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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和欣赏更多作文，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上游新闻，点击“活动”进入“作文”专题

登录上游新闻你将看到更多的优秀、人气
作文，也可以将自己的得意之作上传展示。

投稿办法：（1）手机下载上游新闻APP客
户端，点击主页下方“活动”，滑动找到“作文”；
（2）将电子版的作文稿点击“上传作文”提交。

上游新闻点赞数靠前的人气作文，还有机
会刊登在周末重庆晨报《写作文》上。

《重庆晨报》每周六设《小学生写作文》、星
期日设《中学生写作文》。

上游新闻作文投稿说明
快来上游
投作文
品好文

投稿和欣赏更多作文，请扫
描二维码下载上游新闻，点
击“活动”进入“作文”专题

他身材中等，一头卷卷的头发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释迦牟尼的
头发，看起来是一位具有菩萨心肠的人。他的眼睛长得炯炯有神，
犹如现代版的火眼金睛；他富含磁性的嗓音具有神奇的魔力，把我
们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就是我们六（10）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宗仁华老师。

我一直很喜欢、很信赖宗老师。
宗老师凭着自己的多才多艺征服了全班同学。在课堂上，他是

我们共同学习的领头雁，所讲的课总是循序渐进，声情并茂。在宗
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的很多同学几乎每节课都做到了“小眼闪光，
小手直举，小嘴常开”。我本来是个内向、胆小的女孩，但是经过宗
老师的鼓励，我也敢经常在课堂上发言了。最近，我们班承担了年
级组的“做中国扇，品东方韵，扬中华情”项目的学习展示活动。宗
老师录制了一段我们制作扇子的视频。悄悄告诉你，我在自制蒲扇
的边缘缝小布条的情景被宗老师作为特写镜头了呢！在宗老师的
精心指导下，我们班的活动圆满成功。这个展示方案还获得了“南
岸区青少年创新大赛”一等奖呢！在课余时间，宗老师是和我们一
起唱，一起跳的大哥哥。

三年级时，我有些贪玩，书写不够整洁，上课时爱讲悄悄话。每
次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心里都攥了一把汗。但宗老师总是采用
讲故事的方式引导我，使我认识到学知识的重要性，遵守课堂纪律
的必要性。他还根据我乐于为大家服务的特点，在竞选中队干部的
会上，提议我竞选副中队长。从此，我的学习成绩较以前大大提高
了，也能更积极地服务于同学了。

宗老师工作兢兢业业，他用他的身、用他的心、用他的爱为我们
付出一切！

指导老师宗仁华点评：
作文外貌描写生动传神。她抓住了老师鼓励她勇于发言，选她

当小组长，把她作为视频主角，提议她竞选副中队长这几件平凡小
事，写出了老师对她的信赖和关爱。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宗老师的感
激、敬佩和赞美之情。

我和老师之间的故事
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六年级(10)班 李珂欣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又看到和小朋友一起去健身馆游泳的照
片，每当我看到它，那就像是一场永远播放不完的电影，时刻浮现在
我眼前，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也可以成功！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太阳像是被谁打了似地很生气，把太阳
光芒全部照射在大地上，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花、草、树、木都被晒得
低下了头，小狗吐出那红红的舌头，而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终于
可以游泳了！

我们穿好泳衣，戴上泳镜，来到了游泳池，大伙一溜烟似地跳进
了那凉爽的游泳池。

可我却还在岸上，我那时还不敢下去，我觉得自己是个旱鸭子，
看着那清澈见底的水，我就害怕，怕自己下去了就上不来了，怕会淹
死在这片又让我期盼，又让我感到恐惧的游泳池里。

朋友看见我没下来就说：“快下来吧，没事！”我看见那池子脚就
开始发软，嘴唇和手也不听使唤地发抖，那水好像在说：“小朋友，别
下去了吧，会把你淹死的，哈哈……”我更不敢下去了，但伙伴们在
为我加油，我心里说：“人人都可以，我也行。”

