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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操》南门幼儿园中（1）班：史子涵
指导老师：蔡小霞

赏 荷
华南实验学校四（2）班 邓子涵

雨后的傍晚，我来到公园。空气很清
新，虽然是夏季，但是下过雨后空气中带着一
丝凉意。公园里到处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
花草显得格外翠绿。

公园里有一大片荷花塘，现在正是荷花
盛开的季节。我来到荷花塘边，首先映入我
眼帘的便是一望无际的荷叶。近处是碧绿
的，远处是墨绿的，中间还夹着几片嫩黄的新
叶。一片片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
的大圆盘。微风乍起，荷塘泛起一层层涟漪，

“碧绿的海洋”清波荡漾，叶面上水珠滚动着，
晶莹透亮，好似一颗颗零落的珍珠。

层层绿叶中，荷花已经开了不少，它们
亭亭玉立，千姿百态。白荷花高雅圣洁，粉荷
花娇柔美丽。有的荷花曼妙地舒展着身躯，
有的荷花才绽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还是含苞
待放的花骨朵。还有的荷花已经谢了，长出
一个个嫩绿的小莲蓬，小莲蓬鼓鼓囊囊的，就
像要破裂似的，莲蓬里装着一颗颗嫩白的莲
子。

一阵风吹过，荷花淡雅的香气让人心旷
神怡。那清雅的芬芳，引来了蝴蝶飞舞嬉戏，
令人赏心悦目，而那调皮的蜻蜓，扇动着翅膀
从那朵花飞向这朵花，欢快地嬉戏着。小青
蛙把荷叶当作蹦床，在上面一会跳一会叫。
小鱼儿把荷叶当作大伞，在水下快活地游
玩。一切都是那么美妙！我陶醉了，觉得眼
前的一朵朵荷花就似那风姿绰约的花仙子在
翩翩起舞。

看着眼前的美景，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了宋朝杨万里的那首诗：“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我喜欢荷花不仅喜欢它那
充满活力的美，更喜欢它那无瑕的高贵品格。

（指导老师：杭志芳）

赶 集
访仙中心小学四（3）班 陈赟

农历二月十九，是访仙一年一度的大庙
会，也是我最期待的日子。

星期一清晨，我在去学校的路上，看见从
各地来赶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把宽阔的
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新搭起的摊位上，大大
小小的商品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整
个集市热闹非凡，我多想痛痛快快地逛一逛
啊！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我一见到妈妈，立即
拉着她的手到集市上穿梭。坐碰碰车、打气
球、套娃娃……“哇！好哦！”正当我和妈妈玩
得不亦乐乎时，突然从前方麦田边的空地上
传来了一阵欢呼，我不由分说，拉着妈妈就过
去凑热闹。

我挤进人堆，一看，原来是一个套鹅的摊
位。一大群白鹅被围在一个栅栏内，只要你
拿圈子套住鹅脖子，就可以把这只大白鹅带
回家。我看了看妈妈，妈妈似乎懂我的意思，
走上前，给了老板 20元钱，他立马数了 30个
圈儿给我。我暗想：套只鹅，不就是张飞吃豆
芽——小菜一碟，哪需要30个圈？看我套几
只回家当宠物养！我瞄准了一只呆头呆脑的
大白鹅，稍一用劲，圈子朝鹅头飞去。“这只大
白鹅是我的了！”我胸有成竹，暗自得意。谁
知，圈子“铛”地一声掉在了地上。围观的人
发出一阵哄笑，那只大白鹅一边拍着翅膀一
边“昂昂”地叫，好像在说：“兄弟们，又有人来
套我们了，快跑呀！”我一气之下，把剩下的圈
子都扔了出去，一只行动不灵活的鹅被套中
了。“哇！中了！我套中大白鹅了！”我拉着妈
妈开心地又蹦又跳。老板忍痛拎出这只鹅递
过来，我一把抱住它，像得到了稀世珍宝一样
激动。

不知不觉天色已暗，地上铺满了洒落的
玉兰花瓣，空中回响着动听的乐曲，人们走
着，看着，玩着，迟迟不肯离去。

农历二月十九真有意思啊！
（指导老师：张丽君）

你丢我捡
实验小学二（2）班 王嫣然

周六，妈妈帮我报名参加了爱心小天使
公益活动——去水晶山公园捡垃圾。

到了集会地点，我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在
等了，其中有和我差不多大的小朋友，还有一
帮大学生哥哥姐姐们，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一
些年纪有点大的爷爷奶奶们……不一会儿到
了目的地，我们进行了分组。我和一个大学
生姐姐分到了一组，一双手套、一个垃圾袋就
是我们的工具。我兴高采烈地寻找“垃圾”的
踪影，突然我发现上山台阶上有一些烟蒂，我
急忙跑过去想捡起来，结果被烫得赶紧缩回
手。原来烟蒂还没完全熄灭，姐姐赶紧用脚
踩灭了它！真是不得了，万一点着了树叶，那
该多危险呀！

