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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乐的奶奶
华南实验学校三（9）班 于峻泽

我的奶奶今年 65岁了，她美丽活
泼，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老有所乐。

奶奶个子高高的，皮肤白里透红，
一点皱纹都没有，眼睛又大又圆，看书
看报时戴着一副眼镜，显得很有文化。
眉毛还文成了现在最流行的“一字
眉”。她的嘴唇经常涂着中国红，非常
显眼，牙齿整齐洁白。她的发型是爆炸
式的方便面短发，还染成了棕色呢。奶
奶还是一位时尚达人，穿着讲究，每次
穿上新衣服都要我当小评委。最近迷
上了戴五颜六色的丝巾，在我眼中奶奶
就像一位貌美如花的少女。

奶奶爱好广泛，尤其热爱音乐。她
是位舞林高手，擅长交际舞，还收了不
少徒弟呢。她还喜欢吹葫芦丝，一有空
就练习，现在能吹好多曲子了。这几年
奶奶又爱上了唱歌，以前只是在家全民
K歌，每周二约几个朋友到KTV唱歌，
现在被选入了丹阳老年合唱团，说不定
还能参加丹阳春晚呢！为了海选成功，
她全心全意地参加排练，这几天生病了
也坚持不懈地练习，所以连接送我上学
的事情都交给外公外婆了。

我的奶奶充满正能量，我觉得离了
她地球就不转了。

（指导老师：黄玉红）

孙大圣外卖人参果
实验小学三（8）班 李熙媛

传说齐天大圣孙悟空西天取完经
后，在天宫里待了一万八千年，如今已
经待腻了，想去人间看一看。孙大圣一
个筋斗云就来到了人间，他闲逛一圈，
惊喜发现，现在祖国大地一派欣欣向
荣，人们生活蒸蒸日上，不愁吃不愁喝，
要啥有啥，而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
健康状况。他计上心来：我何不与五庄
观镇元子老兄联手把人参果带回花果
山，卖个好价钱，赚点钱花花？

好个孙大圣，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
兄弟情义立马就和镇元子谈妥了，摘了
一大箩人参果来到人间。“卖人参果喽，
吃了长生不老的人参果！”孙大圣一吆
喝，周围的人群立马沸腾起来，大家纷
纷掏口袋，刷微信，扫支付宝……满满
一大箩的果子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抢
而空。“真没想到生意这等火爆！”孙悟
空欣喜之余增添了烦恼，“人参果可是
仙家珍品，好卖却不好结啊！”孙悟空架
起筋斗云一瞬间就来到了五庄观，还邀
来了观音菩萨，一起商量起来。

“嗯，这是好事，这是造福老百姓的
大好事，”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双手合
十，喃喃讲道，“我们必须把好事办
好！”

“人参果生长期虽然很长，但是我
们可以大面积广泛种植，并且向水稻专
家袁隆平请教进行品种改良，缩短生长
期。”镇元子计上心来。

果然，在大伙的辛勤劳作下，人参果
获得了大丰收！看着堆积如山的人参
果，老孙又犯愁了：“这么多的人参果保
鲜是个大问题，得尽快送到客户手里！”

这天，他突发奇想：“现在不是‘互
联网’购物吗？我也要开网店，这样不
仅客户更广，挣的钱也会更多……好！
就这么办了！”