我壮着胆子，昂首挺胸，不管三七二十一，“扑通”一声猛扎进水
里，双手直往前划，双脚用力往后蹬，我居然成功了，我拿下了这一
程！我顿时信心大涨，还要和他们比赛呢！

我游的是第三个赛道，发令枪一响，我犹如箭一样飞出，一蹬墙
板，就射了出去，我游的是自由游，我两手使劲来回翻打，我把手
伸得直直地插入水里，脸一侧，用嘴巴深深吸了一口气，把头快
速钻进水里，双脚拼命拍打水面，手和脚配合得非常协调，游得
又快又轻松，只见那一朵朵浪花在我后面翻打着，也好像在追赶
我似的，一转眼就到岸的另一边，我迅速把头又埋进水里，一个
后滚翻，脚一蹬墙，犹如火箭似地冲出去，像一头西班牙的斗牛
一样凶猛地冲到了终点，手一伸，就按下了键，我把头探出水面，
我不敢相信，我第一！

此时此刻，每当想起游泳的场面，和那一道道波纹像美丽的弧
线还时刻浮现在我眼前，那个夏天值得难忘，它更让我明白了，我也
可以成功！

原来，我也可以成功
天台岗小学南湖校区五年级(5)班 陈怡霏

本报记者 黄晔 整理

“虎娃”是一只幼虎。虎妈妈经常教他练习滚、扑、
撕、咬，虎娃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让他这样做，但长期和
妈妈在一起，他很开心，也很依赖妈妈。

一天，老虎妈妈对虎娃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
应该去大森林自己生活了。”虎娃向妈妈撒娇说：“不嘛
不嘛，我要妈妈陪我玩，我不要自己生活。”虎妈妈无奈
地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从那以后，虎妈妈就经常有意离开虎娃。
一天，虎妈妈再次故意离开，这个消息被狡猾的小

老鼠知道了。老鼠想起了“狐假虎威”的故事，就决定
利用虎娃胆小的毛病去骗吃。

小老鼠匆匆忙忙跑到虎娃面前，大声地对他说：
“喂，我是老鼠，你是老虎，我们都姓老，你饿了吗？如
果你叫我老大的话，吃的喝的都有了！”

虎娃正在为妈妈不在身边，没人给他准备午餐
而犯愁，听了小老鼠的话，他很高兴，连忙称呼小老
鼠为“老大”。

小老鼠听了，奸笑着说：“跟我走吧，我给你找吃

的。”
小老鼠把虎娃带进了森林。走着走着，走了好一

会，小老鼠也没碰到可以让他“狐假虎威”的动物。突
然，一头黑熊出现了。黑熊高大威猛，吓得小老鼠掉头
就跑。黑熊瞧了瞧傻乎乎站在自己面前的虎娃，个头
不大，应该不是自己的对手。黑熊说：“小子，叫我老大
就放你走。”

虎娃觉得奇怪，老大不是带我来找食物吗？怎么
这个也叫“老大”？咦，刚才那老大，怎么说跑就跑了。
难道回去拿锅来炖这头熊吗？哎呀，不对，我被骗了！
哼！妈妈告诉过我，遇到坏蛋就扑上去抓他咬他。

虎娃没说话，壮着胆猛地一扑，跳到黑熊背上一阵
撕咬。片刻，黑熊被咬得遍体鳞伤，乞求道：“虎老大，
我叫你老大了，你放过我吧，哎哟喂，我不行了！”

虎娃得意地跳下来，美滋滋地舔舔自己爪子，心里
想：哈哈，我的牙齿和爪子居然这么锋利。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只要我们相信
自己，不轻信他人的蛊惑，我们都能取得成功。

“虎娃”成长记
大渡口钰鑫小学三年级（4）班 江林柯

“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
我想我会记得你……”嘴里轻轻哼着这首李玉刚的《刚
好遇见你》，心里也是充满了感激。2017，要感谢的很
多，但最最重要的是遇见了您——茄子老师。

以前，我虽然读了不少的书，但作文并不是太好，
心里对“作文”这一个东西没有喜爱之情，反倒有一点
点恐惧。每一次写作文，“恐惧小恶魔”就会在我的心
里搞破坏。所以，一开始妈妈告诉我要上茄子老师的
作文课时，我并不是十分乐意，但预读的《苹果树上的
外婆》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幻想类的书也读了不
少，但这本书的天马行空，让我兴奋不已，我开始期待
和老师在课堂上对这本书的碰撞了。