今天的阳光特别好，不一会儿我就全身
都是汗了，但我的热情一点都没减，还和其他
几组小朋友比赛看谁的收获多。下山的时候
看着满满一袋的垃圾，食品袋、易拉罐、废纸
屑……我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今天收获
满满，难过的是为什么在这么优美的地方，竟
然有这么多垃圾呢？

城市是我家，爱护靠大家，相信一定会
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公益活动中来，为
我们的家园出一份力！

（指导老师：吴亚静）

记一场篮球比赛
行宫中心小学五（1）班 邓建国

我们学校是篮球传统学校，每天下午第
三节课，我们校篮球队都会在篮球场举行一
场篮球比赛。

每当第二节下课铃一响，大家就把目光
聚集到了篮球场。威风凜凜的王校长来了，
气宇轩昂的唐教练来了，神采奕奕的运动员
来了，朝气蓬勃的小观众来了。身穿红色球
服的红队目光炯炯，胸有成竹；身穿黄色球服
的黄队队满面红光，势在必得。他们走进球
场，“大战”一触即发。

“嘟”，裁判哨声一响，比赛正式开始。只
见红方队长韩钟浩一个飞跃从对方手中抢过
了球，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球运到对方
篮球架下，再以一个假动作晃过防守队员，成
功突破进球，全场响起了欢呼声、呐喊声和赞
叹声。

接着，黄队发起了进攻。黄队在队长邓
建国的带领下，组织有序，传球迅速，打得红
队队员晕头转向。黄队队长邓建国运球潇
洒，传球到位，突破迅猛，很快来到对方三分
线区域，将球投了出去，只见篮球在空中划出
一个漂亮的弧线，直进篮筐。三分球进了！
全场沸腾了！

比分交替进行，比赛精彩纷呈。最后红
队赢了，他们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黄
队虽然输了，但他们毫不气馁，准备明天再
战。（指导老师：韦红叶）

糖人老爷爷
实验小学六（3）班 笪烜

月儿明，灯儿亮。闹元宵的月圆之夜，
在云阳大桥下面的运河边，一场张灯结彩的
灯会伴随着鞭炮声和人们的谈笑声正在进
行着。

金犬叫着贺岁，银猪跳着送福……一排
排活灵活现的彩灯构成了繁华的街道。“远
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
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
地下，我默默地吟诵着忽然藏在心间的句
子。站在河岸边，整条运河被灯光渲染，银
光闪烁、星辉交映，古运河成了一个小上海
滩！

热闹，少不了摆摊人的衬托。看过去，
卖糖人的老爷爷的摊位人数最多。他摆的
摊，像个蒜头，许多小孩儿围着他，不就是蒜
瓣围着茎吗？走近一瞧，这位老爷爷身穿纽
扣棉布衣，布满皱纹的脸和平整的衣服形成
对比。他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左边是一根根
棍子，右边是正在熬着的糖稀。一双大手在
空中翻飞着，好似有人施了一场魔法，那缓
缓流淌的糖水怎么就成了翩翩的蝴蝶、憨厚
的小狗了呢？

他时不时往锅里放一些冰糖，小孩儿陆
续给他递钱。“爷爷，我要一条龙！”一个脆生
生的声音响起。“好嘞！”只见老爷爷小心翼
翼地用勺子从装满糖稀的锅子里舀起一勺，
凝神而又淡定，细心地把糖稀滴在铁板上，
先画头，再用勺子向下画去，糖像胶水一样
慢慢流下，勺子在空中画着圈圈，画出了金
光闪闪的鳞片，一会又突然拐出去，在身体
上画出矫健的爪子。糖水时不时会溅开，他
总是巧妙地把它处理掉。不一会，一条栩栩
如生、金黄金黄的小龙出现在眼前。老师傅
用勺子前端在头部一按，哦，画龙点睛，那条
龙仿佛要从竹签上飞下来了，围观的孩子们
不由得鼓起掌来。他又把飞龙粘在一根棍
子上，插在左手边的草把上，糖稀冷却之后
就变硬了，小孩儿心满意足地拿走了自己的

