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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了一项家务
充实而又快乐的暑假终于来
了。可是我已习惯了早起，每天 7
点准时睁开我那黑溜溜的小眼
睛。
这天，我睁开眼睛，穿好衣服
后来到了客厅。我发现妈妈已经
为我们做好了早餐，我的目光突
然落到了地上，地上全是我和哥
哥闹腾完的烂摊子。这时，妈妈
对我说：
“ 赶紧吃吧，吃完我还要
收拾家。”我想妈妈这么辛苦，我
为什么不帮妈妈分担一些呢？于
是，我对妈妈说：
“妈妈，今天轮到

我的两只鹦鹉
星期天，姥姥和妈妈带我到阿
尔泰游乐园玩套宠物的游戏。
拿到六个圈儿之后，我就瞄准
装宠物的小笼子，努力地去套，第
一个圈没有套中，第二个圈也没有
套中……前五个圈儿什么都没有
套中。我就很怀疑自己，这最后一
个圈儿到底能不能套中呢。我无
奈地把最后一个圈扔了出去——
只见那个圈儿跳来跳去七扭八拐
地滚动，最后居然套中了我最想要
的宠物鹦鹉。这真是有心栽花花
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我们都
高兴地跳了起来。
我们高兴地把鹦鹉带回家，想
着它每天唱歌跳舞的样子，心里美
滋滋地。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我感
到鹦鹉非常的孤独。也许它需要
一个同伴吧？于是我就和妈妈买
了一只鹦鹉作为它的同伴。
我非常精心地照料它们，每天
都给它们喂水、投食，还给它们打
扫卫生。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里，我放
下书包就去看笼子里的鹦鹉，但那
两只鹦鹉都不见了。我急切地问
妈妈:
“鹦鹉没了，它们去哪儿啦？”
妈妈走过来，发现鸟笼的门打开
了。她思考一下回答说：
“奇怪呀，
也许是这两只鹦鹉自己打开笼门
飞走了。
”
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那么
喜欢它们，那么精心地照料它们，
但是它们却飞走了。
妈 妈 见 我 不 开 心 ，就 开 导 我
说：
“儿子，你到底是想让这两只鹦
鹉快乐呢还是不快乐呢？”我回答
说：
“当然是快乐呀！”妈妈笑着说：
“你看，这两只鹦鹉整天呆在笼子
里多憋屈呀！但是它们回到大自
然以后，能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
飞翔，
它们就会变得非常快乐啦！”
听了妈妈的话，我难过的情绪
烟消云散啦。还真有点为两只鹦
鹉的逃跑高兴呢！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关帝庙街
小学一年级一班 梁钊赫

你放假了，我来帮你分担家务，你
说扫地和拖地是最简单的，那我
就把这两项任务揽下来吧。
”
我本以为会很简单，
但接下来
发生的事情却让我真正懂得了什
么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扫
了一会儿，
妈妈就说：
“你这样东扫
一下，西扫一下，是扫不干净的。”
于是我又回到了原点重新开始一
点一点扫。没过一会儿我扫干净
了，
可是还有一些
“顽固”
的污渍残
留在地上，
我只好请出
“终极武器”
拖布来搞定它们。

我拿起拖布开始卖力地拖起
来，
可是拖完以后才发现，
地上还是
很脏。妈妈告诉我：
“首先，
你要把
拖布上的水拧干，
然后要从里往外
拖才行。
“
”哦，
原来拖地也有这么多
学问。
”
我照着妈妈说的去做，
不一
会儿，
地面就被我拖得干干净净了。
“ 呼 ，真 累 呀 ！”我 疲 惫 地 说
道，不过望着一尘不染的地面，我
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我学会了一
项家务，
我真开心。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
街小学四年级二班 谢紫诺

我的好朋友
在我们学校，我的好友众
学跳完后，胡岩自信满满地说：
多，胡岩就是其中一个。
“我肯定比你跳得远。
”
结果，
到胡
胡岩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
岩跳的时候，
他不仅没有那个同
睛，
高鼻梁，
嘴巴小小的，
最有特
学跳得远，
还摔了一个狗吃屎，
腿
点的就是他粗黑粗黑的眉毛。
还瘸了，
但他却像没事人一样拍
他是一个糊涂虫，
有一次他
了拍身上的土说：
“没事，
失败乃
考完试，
卷子发下来之后，
老师和
是成功之母嘛！
”
同学们对答案，
胡岩抢着回答问
这就是我的朋友胡岩，他
题。老师好不容易叫了他一次。 既是一个糊涂虫，又是一个乐
明明写对了的题，
他一激动却答
天派，在他的身上总是会发生
错了，
可是把我乐坏了。
一些有趣的事。
他还是一个乐天派。有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锡林南路
次，上体育课老师教跳远，
一个同
小学分校三年级九班 王茜桐

