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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实验学校 四（3）班 武蕊

又是一个绿意盎然的春天。不
知不觉中，我已经离开家乡四年了，
这个春天，我终于回到了平凡的故
乡。我的故乡变了，变得更加美丽，
更加富饶了。

马路边的鲜花全都开了。有桃
花、迎春花、山茶、紫玉兰、蝴蝶兰、
紫荆等等，真是繁花争艳。一丛丛
鲜嫩葱绿的小草把头从泥土里钻出
来，好奇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在田野的旁边有几条清澈见底的小
河，小河里有许许多多的小鱼游来
游去。

田野里更是美丽、清新。放眼
望去，满满都是绿色的小麦，一看就
让人忘掉所有的痛苦与烦恼。

一阵阵春风从我身边吹过，让
我想起小时候与兄弟姐妹几个人一
起去摘野草莓的情景。我们在吃完
饭后，我的好朋友吴可爱拉着我们
去小山坡上摘野草莓。

跑到小山坡上以后，那嫩嫩的
绿叶下躲着一个个水灵、可爱、鲜红
的小草莓，我拿着一把剪刀把草莓
连着茎剪下来，然后放在袋子里。
我们一路向前，前面的野草莓越来
越大。我们不知不觉的，竟然从这
个村走到了那个村。这时，后面传
来一声声呼唤，回头一看，外婆手中
拿着一根柳条生气地喊着我的名
字。我们吓得一起跑到了没人住的
小破屋里。因为这是外婆第一次对
我发火，所以我很害怕。这时我拉
着好朋友战战兢兢地说：“还要去摘
野草莓吗？”“当然！”吴可爱坚决地
说。我的胆子顿时壮了，和外婆捉
起了迷藏。当然，回到家免不了一
顿揍。

我十分喜爱这些美好的童年回
忆，也更加喜爱我的故乡，我希望我
永远拥有着这些回忆，也希望身边
的人能一直活得开心快乐、事事如
意。

（指导老师：王春华）高铁的自述
丹凤实验小学 四（1）班 林子涵

大家好，我是中国标准动车组
——复兴号，我具有中国完全自主研
发的知识产权。我披着银白色的大
衣，腰间飘扬着红色的彩带，整体呈
光滑的流线型，显得落落大方。

当你踏上我车身那一刻起，你就
会感觉这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座
椅之间的间距比较大，很宽敞，很舒
适。车厢座位号是LED显示屏，里面
飞速滚动着我的速度，时速最快可以
达到400千米每小时。如果你在车
窗旁倒立放一瓶矿泉水，行驶几个小
时都不会晃动，可见我行驶得多么平
稳。我身上的 WiFi 网速也是很快
的，比家里的不知快多少倍呢。说到
这，你想不想坐着我，走遍中国呢！

原来相隔遥远的两地之间变得
可以在一天内往返，曾经漫
长辛苦的旅途变得短暂而舒
适。这是我们高铁给生活带
来的改变，这让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变得如此简单，让
那些远方的亲人朋友不再遥
远。

高铁不断发展，科技不
断进步，我们满怀欣喜之情
迎接美好的未来！

（指导老师：范婷炜）

我爱露珠
吕城中心小学 三（1）班 郭禹涵

我喜欢露珠，喜欢它那迷人的身
姿，也喜欢它无私奉献的心灵。

秋日的清晨，我来到郊外散步，在
万丈霞光中，那细长的草叶上闪动着
无数颗晶莹透亮的露珠，它像夜空中
璀璨的繁星，像草叶上嵌满了钻石。
花瓣上的露珠则像一颗颗夜明珠，散
发出迷人又灿烂的光芒。这就是极普
通又被人们所喜爱的露珠。无数颗水
晶般的露珠映着黎明时的太阳，闪闪
发亮。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小草摇晃
起来，许多的小露珠都滚落下来，掉在
地上，浸湿了泥土……

虽然露珠身体很小，生命也很短
暂，但它的一生却是不平凡的。当夜
幕笼罩大地的时候，它就像慈母用乳
汁哺育婴儿一样滋润着植物。它白天
隐身于空气之中，夜晚又无声地辛勤
工作。它不像台风、暴雨那样炫耀自
己的威力，不像冰雹那样对一切都残
酷无情。它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树
木、庄稼，而对它们却无所苛求。