“小龙”，边走边看，愉快极了。
（指导老师：蒋亚萍）

游连云港云台山
云阳学校六（1）班 刘恒奕

这个周末，妈妈带我去连云港，游海上
云台山。

来到山脚，我和妈妈决定坐缆车上山。
山中本来湿气就重，加之刚下过雨，因此山林
间处处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云台山仿佛披
上了一件若有若无的洁白轻纱，令人感觉置
身于仙境。四周郁郁葱葱，树木枝繁叶茂，它
们有的直插云霄，宛若高耸的擎天之柱；有的
平伸出枝干，好似卧龙盘曲于山岭之间；还有
的伤痕累累，如同久经沙场的老兵……

过了一会儿便登顶了，我站在云台山之
巅，饱览美丽的景色。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
钻了出来，顷刻间，雾气顿时消失殆尽，我便
将远处港口的繁荣景象尽收眼底：巨大的红
色吊机不停地工作着，缓缓地把一个个沉重
的集装箱整齐地摆在一起；一艘艘轮船停泊
在港湾里，等候着吊机把集装箱装到它们身
上；另一些轮船则已经起锚远航，悠长的汽笛
声划破了凝滞的空气，很远、很远……我转过
头去，发现背后的天空仍是乌云密布，黑黑的
一片。我走到山顶平台的一端低头望去，又
惊讶发现，目力所及之处竟全是苍茫的云
海。如果把先前在山腰看见的薄雾比作轻盈
的白纱的话，那此时这云海就只能看作是厚
重的幕布了。我抬起头来，极目远眺，发现天
边有几朵奇异的云彩。那几朵云彩或大，或
小，或黑，或白；一会儿好似蛟龙入海，一会儿
宛如猛虎下山，看得我眼花缭乱，但同时又感
觉心旷神怡。

在山顶呆了一会儿，我便开始往山下
走。此时的太阳像个害羞的小姑娘，躲到了
云层后面。渐渐地，山里下起雨来。牛毛般
的雨丝从空中落下，在微风中呢喃细语；有时
还和宽大的树叶碰撞在一起，唱着欢快的
歌。过了一会儿，雨停了，空气顿时清新了许
多。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了将军泉前。只见
一泓浅绿色的潭水清澈见底，如同一块大的
翡翠。潭里还有几尾金色的鲤鱼在自由自在
地嬉戏。我瞪大双眼寻找泉水的源头，忽然
发现水潭另一边的石壁上，离水面上方大约
一厘米处有一个碗口大小的泉眼，清冽的泉
水从泉眼里“汩汩”流出。

我们在将军泉边呆了一会儿，没过多久
便下了山。

（指导老师：冷爱萍）

喝酒趣事
蒋墅中心小学六（2）班 史家泽

又到写周记的时间了，我一筹莫展：哎
呀，作文怎么这么难写？平时脑瓜子活络，关
键时刻不中用。那就干脆放松一下吧！于是
我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了冰箱前，搬了个椅
子，准备把老妈藏在冰箱上的“粮草”——零
食，取下来，好好地享受一番。

咦，这是什么东西？我眼睛一亮，哈哈，
竟是一瓶茅台酒！爸爸居然背着我们藏酒！
我要向老妈揭发，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突
然我转念一想，老爸以前说过酒又香又甜；老
师也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如果我喝了此
酒，岂不成了“李白第二”？——“史太白”（鄙
人姓史哦）。哈哈！我的作文有救了！

于是我把酒取下来，呵呵，想想都开心：
一边吃零食，一边喝酒，太爽了！为了作文，
拼了！我喝了一口，在嘴里慢慢品味，谁知嘴
不乐意了，把酒贡献给了喉咙！咳咳……辣
死了！李白居然说酒好喝，哪里好？又辣又
呛！估计是我没好好品位，这可是茅台，是享
誉世界的名酒哦！

第三杯下肚了，喜羊羊、灰太狼、熊大熊
二、光头强……绕着我的脑袋在玩转圈圈，作
文还没有写完哩！挺住！这时墨水在眼前
晃，人家说有文化的人，肚子里都有墨水。我
喝点，不也就成文人了吗？可是喝了墨水加
上刚才的酒后，我头昏脑涨，肚内更是翻江倒
海……最后，我被送到了医院，挂了点滴。