一家名为“猴哥水果”的网店开张
了！齐天大圣拔了一把汗毛，使出“分
身术”，嚼嚼，“噗——”成千上万的快递

小猴出现了！快递小猴一个个架
起筋斗云，向千万家客户飞去！
人们都以最快的速度收到了人
参果，还额外获赠一颗人参果种

子呢！从此，成千上万的订单像
雪花一样“飘”到孙悟空的电脑上，

他整日里忙得喜不自胜……
（指导老师：吴建方）

穿越的故事
新区实验小学六（11）班 郦文萱

有人想像彼得·潘一样在天空中飞
翔；有人想像美人鱼一样，在大海中穿梭；
还有人想像坚定的锡兵，过一段凄美的爱
情生活……我也想拥有一个神奇的超能
力，比如穿越。

有一次，我真梦见自己穿越了，来到了
宋朝。刚来到那儿，发现兵荒马乱的，心脏
都要跳出来了。正想着，不小心撞到一个
人。这人身披铠甲，头戴军帽，好像一位身
经百战的英雄人物。我忙上前道歉：“对不
起，冲撞了您。”“没关系，小姑娘。”我抬头
一看，果然是一位大将军，满天的繁星映衬
着他的脸庞，显得和蔼可亲。“小姑娘，怎么
称呼？”他笑问。“我叫郦文萱，您叫什么
呢？”“我叫辛弃疾，郦文萱。”我暗暗吃惊，
这不就是我仰慕已久的爱国大诗人嘛！他
继续说道：“小姑娘，我刚写了首词，念给你
听听好不好？”我连说了三个“好”，他念道：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
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
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
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我沉思许久，问道：“这可
是您所幻想的世界？”他笑问：“你从哪里得
知？”我回他：“现世早已没有这种世外桃
源，但有人在内心建立了这种世界，从而支
撑自己。”他仍然笑说：“半对。”我正要追
问，哪知惊醒了……啊，要是真能穿越那该
有多好呀！ （指导教师：吴红伟）

汤圆——我的最爱
行宫中心小学六（1）班 刘亚情

天下美食有很多，而我最喜欢吃的
美食很简单，就是汤圆。

汤圆不仅味道好，看相更好。白白
的皮，黑黑的馅，—个个圆圆的汤圆在放
入锅里煮时伴着热开水，绿色的香菜散
落其间，真是令人垂涎三尺。

汤圆的做法很简单。首先往糯米粉
里加水，搅拌均匀，经过揉、敲、搓、拍等

“酷刑”之后，糯米团就变软了。然后，把
自己爱吃的馅准备好。把糯米团切成小
小的正方形，一个个弄平，再放上馅，包
好。把水烧热，将包好的汤圆放进去。
煮好后，就可入碗。咬下去，香甜可囗，
油而不腻，白白的汤圆洁白晶莹，滑糯爽
口，汤清味美。细嚼慢咽，一阵淡淡的芝
麻香从嘴里飘出，真是太好吃了，真是百
吃不厌。

汤圆，意味着一家人团团圆圆。我
每一次吃都很开心，所以我叫汤圆“圆开
心”。

（指导老师：陈雪平）

“一饭千金”有感
横塘中心小学六（4）班 胡煜

这几个星期，同学们都接到一项
特别的学习任务，就是在班级微信群里
讲成语故事。

如今，我一共学习了近一百个成语
故事了。在这么多故事当中,我最喜欢
的是“一饭千金”：主人公韩信在当大将
军之前生活很艰苦，经常食不果腹。有
一次，一位在河边洗衣的老妈妈看韩信
快饿死了，就带他回家给他做了一顿饭
吃。后来韩信封侯，他没有忘记这位老
妈妈，找到她并再三感谢，并且回报她
一千两黄金。

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很感慨：受
他人恩惠要铭记于心。困难的时候即
使一点点恩惠也是很可贵的，等到有能
力的时候就应该重重地报答恩人。这
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一个道
理。

在微信群里讲成语故事、听成语故
事，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知识，还明白了
很多道理。

（指导老师：袁振华）

母爱是一轮暖阳
麦溪中心小学五（2）班 唐子昱

你听，妈妈又在喊了：“宝宝，我亲
爱的宝贝，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真
肉麻，可我百听不厌。

记得小时候，那时我还不会洗头，
于是母亲那慈爱的双手在我的头上细
细地轻轻地搓揉着，那柠檬味的洗发露
散发出扑鼻的香气。偶尔，打结了的头
发会弄疼我，母亲会仔细地解开，头上
的每一根头发都得到了母亲双手的“爱
抚”。每次洗完头，阳光照在头发上，暖
暖的，头发在阳光下泛着光泽、散着清
香。看着母亲在那忙前忙后地清理浴
室，我心中总会泛起涟漪：母亲啊，何时
我也能为你梳洗那青丝白发？

