和媽媽一起到我們家樓下的花園裏玩耍。 

首先我們去打乒乓球。每一球都是我贏。然後我去了沙地。我們比

賽看看誰最快到達比賽終點。這次有是我贏，我很開心。跟著我們就去打

羽毛球。我們玩得很開心，這次我贏了，媽媽也贏了。最後我們就回家了。 

上次玩什麼遊戲都是媽媽贏，這次我能贏媽媽，我感到非常開心。 

 

日記 

星期五     天氣：晴 

今天是星期五，我放學就和表姐回家了。 

吃完飯，我和表姐還有爸爸一起到花園裏散步。我們走啊走啊看見

了有很多尖尖的石頭，然後我們三個就把鞋子脫了，把腳踩在石頭上面。

我們都說很疼，可是我們玩得很開心。過了一會兒我們就玩捉迷藏。我爸

爸做裁判，我表姐來捉我，我藏起來。過了 20 秒之後我表姐就來捉我，

玩了一會兒我們又去散步，最後我們就回家了。 

今天晚上我們玩得非常開心。 

 

讀書心得（名言名著）《紅樓夢》 

主要內容：《紅樓夢》原名《石頭記》，它以賈、史、玉、薛四大家

族為背景，以賈寶玉、林黛玉的愛情悲劇為主要線索，著重描寫在賈家榮、

寧二府由盛轉衰的過程中，賈寶玉和一群大觀園女兒們的悲劇命運，通過

林黛玉進賈府，王熙鳳協理甯國府，賈元春省親，賈寶玉挨打，劉姥姥游

大觀園，賈探春興利弊，以及抄撿大觀園。黛玉病死和出家等精彩章回。 

好詞好句：惟獨自怨自愧、嬌娜可愛、五彩晶瑩、甜言蜜語、又驚

又喜、繁華、昌盛、大吃一驚、與眾不同、一擁面上、有權有勢、言和意

順、惟覺雅淡、金黃燦爛、情意綿綿、天翻地覆、如醉如癡、嬌美、精細。 

一時間，眾人都有了投奔，不似先時只似揀便宜的做。 

寶玉總沒聽見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

之令人醉魂酥骨。 

我想說《紅樓夢》帶著傷憂、淒涼的氣氛，讓人常常想落淚，而裏

面的詩詞之多又讓人不得不折服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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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烏龜 

    我家養了兩隻小烏龜，大約養了一年多的時間了。 

    那兩隻小烏龜很可愛。它們的外殼硬硬的，像北著一個重重的書包一

樣，它們不像其他烏龜那樣經常不把頭抻出來，而它們經常不把頭縮到殼裏。

如果它們把手腳和頭都縮到殼裏，那樣就像一個橢圓形的小東西。它們都愛

吃芹菜、西瓜和蘋果。它們吃東西時總是不喜歡有人看著，當沒人折時候它

們才會吃東西，而且是大口大口地吃，還會發出聲音。吃芹菜時發出“喳喳＂

的聲音，吃西瓜或吃蘋果時發出“    ＂的聲音，這些聲音我從來沒聽過。

有一次，媽媽正幫小烏龜們清理一下籠子，突然發現它們的籠子上的小石子

有很多它們的大小便，所以媽媽每個月都清理一下它們的籠子，不像以前那

樣幾個月才清理一次。我和爸爸有時候也把它們放到一盤子裏，讓它們排出

大小便，那樣籠子就乾淨多了，還不會像以前那有臭味。有一次，爸爸把其

中一隻小烏龜放到陽臺裏，可不到一分鐘它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和爸爸在

陽臺裏找了很久，最後終於給我找到了，原來它爬到了一個陽臺裏最小的角

落裏。還有一次，我在偷偷地觀察它們吃東西的時候，看見其中一隻小烏龜

在打呼嚕，好像人一樣，真引人發笑。 

    我很喜歡這兩隻可愛的小烏龜。 

 

可愛的熊貓 

    熊貓分為兩種，有大熊貓和小熊貓。它們是我國的國寶，而且還受人們

的保護。小熊貓的體長是 40-63 釐米，而大熊貓的體長是 150-180 釐米。 

    大熊貓身上長著黑白相間的花手，頭上長著兩隻黑黑的圓耳朵，還有兩

隻大大的黑眼圈，好像戴了一副墨鏡似的。小熊貓剛出和全身都是雪白雪白

的，但過了一個星期後就逐漸地變成了紅棕色。 

    小熊貓和大熊貓雖然長得一點兒也不一樣，可是它們都長著用來抓握竹

子的假拇指。 

    小熊貓性情溫和，生活在長有竹林、樺樹和冷杉的高山中，它們的住處

是樹洞或者岩石洞。 

    我非常喜歡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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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雪兔 

     我喜歡的動物有一個謎語，大家來猜一猜。耳朵長，尾巴短，眼睛粉

紅嘴三瓣，走起路來蹦蹦跳，青菜蘿蔔當做飯。這個謎語很容易猜，我想大

家都能猜到，這就是兔子。 

    我喜歡雪兔，因為它非常可愛。雪兔四季毛色都會變化。春天，它的毛

是灰色的，夏天，它的毛應變成了棕色，秋天就變了半黑半白，冬天就變了

白色，而且還毛絨絨的。 

    雪兔體長 45-54 釐米，雪兔最大的特徵就是它的體會隨著季節的變化而

變化。夏毛比較短，是棕色或赤褐色的，冬毛又長又密，除了耳尖外，全身

都是白色的。 

    兔媽媽一年要生 2 窩小兔，兔寶一出生就會睜眼，而且已經長了一身密

密的毛了。它發育得很快，出生後一個多星期就能和兔媽媽吃同樣的食物了。 

    雪兔的前腳有 5 趾，後腳有 4趾，腳掌上有很多蓬鬆的長毛，適合爬山，

也適合在雪地上活動。雪兔平時只是蹦蹦跳跳，可是一遇到敵害，就會飛跑

起來，時速達 50 千米，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野生動物之一。 

 

春天的美景 

    春天的美景在叮咚的小溪裏。小溪裏的冰融化了，溪水歡快地流淌，像

一群放學回家的娘子，笑首，鬧著，奔跑著，春天的美景關鄉村農民伯伯那

裏。春天是播種的季節，農民伯伯把豆大的種子埋到土壤裏，辛勤地澆水，

施肥，鋤草，農民伯伯等待著，等待著，等待秋天收穫勞動的果實。 

 

春天在哪里？ 

春天在哪里？春天在叮咚的小溪裏。 

春天在哪里？春天在花草樹木裏。 

春天在哪里？春天在美麗的田野裏。 

春天在哪里？春天在農民伯伯那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