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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新区实小六（10）班 邹灿

他，为我们服务了十几年，却只是在校门口偶
尔得到几声客气的“你好”。没错，他就是校门口
的一个普通的保安大叔。

其实，传达室里还有其他的保安，只是我对这
一位保安大叔印象深刻。

我是个丢三落四的人，三年级时，隔三差五就
要家长送东西来，可以算是传达室里的“常客”
了。每每我取走物品时，他总习惯地对我点点头，
露出会心的微笑：“下次千万别忘了，大人过来一
趟不容易的。”而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件事。

开学前，我去报到，报完到后，我到校门口，耐
心等待妈妈来接。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只
看见同学们一个个都被家长接走了，我的心里很
不是滋味。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这是妈妈第一次
没有准时来接我，心里委屈得想哭。此时，正在一
旁扫地的保安大叔瞧见了我，仿佛察觉到了我的
焦虑与伤心，过来亲切地对我说：“同学，你需要打
电话吗？”我先是一惊，然后小心翼翼地说：“可，
可，可以吗？谢，谢谢！”电话拨号过去，听见的
只是一阵“嘀嘀——”的忙音。“打不通，是吗？”
他向我走了过来，拿起电话又重拨了一遍。

“喂？”……通了！我高兴极了，跑到校门口等妈
妈来接。在等妈妈来接的那一小段时间里，我
与那位保安大叔慢慢聊开了，聊得不亦乐乎。
那时他本应下班了，却一直陪我……他的尽心
尽责，他的淳朴善良，默
默打动了我，让我心存感
激。
（指导老师：韦朝霞）

仙人掌之美
蒋墅中心校六（2）班 周引娣

我喜欢看花，也学着养花。
每次我在街上看见五颜六色的各式花

草，总忍不住驻足欣赏，用手碰碰，用鼻子嗅
嗅，想把它们全买下来，带回家慢慢欣赏。但
也不知道为什么，尽管各式花草带回家都是
鲜活的，尽管我总是对它们精心呵护，但它们
还是“红颜薄命”舍我而去。

一天，妈妈下班回来，带了一盆仙人掌
让我养。一看到那刺头刺脑、圆咕隆咚的家
伙，我心里就不喜欢，便毫不怜惜地把它放在
窗外，任它自生自灭。

又有一天，爸爸将一盆名贵的吊兰带回
了家，我很喜欢，将它挂在我的书桌旁，与它
朝夕相伴。

吊兰花盛开了，我喜不自禁，美美地欣
赏它：清丽的花色，幽幽的花香，更有那垂下
的枝条，恰似少女披肩长发，柔顺，细滑，清
亮。好美呀！可是，不久吊兰的枝条开始消
瘦下来，我很着急，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
好，于是一味地给它浇水。几天后，吊兰的叶
子开始凋谢，最终“香消玉殒”。

我无精打采地望着窗外，突然发现了那
盆被我抛弃的仙人掌。它长得正旺，鼓鼓囊
囊、壮壮实实的，还吐出一个新芽！我十分惊
讶，急忙把它捧回来，用水轻轻擦拭它身上的
灰土，仙人掌立即变得碧绿碧绿的，精神极
了。

我把它放在书桌上，没过几天，仙人掌
开花了。它的花挺大，还散发出阵阵幽香。
我第一次发现仙人掌的美，那是一种活力的
美，神奇的美。

“仙人掌，请原谅我以前冷落了你。”我
默默地对它说。仙人掌好像听懂了我的话，
一朵花败后，又绽放出一朵更美的花……

（指导老师：高腊凤）

我的一天
华南实验学校五（4）班 刘畅

“叮铃，叮铃”，嗨，大家好，我是刚刚上
市不久的小黄车，也可以叫我“ofo”。虽然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汽车，但自从我出现后，
竟然很受人们的欢迎。不信你瞧，早上7点
30分，“叮”的一声，我被解锁了，一个提着
公文包的叔叔准备上班啦。于是，我开启
了美妙旅行的一天。

