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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

太阳要回家了。

五彩的云霞来送他，

不知说着什么，

太阳脸红了，

偷偷地把脸蛋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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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1. 日 落 /钱雅博

特别关注

同题擂台
小猴学本领小猴学本领
5. 小猴学本领 /侯沛昀
7. 小猴学本领 /高语彤
10. 小猴学本领 /王欣怡
12. 小猴学本领 /王亦濛
14. 小猴学本领 /张凯程

魔法万花筒

成长放大镜
18. 催眠和失眠 /林小奕
19. 魔鬼式训练 /周昕怡
20. 课堂惊魂 /潘俊宏

四季百草园
22. 东湖之旅 /王晓萌
23. 故乡的夜 /郭怡然
25. 家乡的竹林 /李林璐

精彩你我他
26. 我的伯伯是印刷工人

/杨思涵
27. 我亲爱的奶奶 /陶佳雯

心愿漂流瓶
28. 时间都去哪了 /车昊宇
29.Shopping 变变变 /王一鸣
31. 小小的大愿望 /费熙格
32. 汉字变化多 /李 睿

缤纷静物画
34. 观察石榴 /许 诺
35. 钻石叶子 /张震扬

诗歌起跑线
36. 幸福是什么 /戴锦程



本期采用的部分作品，因作者联系方式不详未能付酬。敬

请作者与本社联系。本刊已被“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龙源期

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收录。来稿凡经本刊使

用，如无电子版方面的特殊声明，本刊即视为同意网上传播，稿

酬一次性给付。特此通告。

作文课堂

同步宝典
三年级下
【第七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胡丽平
38. 国宝大熊猫 /顾奕语
40. 国宝大熊猫 /周忆澄
【第八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胡丽平
44. 超“牛”蜗牛 /王 程
46. 手罢工了 /钟熠琳
三年级上
【第一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胡丽平
49. 爱哭鬼 /胡欣怡
51. 猜猜她是谁 /杨嘉懿
【第二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胡丽平
54. 拾花乐 /于谨阁
56.“唠叨”爸爸 /曹李玥
四年级上
【第一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朱兴华
59. 方山日出 /杨 杭
61. 深山老林 /江雨茜
【第二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朱兴华
64. 蛇鼠一家亲 /王乙如
67. 一窝老鼠一只猴 /方佳宇
五年级上
【第一单元】特邀审题老师：徐俊贞

特邀点评老师：杨丽佳
70. 我最喜欢的面 /吴奕辉
72. 我的心爱之物 /徐周易

【第二单元】特邀审题老师：邢丽君
特邀点评老师：杨丽佳

75.“女侠”钟老师 /吴品毅
77. 漫画 Mr 潘 /陈楚然
六年级上
【第一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金 毅
81. 一盏路灯 /金书延
【第二单元】特邀审题、点评老师：
金 毅
85. 元宵猜谜 /谢芯雨
87. 玩转数独 /赵若熙

锦上添花
特邀点评：童承基
89. 小时候的丑事 /王迎蓓
91. 攀岩的启示 /郑宇琦

悦读悦美

美文欣赏
93. 像候鸟那样飞向山居 /周新华
94. 对大自然的挚爱 /孙 侃

阿光的游戏屋
96. 写好开篇，走好佳作第一步

/王亚芬

阿光的书架
102. 走进孩子的世界 /何晓源
109109.. 不结束的写信故事不结束的写信故事 //梅子涵梅子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