桃花
中午，妈妈领着我和弟弟
一起去公园玩，一进门我就闻
到一阵淡淡的清香，我拉着弟
弟赶紧往桃花园跑去。
到了桃花园，我和弟弟仔
细闻了闻桃花，桃花发出淡淡
的清香，令人神清气爽。桃花
有的是粉色的、有的是粉红色
的，千姿百态，就像一个个比美
的小姑娘。微风轻轻地吹过，
她们翩翩起舞，引来许多小鸟
和蝴蝶。我伸手上去摸了摸，
发现桃花的花瓣绵绵的，弟弟
也上去摸了一下，说：
“ 我第一
次知道桃花的花瓣这么绵。
”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店
巷小学三年三班 周姝彤

妈妈的爱
堂姐家的小院
堂姐家的小院，是我的乐
园。
小院的东南角，是一个小
菜园。在硕果累累的秋天，小
菜园里瓜果飘香。当看到土豆
的茎成熟时，我们几个就会合
力拿起锄头去刨土豆；当萝卜
成熟时，我们会一个拉着一个，
揪住萝卜缨子往出拔；偶尔有
几只蝴蝶飞过，我们也会拿网
去追捕……
小菜园旁边，有一个围着
木栏杆的羊圈，里面的小羊羔

可爱极了，发出“咩咩”的叫声，
简直让人心醉。我们拿着鲜嫩
的青草去喂绵羊，不怕被咬到
手。小羊的毛虽然不像兔子那
样软绵绵的，但也是毛绒绒的，
羊毛卷拉长后突然松手，就会
变回原样。
堂姐家的农村小院，虽然
没有城市的建筑物那么富丽堂
皇，也没有风景区的绮丽山水，
却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关帝庙
街小学四年级五班 王梓印

愉快的假期
假期终于来到了！今天天
气晴朗，我和爸爸来到了大青
山野生动物园。一进门，我看
到了清澈的湖水，一群野鸭在
湖中自由自在地玩耍。湖两旁
的大树枝叶茂密而碧绿。
我蹦蹦跳跳地向前跑去。
站在桥上，
看到湖中白天鹅和黑
天鹅游来游去，
好像围棋盘中的
黑白棋子。接着我们来到了猴
山。小猴子可真活泼。它们有
的在吃苹果，
有的在轮胎上荡秋
千，还有的在栏杆上爬来爬去。

爸爸把我扛在肩上，
我把一根胡
萝卜刚刚塞到小猴子的手中,
它
就爬到了笼子的顶上去吃，
生怕
我再把胡萝卜拿回去。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熊
猫。它们穿着条纹衣服，懒洋
洋地趴在地上睡大觉。我还看
到了威风的白老虎，我知道它
们很珍贵。大青山野生动物园
的动物真多呀!
我好喜欢它们！
今天我特别开心！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落凤街
小学二年级二班 赵馨怡

我的妈妈眉清目秀、明眸
皓齿，是一个可爱的大美人，她
有一个特点——唠叨！
“起床啦，起床啦，你上不
上 学 了 ？ 马 上 要 迟 到 了 ！”你
听！妈妈的唠叨又开始了。我
连忙一骨碌爬了起来。妈妈
说：
“赶紧去洗脸、刷牙，牙膏不
能多挤也不要少挤。”我刚洗漱
完 还 未 出 卫 生 间 ，妈 妈 又 说 ：
“赶紧去吃饭，吃饭一定要细细
嚼，不能狼吞虎咽。”临出门的
这几分钟，妈妈也不放过，
“上
课要好好听讲，不要做小动作”
“下课不要打闹”
“ 上体育课要
脱外套”
“放学了路上要小心车
辆，不要在马路上玩……”
“放
学回家抓紧时间写作业，知道
了吗？”我头也不回地说：
“知道
啦——”
就赶紧往外逃。
一天愉快的学习生活结束
了 ，我 一 回 到 家 ，妈 妈 又 开 始
了，
“ 快去洗手吃饭，洗手要打
香皂，要洗干净……”耳畔唠叨
声回响，但我心里暖暖的，因为
我发现了唠叨里的秘密，唠叨
里藏着妈妈对我深深的爱。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东路
小学四年级三班 张嘉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