露珠多么像我们敬爱的老师，植
物就是它的学生。“老师”把自己所有
的心血都用来哺育“学生”。

我爱露珠，虽然它没有钻石那样
闪亮，没有水晶那么晶莹，也没有群星
般璀璨，但它那无私奉献的精神却是

这些东西远远比不上的。
（指导老师：陈秋香）

第一次上电视
实验小学 二(2)班 王嫣然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活动就是
前不久我“上电视了”！

盼呀盼，终于到了去丹阳电视台录
制情景剧《满江红》的日子，学校包了一
辆大巴车送我们去，不知怎么的我一坐
上大巴车就开始紧张，我怎么感觉车子
开得好慢呀，好不容易到了丹阳电视
台，一进门气派的演播大厅就把我震撼
了！因为下午才要表演，我们一上午就
一直在排练 ，为了能展现自己最好的
一面，小伙伴们一个比一个认真，我也
丝毫不敢放松，虽然已经排练得很累了
……终于要轮到我们上场了，我的心里
像有一面小鼓，咚咚地敲个不停。赵老
师鼓励我们说：“加油，你们是最棒的！”
于是我昂起头快步地走上场，好奇怪，
我表演着表演着觉得紧张突然就消失
了，我们很顺利地演完了，赵老师为我
们竖起了大拇指！

看来上电视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
只要你用心去做就一定会成功！以后
我再也不怕表演了，我要珍惜每一次展
现自己的机会，大胆地展示自己！

（指导老师：吴亚静）

米老鼠“买礼貌”
蒋墅中心小学 四（1）班 郭欣楠

在这个村庄里，米老鼠是最没有
礼貌的孩子，小伙伴们都不愿意跟他
一起玩耍。为此，米老鼠妈妈很是着
急。

有一天，米老鼠妈妈叫米老鼠去
“买礼貌”。米老鼠就高高兴兴地去牛
伯伯开的商店里“买礼貌”。到了商
店，米老鼠大叫道：“牛伯伯，我要‘买
礼貌’！”牛伯伯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对不起米老鼠，我这没有礼貌卖。”听
后，米老鼠便失落地回去了。

回到家，米老鼠伤心地对妈妈说：
“对不起妈妈，我没有买到礼貌。”妈妈
开心地说：“孩子，你已经买到礼貌
了。”“那牛伯伯怎么没有收我的钱
呢？”米老鼠疑惑地说，“我要马上送钱
去。”米老鼠找到牛伯伯说：“牛伯伯，
我从您这买到了礼貌，您没收我的钱，
我现在把钱送来了。”牛伯伯笑着说：

“不，我不应该收你的钱，因为你没有
从我这买到礼貌，这个礼貌是你自己
学会的呀！”“谢谢您，牛伯伯！”米老鼠
高兴地说。

回到家后米老鼠对妈妈说：“妈
妈，从今以后我都要做一个懂礼貌的
孩子。”“好，我相信你！”妈妈笑着
说。

从此，米老鼠对待任何人都很有
礼貌，小伙伴们也个个都愿意和他一
起玩耍了。

（指导老师：贺卫芬）

我心中的机器人
折柳中心小学 四（1）班 田冬禾

时间进入22世纪，人类的科技全速
发展。下午放学，我刷一下门卡，进入家
门。

“过来，给我一包薯条！”嘀——嘀
——嘀——“主人，请慢用。”只见“家庭主
妇”手拿一包薯条，恭恭敬敬地递给我。
你可能会以为“家庭主妇”是一个人，NO，
它是我新发明的机器人。“家庭主妇”身高
165厘米，扎着长长的麻花辫，腰上围着
一个围裙，它有一颗圆圆的小脑袋。别看
它的脑袋小，里面可装着各种各样的程序
呢！遇到主人提出的要求和各种突发事
件，它就会启动各种响应程序，随机应变
地提供服务。

