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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建议一点建议

感官延展、时间顺序、空间结构、虚实互

换——景物描写过程中，大家可以在日常写

作中多注意这四种方式，从而提升作文质量。

同学们如果仔细观察一些景物后，肯定都

会发现，它们的区别最直观的就在于形状、颜

色、声音、气味、姿态、质地等方面。我们日常

感受和体味这些特点，都是依靠各种感官的调

动，所以也就有了“色香味”的说法，这其实不

光是景物描写的重要构成，其他类型的作文

中，亦可如此。

除了景物本身，我们也可以跳脱开去，比如

时间季节，不同的时间季节会有不同的景物特

点，比如春、夏、秋、冬等，甚至还可以从一天中

不同的时段来写，并且同一地点的景物，也会因

为观察角度和方位变化而呈现不同看到不同。

最后，写景不仅要实写，也要采用联想、想

象、比喻、拟人等方法。

我们教材中就有《题西林壁》《记金华的

双龙洞》《鸟的天堂》《桂林山水》《美丽的小兴

安岭》等不错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细细品味。

诸暨市城东中学教师 陈煜

景物描写，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拓展方式景物描写，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拓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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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某天，妈妈神秘地对我说：“永

嘉的高山上下雪了，今天我要带你去个

地方，那里有长长的冰激凌，摸起来冰冰

的，像一把把宝剑。”

我听后半信半疑，但还是不由自主地

跟着去了。到了那里，我一眼就看见那些

“冰激凌”——从岩石上垂下来，玲珑剔

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的像一把把神

气的宝剑，有的像一个个倒挂的竹笋，还

有的像一座座倒立精美的宝塔⋯⋯

原来，妈妈说的是冰凌呀！我东瞧

西看，发现一根特别美丽的冰凌，就赶

紧像兔子一样飞奔过去，伸出双手，抓住

冰凌，用力一掰，“咔嚓”一声，冰凌断了。

我捧着它，小心翼翼地，生怕将它掉在地

上。这根冰凌像一座宝塔，我举着它，就

像李天王托着宝塔一样。寒冷又滑溜的

冰凌，也让我感受到了刺骨的“爽”。

玩了一会儿，我把冰凌放到一边，

蹲在地上抓起一把雪，揉成雪团，然后

在地上一直滚啊滚，好不容易将两个雪

球滚成功。我把大的雪球稳稳地放在

地上当雪人的身子，另外一个小点的放

在上面当头部，用冰凌当胡萝卜，插在

它头上当鼻子，接着用其他冰凌插在头

上当犄角。这个雪人看起来怪模怪样

的，不过也真心挺可爱的。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仍然牵挂着

冰凌，好像在心里就能看见我和冰凌

玩耍的样子，这让我莫名的开心！科

学课上老师曾说过：“冰凌，是水从岩

石上滴落下来时遇冷结成的冰。”好玩

又有知识，大自然可真神奇啊，总会给

我们带来许多不可思议的惊喜！

大自然的“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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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大关中学初二（4）班 应昊宸

元旦前夜，灯火璀璨，人们都陶醉在辞旧迎

新的氛围中。妈妈吃完晚饭开车去东站接我

爸，还有住在萧山的姥姥。爸爸是军人，逢年过

节常战备值班，我和妹妹已有好久没见到爸爸

了，这次一家人能在元旦团圆，甚是开心！

可未曾想到，新年第一天，我们刚吃完早

饭，爸爸工作所在地——宁波北仑区，就报出了

1例新冠核酸检测阳性病例。

消息一出，爸爸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黄了，

还收到短信提示，建议向社区报备的同时配合

防疫管理人员的情况调查，并接受核酸检测。

好在我爷爷遇事冷静，加上我爸心里也有数，把

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这真可谓是“任凭风

浪起 ，稳坐钓鱼台”。

第二天早上，爷爷发现我家大门已被贴上

了“用心守护”的标签。从老家过来办事的奶奶

一看这情况，也先返回了。

一天后，穿着“战袍”的两位白衣天使登门

给我们做了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很快揭晓：全

家人都是阴性，悬在我们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

落地了！没过多久，爸爸的健康码就恢复了正

常，社区防疫部门也打来电话：居家观察解除，

但还是建议爸爸一周内不离开杭州。

奶奶笑着说：“以前，你们爸爸都难得回来，

这下倒可以在家多待几天了。”

但这带来的影响却远没结束，尤其是对我

和妹妹——临近期末，我们全靠在家自学。可

我真的好想早日返校！当然，我更期盼天上的

“神兽”，快点来巡视神州大地，把危害人类的病

毒尽快捉拿归案，还我们一片晴朗的天空！

“用心守护”三天记“用心守护”三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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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福山外国语小学405班 金旻

前不久，我们去秋游，抵达目的地后，就在

一个紫藤长廊下吃中饭。吃过中饭，开始了有

趣的“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

就听王老师一声令下，当“木头人”转过去

时，其他人从底线飞速向前冲。“木头人”猛然转

回身时，场地上又霎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一动

不动，真的和木头人一样。

“木头人”转回去，其他人就立刻“复活”了，

飞一样地冲向“木头人”。当“木头人”再转回头

时，其他人又一动也不动了：有的金鸡独立，有

的张着嘴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真是让人笑掉大

牙；还有的背着书包，“大鹏展翅”，可不一会儿

就汗流浃背⋯⋯所有人都摆出了奇形怪状的动

作，死死地盯着“木头人”，好像被孙悟空施了定

身术。

游戏结束了，有些人一次都没机会动，还做

出了一些可笑的动作。有一些人每次都在偷偷

地移动，而且每次都被发现了，次次都被罚回到

底线。这可真是一次可笑好玩的游戏。

指导老师：张静

好玩的“一二三木头人”

好作文

每一朵乌云背后，都是一段故事。

我不知道那是梦幻的还是悲惨的，

我只知道，发生那个故事后，

乌云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不知道它是喜极而泣还是痛哭流涕，

我只知道，那泪水是冰冷的。

如果你要问我，

那故事，为什么会让乌云流泪？

对不起，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就请你与大自然对话吧！

杭州市文澜小学四（5）班 陶蹊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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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一等奖 ●●●●●●● 1 注 4165971 元/注 

二等奖 ●●●●●●★ 28 注 9995 元/注 

三等奖 ●●●●●● 421 注 1329 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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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2014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2年年1月月14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3,270,412元元,本省本省(区区、、市市)销售金额销售金额:2,560,796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7 8 8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投注方式 全国中奖注数全国中奖注数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直选直选 8,201注注 393注注 1,040元元
组选组选3 13,316注注 653注注 346元元
组选组选6 0注注 0注注 173元元

28,629,723.5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3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2014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2年年1月月14日日
本期销售金额：本期销售金额：179,696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08 11 17 19 20
本期出球顺序：本期出球顺序： 19 17 20 11 08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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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一等奖 9注注 2,145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608注注 5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7,669注注 5元元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3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0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2年年1月月14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8,092,782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8 7 5 8 8 0 + 9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0注注 --- 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4注注 132,239元元 528,956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35注注 3,000元元 105,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1,847注注 500元元 923,500元元
五等奖五等奖 29,662注注 30元元 889,860元元
六等奖六等奖 1,311,503注注 5元元 6,557,515元元
合计合计 1,343,051注注 --- 9,004,831元元

296,882,518.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3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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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2年年1月月14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7,355,966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7 8 8 4 6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136注注 100,000元元 13,600,000元元

合计合计 136注注 --- 13,600,000元元

329,399,544.9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3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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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读本chéng zhǎng dú bě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