一路上，主人带我欣赏了牛郎织女雕
像，沿着美丽的香草河河畔，只见一群群精
神抖擞的老人在风光带上打着太极，扭着
秧歌。20分钟后，我被停在了街边的屋檐
下，静静地等待着第二位主人。不一会儿，
走来一位爷爷，我被带领着朝着公园方向
骑去。进入公园，沿着自行车专有车道，一
幅幅美景映入眼帘，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垂
柳，公园里绿树成阴，路边的花儿竞相开放
……爷爷骑累了，把我停放在了公园入口
处。

经过一中午的休息，下午一位背着背
包的姐姐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一路来到
了超市门口，刚停下，就只见从超市出来的
一位阿姨，拎着满满的一个袋子，“太好了，
省得我挤公交车了！”阿姨看着我说，一路
把我带到了医院门口。到了4点左右，对
面走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叔叔，他想拦出
租车，可惜晚了一步，突然发现路边的
我，他满怀惊喜地跑过来，一路上快马加

鞭地赶到了学校门口，原来是赶着接
孩子放学的……夜幕降临了，我又将
开启另一段新的旅途，穿过城市的一

个个角落，发现一处处美丽的风景。
（指导老师：潘晓娟）

秋天在哪里
新桥中心小学新苗诗社 冷文博

秋天在哪里？
我来到校园里，
树叶穿上黄金的礼服，
秋天已来到了树林里。
秋天在哪里？
我来到果园里，
果子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秋天已来到了果园里。
秋天在哪里？
我来到公园里，
菊花向我快乐地微笑，
秋天已来到了公园里。
秋天在哪里？
啊，秋天就在我们的眼睛里！
（指导老师：刘文华）

磨豆浆
折柳中心小学 史一诺

每天一杯豆浆，两根油条，是我最喜爱的
早餐，百吃不厌。然而，这次在少阳实践基地，
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豆浆好喝制作不易。

做豆浆最主要的是要把黄豆磨成浆。先
把黄豆浸泡在水里，等到黄豆变得“白白胖胖”
时，就可以上磨了。辅导老师把我们分成三人
一组，每组分配适量的胖黄豆，还带我们来到
一个个与众不同的小磨盘前：它们由上下两片
磨组成，上片磨的一边有个把手，中间有一个
小圆洞。辅导老师让我们先将胖黄豆装入小
圆洞，然后加入适量的水，特别强调一定要按
逆时针方向转，这样豆浆才会从上下磨的接缝
处出来。听了老师的介绍，我、蔡竹妍、夏宇早
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我先把磨盘冲一下，然后把胖黄豆倒进磨
盘的孔里，这时夏宇就急不可耐地转起了磨
盘。可这上磨盘和下磨盘就是不能友好相处，
更不要说出豆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原
来夏宇顺时针推磨了。在我们的督促下，夏宇
开始逆时针推磨，可仍然不见豆浆出来，这又
是怎么回事呢？哎呀，蔡竹妍忘了加水了！这
看似简单的制作错了哪一步都不行。我也想
去试试。我接过夏宇的磨盘把手，使劲地转动
磨盘，眼看磨盘上的胖黄豆要没了，夏宇急忙
打一勺子黄豆放在孔里，可谁知道豆竟然只倒
进去了一些，大半留在磨盘上，还险些与我的
转柄相撞。好不容易磨完了，在收拾豆浆时，
我和蔡竹妍配合不默契，差点将豆浆洒了一地
……豆子磨完了，还要过滤，辅导老师搭了个
架子，在四个角绑上纱布，再在纱布的底下放
上一个大盆，老师帮我们把用黄豆磨的浆倒在
纱布里，不停地上下搅动，那豆浆就被过滤出
来了，过了很久纱布里就只剩下豆渣了。老师
就把豆浆倒入锅中煮，奇怪的是煮豆浆居然不
用盖锅盖，辅导老师说，豆浆上面的沫是天然
的“锅盖”，真是大开了眼界。

