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名“最佳创意写作奖”获奖名单

1 许宸恺 幸福路小学
2 张清瑞 幸福路小学
3 杜宬锦 幸福路小学
4 石博言 创新街紫荆小学
5 张增硕 特色实验小学
6 刘舒雨 中原区华山路小学
7 王贝娴 二十二中
8 崔正坤 郑州市第八中学
9 贾若羽 第二十三中学
10 张祎倬 第八十六中学

1 张景昆 康平小学
2 马若宁 幸福路小学
3 赵浩森 幸福路小学
4 于佳浩 幸福路小学
5 程翊坤 幸福路小学
6 李青玥 幸福路小学
7 张绎非 幸福路小学
8 孟祥钰 幸福路小学
9 刘子琪 华山路小学
10 刘凯艺 幸福路小学
11 马羽希 幸福路小学
12 李锴睿 幸福路小学
13 李柄翰 幸福路小学
14 张浩钰 东风路小学
15 孙翔汤 政通路小学
16 辛 颖 紫荆小学
17 张润泽 东风路小学
18 许 玥 丰庆路小学
19 王一帆 康平小学
20 陈景濂 华山路小学
21 屈思宇 康平小学
22 李米乐 东风路小学
23 李国豪 东三马路小学五
24 李玥莹 华山路小学
25 高诗琪 优胜路小学
26 范晓涵 路砦小学
27 刘梓凝 伊河路小学南校区
28 朱一飞 长江东路小学
29 李厚泽 林州市红旗渠大道学校
30 王嘉杨 蒲公英小学
31 薛心艺 郑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32 曾子珍 郑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33 娄艺鸣 郑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34 徐益凡 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35 凡 一 郑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36 刘坤鹏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37 王玥玥 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38 单艺琳 郑州市第八中学
39 余虹豫 郑州市第八中学
40 张笑媛 郑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开奖啦！
第四期“豆状元杯”创意写作赛

获奖名单

亲爱的小学士们，自 2019年 1月 1日“豆状
元杯”中小学生创意写作大赛正式启动以来，活
动得到了中小学生的热情参与与踊跃投稿，第四
期主题“假如变成动物，我想成为 ”收到许多
投稿。经过组委会认真初选和评委会慎重精选，
本次“豆状元杯”大赛共产生：10名最佳创意写
作奖，40名优秀作品奖，现将名单公布如下（名
次不分先后）：

40名“优秀作品奖”获奖名单

“豆状元杯”中小学生创意写作大赛作品选登

·成长
2019年5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唐善普 美编：王姿 校对：学文05

假如我成了一条鲸鱼，生活在辽
阔的海洋中，我有许多兄弟姐妹，还
有好多朋友，我们在海洋里遨游。

我的体重很重，有 3万多公斤
呢！我体长 14米，就像一艘小小的
帆船，我的鼻子在头顶上，每过一
小会儿，我们就要呼吸，每当我们
浮出海面呼气时，就会形成一股水
柱，就像花园里的喷泉一样，而且
最高时可以喷到 15米那么高。睡
觉时，我就会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在
一起睡觉。

有一天，我自由自在地在海中畅
游，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味传来，我
到了那里一看，是一群可恶的人类在
向海里扔垃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有
一个粗粗的管子在排放污水。

慢慢地，我们的兄弟姐妹开始
生病了。可是，我们没有医生，也不
会为自己治病，我只能眼睁睁地看
着兄弟姐妹一个个地去世，而那些
没有被污水感染的亲人们，也被垃
圾缠住，不能活动，不能进食，只能
被活活地饿死……没过多久，我也

生病了，我躺在海底，看着水中游过
的小鱼、小虾们，静静地等待着死神
的降临。

人类啊！请你们保护家园吧！
珍惜这个世界。

点评：这篇小文章，小作者选取了
一个全新的角度，让读者的思想也随
之在那里自由地驰骋，通过自己成为
一只鲸鱼，侧面烘托了保护环境，很有
创意，富于生活气息，切合实际，蕴含
着朴素而深刻的哲理，吸引读者。