母亲的爱犹如暖阳，每天照耀着
我，让我茁壮成长。

（指导老师：袁炳清）

我长大了
丹凤实验小学四（1）班 尹天赐玉

“叮铃铃……”放学了，今天天气
似乎不太好，北风“呼呼”地吹啊吹啊，
不一会儿，就“哗啦啦”下起了大雨。没
带雨伞的我，只好头顶帽子，脚踩“浪
花”，一边看着校内的风景，一边在雨中
疾走。“呼……呼……”风像一条皮绳，
不停地打在我身上。看来顾不得欣赏
美景啦，我便裹了裹衣裳，飞奔回家。

我拖着沾满泥的鞋回到家，打算去
写作业。突然，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打
断了我的思绪。正当我想抱怨时，脑海
中突然浮现：以往每当下雨，爸爸都把
窗户关起来，以免雨水打到家里。现在
爸爸妈妈都还没有下班，于是，我只用
了“0.5秒”的时间上楼关了窗，再用了
孙悟空翻筋斗云的功夫关上了楼下的
窗。餐厅可能有点麻烦了，窗台已经被
雨水打湿了，我还得拿几包餐巾纸来

“抗洪救灾”……这时，爸爸妈妈回来
了，露出笑意，都说我是“好孩子”“长大
了”。

原来，这就是长大啊！

家乡的运河
云阳学校四（3）班 贾懿哲

波光粼粼，白浪翻滚，波涛汹涌
……这些词构成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运河。

清晨，踏着晨曦，我们来到运河
边。满天的朝霞均匀地洒在这一片刚
刚还是一块大黑布的运河之上。东升
的太阳送走了皎洁的月亮。运河在太
阳的衬托下，格外迷人。在这儿，谁也
不叫喊，似乎万物都在沉睡着，只有路
边几个赶早的渔民正在准备又一天的
出航。朝霞、东日、晨曦，一幅和谐的
画。

中午，踩着微风，我们来到运河
边。火红的太阳笼罩着运河，水面银光
闪闪。一艘艘货轮满载着货物迟缓地
航行在波光粼粼的运河上；几只灰色的
鸟儿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河面低低
地掠过，像一位得意的飞行员；浪花是
一位神秘的客人，趁你不注意，不知不
觉地溜到你的眼前，将轮船背到身上，
可真是个大力士！鸟儿、轮船、浪花，一
幅热闹的画。

傍晚，迎着夕阳，我们来到运河
边。落日的余晖铺在运河上，犹如抹了
一层金黄的蜂蜜，金灿灿的。那满载而
归的渔民露出收获的喜悦，得意的脸上
更亮了，慢悠悠地回到了港湾。运河热
闹了一天，疲倦了，便不再歌唱……夕
阳、归舟、余晖，一幅温馨的画。

古往今来，多少鱼虾蚌螺在运河里
生息繁衍，多少渔民在白浪间留下他们
的行迹！干旱时，它滋润了万顷良田；
洪灾时，它又排水泄洪，守护一方——

“月是故乡明，花是故乡芳，水是故乡
清，人是故乡亲……”听！那港湾里传
出动听的歌。

（指导老师：景琳玲）

我又想您了，
曾祖母！
练湖中心小学六（2）班 林佳欣

曾祖母，您永远离开我的那天，天
气也跟今天一样，狂风大作，大雨滂
沱。此后，每当遇到这种天气，我就格
外想您。

曾祖母，您还记得那个夏天吗？傍
晚，树荫下，我坐在您的大腿上，您很有
节奏地为我打着蒲扇。明晃晃的太阳
慢慢走到了山顶上空，转眼间变成了酒
红色。您指着天上的云彩对我说：“看，
这就是织女织的锦。”我好奇地问道：

“织女是谁？”于是您便给我讲了《牛郎
织女》的故事……

您说，一个人去世了，他就会变成
一颗星星升到天上去，为人间照明，而
那些从天空上划过的流星就是派来接
人上天的使者。我抱住曾祖母，难过极
了，说：“我不要您变成星星！”您亲亲我
的脸颊，笑了。