“家庭主妇”看似简单，其实功能齐
全。举个例子，比如爸爸妈妈因为上班太
忙碌，没时间照顾孩子，没关系，交给“家
庭主妇”来完成。你不必担心父母和孩子
由于长时间不见，感情会淡化，我为了防
止这个，特意在机器人的脑袋里安装了模
仿大脑，可以模仿父母的动作和声音，让
孩子觉得它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你可
能还会想：机器人是否会弄疼孩子？你也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机器人身上安装
了高仿真橡皮，孩子躺在机器人的怀抱里
既温暖又舒服，“家庭主妇”还会催眠孩
子，让孩子更快地睡着。当然，像做饭这
样的家务活，是“家庭主妇”的拿手活，主
人下班晚了，不想做饭，只要你说出你想
吃的东西，不一会儿，一桌美味可口的饭
菜就呈现在你的眼前。还有打扫卫生、拖
地、买菜、洗衣服……它样样精通。

“家庭主妇”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不要
充电，只要将它置于阳光、月光、灯光下，
它就会精力充沛。

这就是我发明的机器人——“家庭主
妇”，有了它，你家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家庭
主妇。

（指导老师：江琴）

画鼻子
华南实验学校 三（9）班 贡毅恒

今天，黄老师叫“小画家”孔燃
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小姑娘可美了，扎着两条乌黑发亮
的小辫子，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
张樱桃小嘴，穿着一件美丽可爱的
连衣裙，还穿着一双黄色的高跟鞋，
可美中不足的是她没有鼻子。她好
像在说：“小朋友们，快帮我添上一
个鼻子吧，不然我就呼吸不了新鲜
空气了！”黄老师说：“谁来给小姑娘
添鼻子？”教室里顿时成了小手树
林。大家都跃跃欲试地想帮助小姑
娘画鼻子。

袁帅成了第一个“幸运儿”，他
戴上眼罩，我想：他眼前一定一片漆
黑。他在原地转了三圈，晕头转向
地一路摸索着走到了讲台前。黄老
师塞给他一支黄色的粉笔，我们都
为他捏了一把汗。他走到黑板前，
不知道在哪画鼻子，急得抓耳挠腮，
不知道如何下手。终于，他鼓足勇
气在小姑娘的身体外面画了一个鼻
子。同学们哄堂大笑，有的手舞足
蹈，有的拍打桌子，有的捧腹大笑
……

好多同学都上台给小姑娘添鼻
子，可都没成功。他们有的画到了
头发上，有的画到了嘴巴上，有的画
到了脸上……

最后一个是孟雨畅上场了，我
拭目以待，她会不会成功呢？只见
她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毫不犹豫
地在中间画上了一个小巧玲珑的鼻
子。孟雨畅成功了！一阵阵热烈的
掌声响起。

通过这个游戏我们知道了一个
道理，我们遮眼添鼻子都那么难，可
见盲人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啊！我
们一定要帮助盲人。

（指导老师：黄玉红）

捏鸡蛋
麦溪中心校 五（2）班 王承媛

我一直以为鸡蛋壳这么薄，肯
定一捏就碎了，可是人们又说鸡蛋
壳捏不碎。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人
们会这么说呢？眼见为实，我决定
亲自试一试！

放学回家完成了作业，我就从
厨房拿了一个鸡蛋，为了防止鸡蛋
碎了弄脏地面，就拿了盘子放在地
上准备接受捏碎的鸡蛋。准过工
作做完了，我就开始实验了。先是
手握鸡蛋轻轻地一捏，没碎？心
想，这鸡蛋的确有点硬啊，我得加
把力气试试看，于是我闭上眼睛，
用劲一捏，结果还是没有碎！心里
很是纳闷，鸡蛋真的这么硬吗？就
在这时候妈妈回来了，看见我手里
拿着鸡蛋，就问：“你手里拿着鸡蛋
干吗？”我心有不解地说：“我在做
一个捏鸡蛋的实验，平时看这鸡蛋
壳这么薄，为什么捏不碎呢？”妈妈
笑着对我说：“鸡蛋之所以捏不碎，
是因为蛋壳里的这些液体会把蛋
壳所受到的力均匀地分散到蛋壳
的每个地方，会使整个蛋壳均匀受
力，这样很难捏碎了。”我似懂非懂
地看着，心里有点不相信，妈妈也
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不信你把鸡
蛋敲个小洞，把蛋清和蛋黄用针筒
抽掉，再捏。”于是我按照妈妈所说
的方法，先把鸡蛋敲了一个小洞，
然后用针把蛋清和蛋黄全部抽掉，
最后轻轻地一捏，啪！鸡蛋不堪一
击，果真碎了！