很快豆浆煮好了，我赶紧拿出碗，盛了一
碗，放了些许糖，细细一品，味道好极了！比外
面买的更香更浓更正宗！

（指导老师: 郑夕清）

我惹恼了外婆家的老母猪
陵口中心校笋芽文学社 黄瑛

暑假里，我去安徽外婆家玩，竟被一头猪追得
到处乱跑……

那天，外婆告诉我，老母猪生小猪了。我很好
奇，直奔养猪的后院，赶紧去看个究竟。到了猪圈
前，我看见老母猪在圈内侧身卧着，刚出生的小猪
匍匐着排成了一排，个个嘴里含着奶头，有滋有味
地吃着奶。我数了数，一共有八头，五头白的，两
头黑的，还有一头黑白小花猪，特别可爱。过了一
会，小猪们都倚在老母猪的怀里睡着了。

我悄悄地溜进猪圈，轻轻抱起小花猪，用手抚
摸着它那光滑而又毛茸茸的身子，越摸越觉得小
花猪可爱，我情不自禁地把小花猪抱在怀里。谁
知，这下可闯祸了。本来躺着的老母猪突然站了
起来，气势汹汹地瞪着眼向我大吼，好像说：“快把
小花猪放下，否则就对你不客气！”我瞥了它一眼，
指着它的大脑袋说：“嗬！就你这样还敢跟我发脾
气？我偏抱，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越说越得意，
抱着小花猪跑出了猪圈，并顺手关上了门。这时，
老母猪冲了上来，用它那长嘴巴使劲儿地拱着
门。我逗引它说：“拱也没用，老实在猪圈里待着
吧！今天我非抱不可了，有本事你就出来啊！”我
的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老母猪竟然把猪圈
门拱倒了，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撒腿就跑。我想阻
止老母猪，便边跑边拾起路旁的一根树枝使劲朝
它扔去。这下更激怒了老母猪，只见它咧着嘴，龇
着牙，疯了般追过来。我怯了，只
好乖乖地放下小花猪，狼狈地逃
走了……这件事很快在村里
传开了，成了人们的笑
谈。 （指导老师：戎谷梁）

抓“战斗鸡”
新区实小六（7）班 黄诗奕

假日，爸爸带妈妈和我去安吉的“世外
桃源”玩。一到那儿，我便被那儿的风景所
震撼，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房子四面
环山，山连绵起伏，犹如一条巨龙在休息。
房屋旁就是大片的竹林，风儿吹过，满眼翠
绿。偶尔有几只飞鸟掠过，为美景增添了许
多生趣。晚上，听着风儿和竹叶的呢喃细
语，我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给我和爸爸布置了
任务：抓公鸡。不知不觉便到了偌大的养鸡
场，老爸教我如何赶鸡，其实很简单，就是跟
着鸡后面跑，而老爸在宽敞的鸡棚里等待鸡
的到来。我首先盯着一只小鸡，你别说它还
跑得挺快，我追着鸡在鸡场里跑了几个来
回，已筋疲力尽，豆大的汗珠从脸颊流下。
估计小鸡也是跑累了进了窝，哈哈，我在外
面把门一关，喜不自禁地哼着自编的小曲：

“终于抓到你了，小鸡炖蘑菇呀……”可是当
老爸一开门，说时迟那时快，那小鸡从我脚
边一溜烟跑了，我怒气冲天，喊道：“我好不
容易追到的鸡，你怎么把它给放了！”老爸平
静地说：“那只鸡太小了。”我只好放弃了目
标。

环视了一圈，我发现了一只鸡坐在地上
好久，正觉得好奇，却听“啵”一声，哇！我竟
然亲眼看到了鸡生蛋！老爸说：“看到那只
鸡没，那只鸡可以红烧吗？”“可以，当然可
以，但看样子，它好像是鸡中之王啊！”我瞪
大眼睛兴奋地说。“鸡有人跑得快吗？”话音
未落，“咻”一声跑了出去，那只鸡就像离弦
的箭一样跑得飞快，我毫不气馁追着它跑了
好几圈，终于来到了屋前，估计那只鸡是没
刹住，自己冲进屋子，它也没想到屋里还有
一个人——老爸。老爸在屋里抓了一会，只
见门开了，手里的鸡在“喔喔”直叫，无意间
看到老爸身上还粘着两根鸡毛。我和拎着
鸡的老爸得意洋洋地来到老妈面前，爸爸自
豪地说：“战斗鸡给你带来了！”