就这样，我的作文——喝酒趣事诞生
了！（指导老师：姜玉花）

游泰宁“斜线天”
正则小学五（6）班 许家睿

寒假里，我们一家跟随旅行团到厦门、泰
宁等地旅游。我们参观了厦门大学、南普陀、
鼓浪屿、福建土楼王，而我却对泰宁的大金湖记
忆犹新。金湖景观资源十分丰富，可概括为72
峰、36岩、18洞、5泉、2瀑之美景，共分八大景区
189个景点，49处胜景，其中“水上一线天”是金
湖景区很有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一线天”是指在岩石中一条张性倾斜的
小断层，而泰宁的“一线天”取名为“斜线天”，
因为它是“歪斜的一线天”。那座山峰足足比
甘露寺高出了一倍，歪斜的山路很窄，仅能容
下一个人穿行。导游说，“斜线天”不能走回
头路，上去了就不能回头，一路是歪歪斜斜
的，可能要手脚并用，如果没有勇气走完全程
的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到码头和他们会合。我
看到这么高的山峰，这么险峻的山路，心里早
就打起了退堂鼓。可是爸爸妈妈却不允许我
知难而退，而且旅行团里年纪最大的一对夫
妇搀扶着也出发了，我想我这次应该没有退
缩的理由了。

刚开始爬的时候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我
借助沿着山坡而建的藤条，一步一步往前走，
透过岩石间的缝隙，我看到前面的过道越来
越窄，有些地方岩石块延伸到过道中间，需要
弯下腰爬过去，而且细细的小雨滴落在长着
青苔的石阶上，稍不留神脚下就会打滑。一
路上我们要注意脚底，还要兼顾上方的岩石，
我们互相鼓励着，终于登上了山顶。从山顶
往下看，真是“一览众山小”！同时我也很敬
佩建造山路的工人们，他们历经困难，建造了
石阶，我们才能登上山顶，观赏到如此美
景。

这次的旅游我不仅收获了美景，更学会
了勇敢！（指导老师：柴静梅）

元宵花灯
丹凤实验小学四（1）班 史可暄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一年一度
的元宵节来临了。年年爸爸都会买一个漂亮
的花灯送给我，可是今年，我准备自己动手做
一个！

说干就干，我先找来一个圆柱体，接着
找来彩色纸，可是，怎么把它们剪成圆的纸片
呢？忽然，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
意：我赶快跑到厨房，拿来一个大碗，把碗口
合在纸上，用铅笔勾好了轮廓，然后拿起剪
刀，小心翼翼地把多余的部分剪掉，一个圆滚
滚的图形就剪好啦。我又用这个办法，剪了
几个颜色不同的圆形纸片。接着，我把它们
一一对折，在对折处贴上双面胶，按红、黄、蓝
的顺序依次把它们粘在圆柱体上。放在手里
转一圈，三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真有趣呀!

花灯的主体虽然做好了，但是还需要美
美地装饰一番。我找来两张大小相同的红色
纸片，剪成面条状，再将他们卷成一圈，花灯
的流苏就做成啦！这样一个彩色灯笼就大功
告成了。一阵微风吹来，灯笼随风摆动，展现
出绚丽的色彩，看着自己亲手做的花灯，我心
里别提有多激动了！

等天黑了，我一定要提着我的小花灯出
去游玩！（指导老师：范婷炜）

帮妈妈按摩
延陵学校五（2）班 潘垚祥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也是妈妈的节日，
我想帮妈妈做件事。

“嘀嘀——”电瓶车声响了，妈妈下班回
来了。我闪电般地跑到妈妈面前，“谄媚”地
说：“妈妈，您辛苦了。今天我要给您解除疲
劳，为您按摩！”

妈妈眼睛一亮，高兴地抚摸着我的头
说：“祥祥，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会吗？”我拍
着胸脯，胸有成竹地说：“当然！包您满意！”

我搬了一张软软的靠背椅请妈妈坐下，两
手握成小拳头，轻轻地锤着妈妈的肩膀。过了
一会儿，我又一张一合地捏肩，握紧拳头，用骨
头突出的那一面在妈妈背上滚一滚。

妈妈两眼眯着，一脸享受的样子，轻轻
说道：“真舒服，简直比按摩师按摩的还舒
服！”我一听，心里更来劲了，又是按摩手又是
按摩腿，不一会儿额头沁出了一些汗珠。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和妈妈度
过了一个温馨快乐的三八妇女节。

（指导老师：丰明华）

愉快的无锡之旅
运河中心小学一（3）班 施唐忆

星期六天气终于放晴了，我们的心情也和
这天气一样好起来了，于是爸爸妈妈决定带我
去无锡春游。上午去梅园，下午去蠡园。

我们来到梅园门口，远远就闻到了淡淡的
梅花香。梅花已经开了，有淡绿色的，有粉红
色的，还有淡黄色的……我们沿着石板小路边
看梅花边爬上了梅花山，从山上一眼望去，整
山的梅花好像粉红色的云朵。到达山顶我看
到了一座三层宝塔，爸爸带着我爬上了塔顶，
远处的高楼大厦和近处的花草树木尽收眼底，
我对着远方大声喊道：“啊！就像看到了整个
世界一样！”