记得一次下大雨，您撑着伞，顶着
风来幼儿园接我回家。您手中的伞已
经被风刮得变形了，还发出了“滋啦滋
啦”的声音，好像随时会散架。您每走
一步都非常艰难。望着瘦弱的您，我紧
紧地贴着您的背，搂着您的脖子，真害
怕大风把您和我一起刮走。

回到家，您顾不上头上的雨水，拿
着干毛巾在我的头发上仔仔细细地擦
了一遍，关切地问我：“身上有没有淋到
雨？”这时，我清楚地看见您的下半身湿
透了。我的眼睛瞬间湿润了，立刻跑去
厨房冲了一包板蓝根。当您看到我端
着板蓝根汤时，您的脸上满是惊喜，两
只眼睛像星星一样，亮亮的。曾祖母，
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发誓长大后一
定要好好报答您。

你走后，每到夜幕降临，我总喜欢
遥望星空。曾祖母，每当这时，我的内
心温暖而平静，我知道您已化为星星，
正在天上看着我，祝福着我，护佑着
我。

曾祖母，门外雨仍在下着，我多么
希望能再为您端一次汤，让您暖暖身子
啊！

（指导老师：邱年芬）

寻笔风波
界牌中心小学六（1）班 杨佳

那天大课间，我们都在安静地写作
业。突然，吴娟的叫声打破了这难得的
宁静。张俊杰问：“哎哟，怎么了？”吴娟
含着眼泪说：“我把最心爱的笔弄丢了，
那是我花了3块钱才买到的！”张俊杰的
双胞胎哥哥张俊豪也来帮腔：“不就一支
笔么，大不了再买一支呗，刚才都快吓死
我了。”我赶紧说：“大家就别在这儿看热
闹了，快点帮吴娟找找笔吧。”说完，大家
都去帮吴娟找笔了。不管是教室的角角
落落，还是每个同学的桌子底下，都没有
找到吴娟的笔。吴娟都绝望了，忍了很
久的泪水终于涌了出来。突然，我的脑
子里蹦出了一个想法，赶紧说：“吴娟，你
先别哭，越是被我们忽视的地方，越可能
是笔所在的地方。你快找找衣服周围，
是不是有笔。”听了我的话，吴娟立刻开
找。果不其然，一下就找到了！这小小
一支笔就落在吴娟的外翘的衣服上。看
到吴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也笑了
起来。

（指导老师：王建辉）

难忘的一次生病
实验学校三（4）班 朱与峥

五岁那年，我远离父母，跟随姥姥、
姥爷来到了美丽的海南岛五指山市度
假。在那里，我就像是一只快乐的小鸟
自由自在地在温暖又美丽的地方玩耍
嬉戏。我还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有河
南的万奶奶、天津的刘婆婆、重庆的丹
丹和她的姥姥、姥爷……我们都住在一
幢楼里，就像一家人一样。

记得那一天，我太贪吃了，一口气
吃了一大包巧克力棒，结果半夜肚子
疼。姥姥姥爷连夜把我送到了五指山
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没什么，只说吃坏
肚子而已，配了一点药，就可以回去
了。可肚子持续隐隐痛了一夜，天亮了
仍不见好转，姥姥、姥爷看着我难受的
样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
好。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牛
牛他姥姥，今天早上怎么没见你去早锻
炼啊？”原来是万奶奶来了，姥姥赶紧打
开门，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万奶奶。万奶
奶听了连忙安慰姥姥：“别着急，你等
着，我去问问刘婆婆有什么办法，她退
休之前可是医生呢！”不一会儿，万奶
奶、刘婆婆、丹丹和他的姥爷都来了，原
来他们听说我病了，都来看望我。万奶
奶带来了肚脐贴，丹丹和她的姥爷特地
去药店买了开塞露，刘婆婆不仅带来了
四磨汤，还帮我按摩肚子，真是“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不知道是医生的药起了
作用，还是他们的办法见了效，总之，没
过多久，我的肚子竟然渐渐好起来
了。