经过两次实验，我终于明白
了，原来大自然比我想象中的更有
趣了! （指导老师：袁炳清）

神奇的月亮
新区实验小学六（11）班郦文萱

天上的星星真多，它闪烁的光芒
与月光融合在一起，轻轻柔柔地洒在
我们身上，给人一种清幽旷远的感
觉。古人曾赞叹皎洁的明月与无数的
繁星。曹操说：“月明星稀，乌鹊南
飞。”李白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
间。”在这明月中，还有着一段故事
呢。

从前，有个人名叫后羿。那时，天
上有十个太阳，晒得庄稼颗粒无收。
这时，后羿挺身而出，一连射下了九个
太阳。没过多久，后羿就与一位叫嫦
娥的美丽女子成亲了。成亲后，后羿
得到了一丸长生不老药，他的一个徒
弟逢蒙知道了，就趁后羿不在，冲进他
家，逼嫦娥交出长生不老药。嫦娥为
了不让他祸害百姓，便吞下长生不老
药，飞到月亮上去了。

就在这时，有个叫吴刚的也上了
月亮。嫦娥是迫不得已，吴刚又是为
什么呢？原来，吴刚在地上时，随一位
仙人学艺，结果他却非常贪心，直接向
仙人要长生不老药，仙人一生气，就叫
来一朵云，将吴刚送到月亮上去了。
幸亏有嫦娥与他作伴，不过，他要终年
伐月亮上的树。

听了这两个故事，你是不是觉得
月亮很神奇呢！如果你住在一个美丽
的农村，在静静的夜晚，坐在葡萄架
下，拿着麦秆扇，可能还会看见月亮上
的广寒宫，听见吴刚伐木的声音呢。

（指导教师：吴红伟）

妈妈的帽子
实验小学 二（8）班 樊雨果

我有一个美丽的妈妈。她那
又大又明亮的眼睛很美。她那挺
拨的鼻子很美。她那红润的嘴唇
很美。但妈妈最美的是她那数不
清的帽子。

她每次来学校接我放学都会
戴一顶很有个性的帽子。

妈妈戴了一顶圆顶帽，小朋友
说：“哎，樊雨果，你妈妈是不是一
位画家呀？”

妈妈戴了一顶鸭舌帽，小朋友
对我说：“你看，你妈妈今天多酷
呀！”

妈妈戴了一顶毛球帽，小朋友
又说：“哇，樊雨果，那个大姐姐是
不是你妈妈呀？”

小朋友们都喜欢妈妈的帽
子。我也喜欢。我妈妈的帽子还
有很多很多，不信你到我家来看一
看吧！ （指导老师：张瑞英）

忘带书了
新桥中心小学 三（8）班许籽涵

上午第一节是语文课，我从书
包里准备要拿出语文书，可是，我
怎么找也找不到，我就举手跟老师
说：“老师，我的语文书忘带了。”

“那你就跟你同桌一起看看
吧。”老师和蔼地回答。

中午放学回家，我就把语文书
找出来了。

妈妈问我：“语文书怎么忘带
了？”

“昨天晚上写完作业收书包时
忘记检查了。”我说。

妈妈说我是“马大哈”，我认真
地说：“以后我会注意的。”