经过热烈的探讨，茄子老师在歌声和故事里让我
们交上一个个朋友：和“多彩”的串串比喻一起，来到

“童趣拟人世界”，动动筋骨，运动运动，再看看“三级跳
的慢镜头”，握紧“文字魔法道具”，而每周的遇见，都是
一个个美妙时光。

于是，我开始慢慢地对作文有了一些好感；写作文
也不像上刑场那么害怕。而最重要的一次对自己的肯
定，来源于一次学校作文：那一次，我们老师要求写一
篇较难的作文，同学们纷纷抱怨了起来，我也不例外。
但回到家后，我调整了一下心情，开始写了起来。第二
天，当老师把我们的作文本发下来时，我满怀期待地翻

开了我的作文本——只见一个大字摆在了我的眼前：
抄，老师可是一个字都没改。我的心里立刻荡漾了起
来，就像是一片原本很平静的湖面，落入一颗小石子
儿，变得波光粼粼，而这颗小石子也就是这一个简单的
字：抄。霎时间，心中仿佛有了雨后的彩虹和冲刷过的
晴空，怎一个“爽”字可以形容，恨不能哈哈哈大笑几声
来表达。

也就是从这一次开始，我喜欢上了作文；也是从这
一次开始，我开始学会用心去描绘看到的世界；也就是
从这次开始，我有了更大的自信，开始学着自如地去表
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您的教
导，我最想感谢的：茄子老师。是您，让我懂得作文的
魅力；是您，教会我作文正确的打开方式；也是您，真正
让我有了改变。

我记得：您会尽所能的寻找，我们每次发言的闪光
点；

我记得：您用歌曲教我们什么叫韵律，表扬我们写
出的并不太通顺的句子；

我更记得：暑假，您和我们一起坚持，每天早上五
点多就起来看我们的微作文，用心写下点评，陪我们放
飞一个个梦想，点亮一颗颗童心，创造了奇迹……

在这里，我想对您说一声谢谢，茄子老师！真的感
谢能遇见您！2018，也能和您一起走，真的很好。

因为遇见你
大坪小学四年级（6）班 范乃菡

说到童年，想必都是每个人心里最为美好的回忆：
成堆的漫画书，校门的糖葫芦；金色的小陀螺，漂亮的
长花绳……还有自己下课使劲疯跑结果摔个“狗啃泥”
的样子；有自己涨红了脸与同学吵架后主动去和好的
样子；有自己吃炸鸡块，马铃薯片吃得满嘴油光“吧唧
吧唧”嘴的样子；还有……

也许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个人的童
年却又都是一样快乐和无忧无虑的。

转眼就是六年级的大姑娘了，但大姑娘依然也会
常常追忆那些长不大的时光，那全是吃喝玩乐凑成的
美好回忆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先说吃的。同学们常爱光顾的地方是“24小时
便利店”。常是放学铃一拉，在前厅等待已久的我
们就如马上要下水的小鸭子一样兴奋。冲出学校
后，五十几个人的大集体就立即三三两两地分成几
十个团体或个人。带了钱的立刻携着自己的好朋
友一起去买吃的咯！没带钱的就只能眼巴巴的看
着那群“有钱人”在便利店里饶有兴致的，慢悠悠地
挑选着好吃的，而“有钱人”也不急，仿佛早就知道
没带钱的在外面看着，所以要慢慢地吊他们胃口。而
看的人并不满腔怒火地离去，而是饱饱眼福，然后便扬
长而去。

常有买好东西站在路边与好朋友聊天，不时从对

方挖掉一大坨冰激淋，或者乘其不备衔几个鸡米花来
吃，到手便得意洋洋地笑着，没得手便笑骂“好小气
噢！”但并不生气而是耐心等待对方吃完，聊完就各自
回家了。

吃的说完了，再来说说玩儿的。
女生并不专注于什么玩具之类的东西，反倒是男

生们时常都有“新发明”：二年级的时候，时兴玩那种大
拇指和食指一扭，就能转起来的金色小陀螺；三年级时
兴一种卡牌，以收集为乐，常是与别人“对战”：双方各
选一张卡牌，背面朝上，利用吹、拍、敲等方式使对方的
牌翻过面来，那张牌就归自己。