游完了梅园，下午我们来到了蠡园。听爸
爸说，蠡园是西施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而且西
施也姓施哦！我们坐着游船来到了太湖中的
一个小岛上，先看了一场歌舞表演，然后我来
到了西施的院子。院子里有许多小亭子和假
山，屋里挂了几幅西施的画像，我仔细看了画，
西施可真美，不愧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啊。

这次无锡之旅可真好玩！
（指导老师：施华平）

参观南京博物院
新区实小三（10）班 孙文一

寒假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又去了南京
博物院。这座历史的宝库每一次去，都能带
给我新的体验。

博物院古色古香的建筑大气磅礴，走进
展馆里面更令人目不暇接。瓷器馆里精美的
瓷瓶、瓷碗。大大小小，形态各异，有的晶莹
剔透，有的色彩鲜艳……难以想象，古代的人
们在落后的条件下，是怎样烧制出如此精美
作品的。民俗馆里有各种传统手工业的木作
工具、纺线用的绕线车、近代的铜龙珠灯……
这都是人们劳动智慧的结晶。

我最喜欢的是民国馆。这里重现的是
民国时南京的场景。古老的街道两旁是青瓦
白墙的仿民国建筑，挂着繁体字招牌的药店、
照相馆、邮局、银行，我们还去药店买了一盒
风油精，里面的布置和平时去的药店完全不
同。我想这大概就是按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
布置的吧。走到仿制的火车站的时候，一列
火车吸引了我的视线。它和我看到过的火车
都不同。爸爸告诉我，当时我国的火车起步
晚速度慢，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火车快速发
展，我们现在的复兴号最高时速已经达到每
小时400公里！

我为日新月异、不断发展壮大的祖国感
到自豪。

（指导老师：邹兴华）

二十年后的图书馆
司徒中心小学五（4）班 丁惜蕊

我和小朋友们在图书馆看书时，常常觉
得有一点枯燥，无非就是找书、借书、看书这
三个步骤，我想设计一个未来图书馆，一定要
解决这个问题。让图书馆对儿童更有吸引
力。

我设计的二十年后的图书馆具有这三
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年龄“区域”。儿童就
专门进入为幼儿园至小学一、二年级小朋友
设计的区域，只要我们从红色的书架上取下
一本书，将书本打开，看故事就像在看动画片
一样，充满童趣；第二种功能是“声影”模拟。
只要你从黄色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把自配的
耳机带好，翻到某一页，此页的内容便能绘声
绘色传入耳朵，闭起眼睛仿佛进入故事所描
绘的情景之中；第三种是“角色表演”功能，这
个功能最有趣了。只要你从蓝色的书架上取
下一本书，把它放入图书馆的表演室里，红灯
一亮，你就能进入书里的故事。你既可以当
旁观者，又可以身临其境地去表演。这个功
能一定会令我们兴奋不已、乐不思返啊！

二十年后的图书馆对我们的诱惑力太
大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为实现这个理想一起
努力奋斗吧！（指导老师：张文龙）

我的妹妹
实验学校六（2）班 许泽楷

在我五岁那年，我那可爱的妹妹出生
了。自从她出生开始，家中便增添了更多的
欢乐，好不热闹啊！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她已经是三年级的
小学生了，扎上两个小辫儿，还增添了几分俏
皮，甚是招人喜爱——她是全家人的“开心
果”。在家里，大家总能看见她活泼的身影，不
是唱歌，就是跳舞，要不就是让我猜脑筋急转
弯。每一次都把我逗得开怀大笑，乐在其中。

可这个开心果有时也会变成烦人精。
这不，她又开始叫了！“咦？我的辫绳在哪？”
她让我帮她一起找，找了许久，才发现，辫绳
就套在她自己的手上。我也是醉了！

这个“淘气包”还挺暖心的。有一次在
城头山游玩时，有只小麻雀从枝头跌下，她便
大步流星地跑过去，在千钧一发之时，双手一
捧，向上一抛，小麻雀便飞走了，连在不远处
锻炼的几位老人都向她竖起了大拇指。

这就是我古怪精灵的妹妹，既淘气又惹
人爱——我爱我的妹妹也爱我的家。

（指导老师：徐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