肚脐贴，开塞露，四磨汤，虽然都是
一些不起眼的东西，但是他们对我的关
爱犹如太阳，无限温暖，让我感受到人
与人之间最真、最善、最美的真情。

（指导老师：壮雅琴）

琵琶，
我最亲密的伙伴
正则小学四（3）班 杭灿

每天晚上，我总要抱着它，弹上半小
时，它用优美的音乐回应我。它，就是我最
亲密的伙伴——琵琶。

记得是在幼儿园大班的那个暑假，我
开始学琵琶。那时，我还不懂事，一听说妈
妈要给我报“琵琶”兴趣班，我就想：“琵琶
是什么？是水果店里卖的枇杷吗？黄黄
的，甜甜的，我喜欢吃！”我兴奋起来。我一
边催着妈妈给我报名，一边幻想我大吃特
吃的情景。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琵琶是一种弹拨
乐器，才不是什么吃的东西呢！也正是在
那时，我才了解到琵琶的难度，还有琵琶老
师的高要求。记得有一次，琵琶老师觉得
我的泛音不好听，就耐心地指导我。可是，
我的手就是不听话，弹出来的泛音，沉闷，
呆板。我心里又急又恨，眼泪就像断了线
的珍珠扑簌簌地掉下来。回到家，我趴在
床上，心里不断鼓励自己：我能行！于是，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又开始练琴……

练琴的日子里，充满了艰辛，但我用毅
力去挑战它；夏天，衣服穿得少，琴又重，大
腿被压出了深深的印痕，我坚持着；冬天，
手指都僵硬了，我还是坚持着……琵琶也
似乎读懂了我的勤奋，我的刻苦，我的坚
持。于是，它的琴声越来越悦耳，越来越流
畅，越来越灵动！我越来越喜欢琵琶，每天
晚上练完琴，我小心翼翼地把它装在琵琶
盒子里，放在我的床头，伴我入睡。

开心时，我弹《采蘑菇的小姑娘》，活泼
的旋律似“大珠小珠落玉盘”；悲伤时，我弹
《大浪淘沙》，幽怨而又坚强的情感，从琴弦
上流淌，真是“别有忧愁暗恨生”；学校举行
十岁成长仪式，我和同学们齐奏《故乡的太
阳》，高亢雄浑，用“银瓶乍破水浆迸，铁剂
突出刀枪鸣”形容，真是太恰当了！

琵琶给我带来了一串串的成绩：在丹
阳市举办的“阳光下的花朵”少儿才艺大赛
中，我获得了琵琶儿童甲组的第一名！今
年暑假，我通过了琵琶七级，并且得到了良
好！我抚摸着琵琶，心里默默地说：“好琵
琶，谢谢你！鲜红的证书里有你的功劳！”

（指导老师：傅玉兰）

百善孝为先
司徒中心小学五（4）班 李博文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我们家的
家风之一。晚辈孝敬长辈是理所应当的
事，我们只有在长辈的谆谆教导之下，才能
健康成长。

在记忆里，是妈妈教会我怎样孝敬长
辈、怎样礼让长辈的，比如我们在路边看到
有人摔倒了要帮忙，在公交车上看到有老
人要懂得把座位礼让给他们……记得有
一次，那时我还很小，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
吃饭，妈妈把好吃的都夹给了爷爷奶奶，我
有点生气，就跟妈妈说：“你为什么不夹给
我吃，我也想吃啊。”妈妈摸摸我的头，说：

“你要懂得孝敬长辈，你的爷爷奶奶很辛
苦，难道你要和他们抢东西吗？”我听了连
忙摇头，对妈妈说：“对不起，妈妈，我知道
错了，我以后不会了，以后也会先夹给爷爷
奶奶吃。”

还有一次，我家隔壁的一个小孩为了
一件小事跟父母吵架，被我及时阻止了。
当时我把他拉到一旁，很耐心地告诉他：

“要尊重长辈，这是一种品德，这是我妈妈
教育我的。以后都要靠我们把这种美德传

承下去的啊。”隔壁小孩听了我的话，心
悦诚服地点了点头，诚恳地向父
母道了歉。

我们每一个人要懂得孝
敬父母，尊重长辈，这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指导老师：张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