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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于

准是疯小子

做了个搞怪的表情

大海笑啦

一声声

笑得开了花

山泉
山爷爷也在回忆

童年的时光

你听他

把一首叮叮咚咚的儿歌

唱个不停

浪 花浪 花（（外一首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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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1. 浪花（外一首）/于 于

特别关注
写作小明星
以书为伴
5. 爱在心里翱翔

——读《闪亮的时刻》有感/王淇钰
7. 学习做金钱的小主人

——读《小狗钱钱》有感/潘启元
8. 信念的力量

——读《秘密花园》有感/李雨希
10. 做事切莫嫉贤妒能

——读《三国演义》有感/车思宽
12. 一往无前 不负年少

——读《狼王梦》有感/漆王恩

魔法万花筒
成长放大镜
14.“食”里飘香 /毛 一
15. 第一次上台表演 /谢语淇
17. 邂逅古老的计时器 /李秭穆
19 揭起蒙尘的面纱 /曹楚涵
21. 陀螺诞生记 /李逸尘
动物大本营
23. 大公鸡 /庄 昊
24. 横行霸道的铁甲大将 /舒 坦
26. 我的好朋友“绒球”/王徐硕
27. 我家的雪儿 /沈董示
28. 小羊“奶茶”/陈植远
四季百草园
30. 美丽的农村 /叶芯全
31. 农村的味道 /沈冰然
33. 家乡桥 幸福梦 /陶彦墨
34. 游泰顺廊桥 /庄 昊
精彩你我他
36. 爱吹牛的爸爸 /胡彩薇
37. 我的爸爸 /张芷瑶
心愿漂流瓶
39. 期待餐厅旋转 /郑榆骞
40. 春暖花开，再相聚 /朱彦铭



本期采用的部分作品，因作者联系方式不详未能付酬。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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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精彩的马戏 /叶芯全
缤纷静物画
44. 车窗上的“小蝌蚪”/潘可心
46. 扫地机器人 /杨 帆
诗歌起跑线
47. 多云转晴 /范翰博

作文课堂
同步宝典
三年级
【第一单元】特邀审题老师：叶 婷

特邀点评老师：杨丽佳
49. 猜猜他是谁 /陆奕尧
50. 猜猜她是谁 /王 惠
【第二单元】特邀审题老师：叶 婷

特邀点评老师：杨丽佳
53. 日记一则：爆米花筒 /徐怀钰
55. 日记一则 /郑 赫
四年级
【第一段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吴芸香
58. 瑶琳仙境 /徐卓楷
60. 推荐一个好地方 /沈熠晗
【第二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金 毅
63. 小小“动物园”/吴骏泽
65. 小小“动物园”/陈思妤
五年级
【第一单元】特邀审题、指导老师：
朱兴华
68. 一支笔 /叶锦昊
71. 杜鹃花 /叶珂远
【第二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朱兴华
74.“漫画”潘老师 /吴泓毅
77. 神画手“赵危猛”/张旗航

六年级上
【第一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胡丽平
81. 路灯的夜晚 /陈思行
83. 我是一朵浮云 /王馨瑶
【第二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胡丽平
86. 扣人心弦的比赛 /潘孜恒
88. 精彩的军训 /沈芯伊

师生同题
庚子战“疫”
【教师下水文】
92. 庚子年，我们注定前行/赵 辉
【学生习作】
94. 庚子年，我们注定更加团结

/杜佳琪
96. 庚子年，我们注定战胜疫情

/韩志豪
97. 庚子年，我们注定“不凡”

/杨 涵
98. 庚子年，我们注定不平凡

/苏欣语
锦上添花
特邀点评：童承基
100. 掉牙记 /芮静媛
102. 小龙虾 /张牧歌

悦读悦美
美文欣赏
104. 狗屎路 /苏沧桑
107. 你的答案 /许海波
阿光的游戏屋
109. 高效阅读法

/叶 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