如果变成动物，我想变成鲸鱼
□中原区华山路小学五四班 刘舒雨

假如变成动物，我想成为一只小鸟
□幸福路小学二二班 张清瑞

假如可以变成动物，我想变成一
只可以翱翔在天空的小鸟。这样，我
就可以用自己的翅膀飞到想去的地
方，不用再写作业，也不用再听爸妈
的唠叨了。

我要飞到日本，在樱花雨中穿
梭，从富士山顶飞过。

我要飞到美国，在科罗拉多大峡
谷中遨游仙境，在胜利女神肩头休息。

我要飞到巴黎，在埃菲尔铁塔旁
留下身影，顺便欣赏维纳斯塑像残缺

的美。
我还要飞到意大利，看看比萨斜

塔到底有多斜。
我还要飞到埃及，看看雄伟的金

字塔和鼻子坏掉的狮身人面像。
我还要飞到印度，看看神圣洁白

的泰姬陵和流淌不息的恒河水。
…… ……
我飞累了，我会飞回中国，飞回

家，在爸爸和妈妈的身边休息，给他
们唱动听的歌。告诉他们我飞过的

地方，外面的世界多么美丽。同时，
我也会告诉他们，我很想他们。我不
要他们再这么辛苦挣钱了，我会好好
学习，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带着他
们一起飞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点评：通过小作者渴望变成一只
小鸟可以明显地看出小作者的内心
一系列活动，想去的地方很多，渴望
自由，以及想开拓眼界。场面和气氛
描述为文章增色不少。

假如变成动物，我想成为一只忠
诚的导盲犬，希望成为一束光，照亮
失明人群身边的黑暗，我就是他们的
助手，帮助解决生活琐事，我就是他
们的柺杖，引导着他们走向希望和成
功之路。

清晨小鸟在枝头高兴地唱着歌，
太阳公公笑眯眯地揉了揉眼睛，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我叼着篮子来到菜市
场，这里很热闹，菜贩子的吆喝声，买
菜人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而我熟
练地穿梭在人群中找到豆浆店，老板
照例会在我的篮子里放上一杯热腾腾
的豆浆，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摸摸我
背上的毛，取走我篮子里的钱，我飞快

地叼着篮子跑回家，看着路上行人用
好奇和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我高兴极
了！这时候主人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我蹭蹭主人的腿，主人开心地笑了，并
抚摸着我愉快地坐在餐桌旁……

午饭过后，阳光暖暖的照在院子
里，主人依旧像老朋友一样邀我带他
去散步，我欢快的领着他出了家门，
到马路对面的小花园去，我虽然识别
不了颜色，但我可以看汽车，每当汽
车停下时，我便引着主人走过马路，
来到小花园，主人叫着我的名字，亲
切地抚摸着我的头高兴地说，你真是
一根好柺杖，好助手！

傍晚，天渐渐黑了，马路上的车一

辆辆地向远方驶去，主人紧紧握住我的
绳子，在我的引导下安全地回到家中！

每次看到主人又惊又喜的样子，
我真想对主人说，主人你放心吧，我
就是你的那根柺杖。

假如变成动物，我愿意成为导盲
犬。因为那样可以为很多失明的人，
带去五彩缤纷的世界，我想成为他们
的朋友，他们失而复得的双眼！

点评：从文本中可以看出作者是
名有爱心的学生，精心的构思，深邃的
思索显示出不断成长起来。通过成为
导盲犬，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
致，谁说“白开水”不是最佳的饮料?

假如我变成一只导盲犬
□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七八班 贾若羽

晚上，我坐在书桌前，想：现在人
类的大脑是多么的发达，而人类又是
如何进化而来的。那假如我是800万
年前的猿猴，会经历什么，又会做些
什么。思考着思考着我睡着了。

清晨醒来后，我发现我坐在树上，
并且大脑也不受操控了。我只能凭存
留的一点记忆，写下这几天的日记。

1月1日
我发现我越来越渴望下地了，我

想用我的脚去感受大自然的温暖。
终于, 在今天我用手拉着树干，一只
脚攀在树上，另一只脚小心翼翼地落
下地。刚下去，就感受到一阵阵温
暖。紧接着，另一只脚也落了下去。

啊！我深深地感受到，原来地面是这
么美好。

1月10日
今天，我看到不远处有一颗鲜红

的果子，我想走过去拿，但是太累了，
只好又坐回地上。过了一会，我闲得
无聊，就随手拉了一根树枝随便甩。
突然，它碰到了那颗果子，并把它带
过来了一点。我感到很新奇，于是我
再一次甩，它便滚了过来。反复几次
后，我成功地吃上了果子。

2月20日
慢慢地，火解决了黑暗的问题，

取暖的问题，熟食的问题，吓阻野兽
侵袭的问题。我与我的同伴开始沟
通，但是我们却听不懂对方说的话。

终于，在今天大家统一了语言，并开
始了交流。

4月23日
突然，我似乎明白了，人类是如

何进化的。
我们的祖先是多么智慧啊！他

们把旧的习惯抛弃，使他们可以一步
一步蜕变。

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旧的包袱，愿
意学习新的技能，我们就能发挥潜
能，创造新的未来。

点评：作者以日记形式为读者描
绘了自己成为猿的成长过程，内容设计
新颖，有创意。文章想象合情合理。从
生活的细节出发，创新精力可嘉。

人为何物，猿来如此
□郑州市二十二中七五班 王贝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