吃完中饭，我就拿着语文书上
学了。

（指导老师：刘文华）

我心爱的刨刀
匡亚明小学 三（3）班 殷子麒

你好！我们的名字叫铅笔刨刀，我
是小主人6岁生日那天进入小主人家
的，我是用塑料做成的，小主人非常喜
欢我。

我的身体呈蓝色，我的眼睛上戴着
墨镜，我的头上有两个女孩抱着小熊娃
娃，我还有一条大尾巴和一张小小的嘴
巴，上面还有一些像雪花一样的小图
案，真漂亮啊！我可是小主人的好帮
手。若铅笔小姐被小主人写粗了，就按
一下头上的小女孩；放进我的嘴巴里，
通过嘴巴就能送铅笔小姐到健身房
了。然后，小主人转动我的尾巴，铅笔
小姐就开始瘦身了，出来的时候，铅笔
小姐真的比以前瘦了很多。虽然健身
房里一片狼藉，可是没关系的，小主人
会定期给我清理的。

我非常喜欢它，它是我的好帮手
——我心爱的刨刀。

（指导老师：崔文阳）

一片树叶的旅行
正则小学 五（6）班 许家睿

春天来了，森林里又充满鸟语花
香。棵棵树木都吐出了新芽，最好看的
叶子自然要数小河边枣树上的那片树叶
了。它条纹清晰，绿得发亮，就像涂了一
层油脂。路过这儿的小动物，都会被它
吸引住，驻足欣赏并夸赞一番。这片树
叶十分高兴与自豪，每天饮足了营养，让
自己变得更加美丽。

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秋天，天气越
来越凉，秋风越来越频，枣树上的叶子渐
渐变黄，最美的那片叶子慢慢地变黄后
还是非常美丽，但是每当秋风吹过，它都
感觉摇摇欲坠。它的兄弟姐妹相继被吹
落了，可它还是顽强地挺着。又一阵秋
风飘过，它实在撑不住了，绝望地向下飘
落。

它缓缓地飘落，落到了树下的一块
大石头上，正巧碰上了一群准备过冬粮
食的蚂蚁。它们看到这片树叶，嘲笑地
说：“呦，这不是那片受人追捧、美丽动人
的树叶吗，你不在树枝上呆着，飘下来干
吗呢？”说完头也不回地搬着粮食走了。
小动物们路过，谁也没注意到它。想到
自己曾经是那么的风光，而现在却无人
顾及，真是一落千丈啊。它默默地坐在
大石头上生闷气。

过了一会，又一阵大风吹过，它翻了
一个筋斗和兄弟姐妹相遇在树根旁。它
向哥哥姐姐们诉苦：“我原来是这棵枣树
上最美的树叶，就因为秋天的到来，我被
秋风吹落了下来，现在小动物们看也不
看我一眼，小蚂蚁还嘲笑我。我原本那
么美丽的身躯，现在却变得如此凄惨，简
直是天与地的差别，呜呜呜呜！”树根爷
爷听到它的哭声，笑着说：“当你是美丽
的树叶时是在装扮大树，而现在是在给
大树添肥料，都是在为大树作贡献，发挥
着自己的光和热！”树根爷爷的一席话让
小树叶羞愧难当，从此以后，树叶不再抱
怨，尽责尽力地一步一步完成它的使命！

（指导老师：柴静梅）

花坛里
访仙中心小学三（2）班 周孜睿

秋天到了，天高云淡，凉风习习，校
园里的花坛可真热闹呀！

花坛里的桂花开了，远远望去，郁
郁葱葱的桂花树就像一把绿油油的大
伞。走近看，它的树干笔直笔直的，椭
圆形的树叶边缘上长着一个个小尖刺，
金灿灿的桂花小得就像一颗颗小米
粒。一阵风“呼呼”地吹过来，树上的桂
花落了，就像下了一场桂花雨，留下了
一地的碎金子，真是太美丽了。

花坛里的山茶花也开了。山茶花
形态各异，有的含羞待放，还是小小的
花骨朵儿，就像一个个小汤圆挂在枝
头，摸上去毛茸茸的，很舒服，还痒痒的
呢！有的竞相开放；还有的已经露出白
色的花蕊啦！花蕊的头上带着一点点
黄色，好像一个个爱漂亮的小姑娘染黄
了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打扮得更加美
丽。山茶花的叶子正面是深绿色，边缘
也带有一些锯齿，但摸上去一点都不
疼。

啊！校园的花坛真是美丽极了！
我爱这美丽的花坛！

（指导老师：毛琳萍）

开学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