当然了，我们也不只是对玩具感兴趣，对“追猫猫”
这种集体游戏也“情有独钟”，大家一玩儿起来有一种
永恒的激情，即使被追的头破血流，汗流浃背也依然
爱，并深爱……当然也有少数“宅女”，独自一个人在座
位上安静的看书。偶尔抬头还忧郁地看看窗外蓝蓝的
天，不知道在惆怅什么。

童年的大致片段开始模糊，但保存心里的快乐却
是深刻而久远的，包括老师的责骂，同学的争执，但少
年的心不会更改，再忆起童年时就是洋溢在嘴边的笑
容了。

蓝天白云下，少年吹着纸风车，少女采着小野花，
嘴里的小曲儿悠扬地飘荡在空气中……

童趣
东和春天实验学校六年级（1）班 蒋蕊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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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库嘉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税控盘499923887071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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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女38离温柔漂亮自办皮鞋厂，寻
真心男地区贫富不限15213209854本人

以下婚介信息由找珍爱婚姻介绍所提供。本栏目只提供信息咨询，不
作法律依据，交易前请核实相关证件若发生经济纠纷与我公司无关

征婚交友

全国债务 成功付费

咨
询黄金眼 债务★

6896-8396

商务调查

雷霆★债务
全国债务 成功付费

6773734667076745

咨
询

刊登
热线

18166342955
15320323186

万事通晨
报

郑重
提示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
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广
告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重庆弘牧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代
码5000163130，号码03146838、03146839，声明作废。
◆遗失江北区子夜图文设计工作室税务登记
证 副 本 ，税 号 622101197608080012声 明 作 废
◆重庆四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刻制、查询、
缴销证明》原件，编号 50011420150701023，声明作废。
◆夏淼恩遗失渝中区人民检察院工作证5501090，作废

场地出租
南岸茶园车管所附近6万平米大场
地出租，交通便利，可分租，适合停
放大型机械设备及货物堆场。
联系人：胡总 13677626198

◆转观音岩120㎡餐馆13638321673

◆金灿遗失2012年4月取得的重庆市注册助理
安全工程师证书Ｋ052501200877，声明作废。
◆江北区达南电子器材经营部遗失2017年12月25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92500105MA5YPRGT6X，声明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建鹏建筑材料厂遗失公章及农商行沙
坪坝支行井口分理处开户许可证J6530011569502作废。

双福新区锐升�凤凰城设计方案调整的公告
锐升�凤凰城项目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双福锐升�凤凰城项目位于江津区双福新
区。现建设单位重庆锐升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经
审批的二期设计方案进行调整。重庆市江津区规
划局将于2018年1月14日－2018年1月20日对
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

若贵单位或个人有意见和建议，请注明身份
（单位名称、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
人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邮寄地址，在
2018年1月26日下午6点前将书面意见、房产证
（或购房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利害关系的材
料邮寄或直接提交至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或视为无意见。

锐升�凤凰城项目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可
自公示期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
规划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同时应提交房产证（或
购房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重大利害关系的材
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 联系地址：江津区滨江新城
清栖路599号 邮 编：402260联 系 人：代先生 联系电话：
47550513电子邮箱：jjsghj@163.com2018年1月10日

◆丁汀之子王蓝野于2006年12月31日出生于
重庆西南医院，现《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万汇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国家
外汇管理局重庆外汇管理部出具
的业务登记凭证一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大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渝碚 股质登记
设字（2014）第000433、000445号，登记日
期2014年1月21日，出质股权所在公司：重
庆大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此声明作废。
◆谭静遗失渝中区人民检察院工作证5501150，作废
◆重庆中赛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开
具的诉讼费收据，编号（2017）NO：000006235、000006652作废
◆黄建强遗失城乡居民医保发票000387673，声明作废
◆朱蕾遗失护理学专业技术资格证，证号12321180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