看着老爸那滑稽样，我和妈妈相视一
笑，笑声回荡在屋里，是那么的温馨、甜蜜。

（指导老师：邹红梅）

热爱、关爱、友爱
——《布罗镇的邮递员》读后感
正则小学四（3）班 贾文阳

我们每个人梦中一定都会有这样一片
美丽的森林：阳光灿烂，蓝天一望无边，像令
人心旷神怡的湛蓝湖面；天空中飘着朵朵白
云，像一团团洁白柔软的棉花糖；快乐的鸟
儿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开热闹的演
唱会；森林里到处长着高高低低、形态各异
的大树；地上小草绿得发亮光，惹人喜爱；在
碧绿的小草中开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花，种类
繁多，有杜鹃、牡丹、郁金香……；泉水清澈
见底，缓缓地流动着；五颜六色的蝴蝶们在
花间飞来飞去，跳着欢快的舞蹈；毛茸茸的
松鼠正在和机灵的猴子玩捉迷藏的游戏；一
群小兔子在草地上散步，它们有的说话，有
的上蹦下跳，别提多开心了；美丽的梅花鹿
们在比赛跑步；可爱的小刺猬正在和棕熊比
赛下棋……可是，在《布罗镇的邮递员》这本
书中，森林很阴暗很恐怖，人们不敢靠近
它。每个带着“凶器”进去的人，都会掉进陷
阱，遍体鳞伤，要不然就是两三天都不能从
森林里走出来，音信全无。

直到有一位叫阿洛的邮递员，他因为
给松鼠先生送信，结识了森林里很多的朋
友，有雪狐、大力熊、刺猬……同时，他也知
道了为什么人们来到这片森林里就会遇到
危险，而自己为什么从来都可以来去自如，
没有任何危险。在一次森林灾难中，阿洛帮
助大家和好，人和动物互相认识、互相接触，
并且互相谅解了对方。在阿洛的提议下，布
罗镇改名为“森林小镇”，人和动物成了好朋
友。

《布罗镇的邮递员》这本书告诉我们：
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我们应该和它们和睦
相处，不要互相伤害，否则到头来，受伤害的
是我们自己。同时告诉人们，我们要热爱我
们的美好生活，珍惜美好的环境，要关爱他
人、友好相处，做一个善良的、有爱心的
人。

（指导老师：傅玉兰）

我的好外婆
实验学校三（5）班 姚林辉

我有个好外婆，虽然她年事已高，但是，
她有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在她的眼神
中，我能感受到她对我深深的爱。

有一天放学，外婆来晚了，我就和同学
走小路一起回家了，外婆没能接到我，就在学
校到回家的大路上跑了好几个来回，急得满
头大汗，眼泪都流了下来……等她找到我的
时候，她的脸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了。原以为外婆会打我或骂我，但她看到我
的时候，一把把我紧紧抱住，连声跟我说：“对
不起！我来晚了，保证以后不会接晚了！”看
到外婆这么着急，我心里也很内疚。其实，这
都是我调皮造成的，外婆送我上学的时候都
会跟我说，万一她来晚了，我就在校门口等着
不要乱跑……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外婆对
我的感情是多么深啊！

外婆，你真好！我爱你！

校园记者风采校园记者风采
大家好！我是陈馨，

是实验学校五年级（5）班
的一名学生。我留着短
发，长着一张瓜子脸，大眼
睛，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
高鼻梁，最有特点的要数

我的嘴巴了——我的嘴巴
“蕴藏”着丰富的表情，高
兴时，撇撇嘴，扮个鬼脸；
生气时，撅起的小嘴能挂
住一个小油瓶。我还喜欢
交朋友，不管年龄比我大
还是比我小，学习差还是
好，只要人品好，我都愿意
和他们成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