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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不在场的时候
云阳学校六（1）班 刘恒奕

那是下午第二节课，当时，同学
们做完了眼保健操，正伏在课桌上。
这节课是语文课，咦？冷老师怎么没
有来？她平时可是还未上课就坐在讲
台前等候的呀。其他同学也和我一样
左顾右盼，有的开始窃窃私语，六（1）
班陷入了轻微的混乱。

对于这种情况，班长们当然不能
放任不管。只见纪律班长陆雨洁双手
叉腰，气势汹汹地走上了讲台。她一
手拿起讲台上的戒尺，高高举起，又重
重地敲在了讲台上，然后便如河东狮
子般大声吼道：“你们给我安静！”陆雨
洁这一嗓子震耳欲聋，仿佛响雷从天
边滚滚而来，令我头晕眼花，耳中蜂鸣
不断，可这对全班的喧嚣来说，没有一
点儿作用，反而推波助澜，使骚乱进一
步升华。朱豫昕立刻站在黑板旁给每
个小组疯狂地扣分，可仍无济于事。

忽然，教室里响起一声：“老师来
了！”大家听了一惊，说话的人赶紧拿
起笔来假装写作业，站在座位上的人
也迅速坐了下来。我环顾四周，才发
现是一场虚惊，老师根本没有来。没
过多久，大家便又开始肆无忌惮地说
起话来。又过了一会儿，教室里突然
暗了下来，同学们大吃一惊，急忙闭上
了嘴巴。我回头看去，原来是侯盛文
把教室后面的灯关了，我坏笑着长舒
了一口气。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吧，一个学生
进来，把陆雨洁和朱豫昕叫走了，剩下
的学生便开始尽情狂欢。这下，我才
真正明白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
王”的含义。只见前面的戎逸站了起
来，在座位上扭着屁股；丁懿举起了笔
袋，在嘴巴里模仿着机关枪“嗒嗒嗒”
的声音；朱维远站在位置上，眉飞色
舞，一展“美丽”的歌喉；展宇前也把头
转向了后面，和周思安四目相对，嘴巴
里还发出“嘟嘟嘟”的声音。而下位说
话、传纸条的人更是比比皆是。我也
被展宇前和周思安发出的那魔性的声
音所洗脑，全然忘记了现在是上课时
间，禁不住唱起歌来：“我要穿越这片
沙漠，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
驼陪我……”唱到高兴的地方时，我随
手从书包里拿出来文件袋抱在胸前，
装作吉他“弹”了起来。你要是在这时
进了我们教室的话，准以为自己到了
菜市场。不，当时的教室比菜市场还
要热闹一百倍。

突然，教室里猛地安静了下来，
四周鸦雀无声，静得连根针掉到地上
都能听得见。空气也变得无比凝重，
令人仿佛喘不过气来。我不明白发生
了什么事，便笑着说了句“最怕空气突
然安静”。再回头看时，才发现冷老师
正脸色铁青地站在后门口……

（指导老师：冷爱萍）

一个特别的我
司徒中心小学五（4）班 王禹婷

每个小孩都是上帝精心创造出来
的，我也不例外。上帝经过深思熟虑
后，给我造出一个不大不小的脑袋，一
双小小的眼睛里透着对知识的渴望，
一张樱桃小口总有说不完的话。

我的个头不算矮，身材太苗条，
怎么吃都不长肉，爸爸妈妈都说我像
根竹竿。我以前很爱面子，有点腼腆，
尤其在陌生人面前，可是现在不同了，
我已经变得大大咧咧的。对了，我最
大的缺点就是粗心、马虎。

记得上四年级的时候，监考老师
捧着一大摞试卷走进教室——考试
了。大家拼命做卷子，我也不列外。
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做完了，我
信心满满，检查了一遍，发现计算题错
了2个，我立马改了过来。后来，我感
觉良好，就干脆不检查了，甚至还趴在
桌子上休息了。第二天，数学老师捧
着一大摞试卷走进教室，开始报分数
了，我的心砰砰直跳。“陈贝贝 93，孙
家伟 91，岑艳 83……”老师突然提高
了嗓门，“王禹婷 99，全班最高，让我
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她！”我拿着试卷
回到座位，看了下错题，原来是应用题
中的一个单位写错了！虽然最高分可
还是粗心大意啊。

呵，一个特别的我，一个既渴求知
识，大大咧咧，又经常粗心的女孩。有
人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指导老师：张文龙）

剥 虾
新区实小五（5）班 徐利嫚

假日的一天，爸爸把亲朋好友请
到家里来吃饭。住在乡下的爷爷，也
被爸爸接来了。

大伙儿天南地北、国内国外，聊
得好不开心！不经意间，我发现爸爸
正在悄悄地剥一只大虾，我心想，这么
多人，这么多话题，还想到我，爸爸真
好！往日，用餐时，爸爸总是首先为我
服务，把最好的菜夹给我。

看着爸爸剥好的一只虾，我刚想
把碗伸过去，没想，爸爸却把虾仁放进
了爷爷的碗里，这让我很意外。爸爸
剥第二只虾的时候，我想，爸爸还是疼
我的，瞧，没有忘记我嘛。可是，爸爸
却还是把虾放进了爷爷的碗里，这让
我很委屈。看着爸爸剥第三只虾，心
想，这回总该轮到我了吧。但是，太令
人失望了，爸爸还是把虾放进了爷爷
的碗里，这让我很生气……

我凑到爸爸的耳边，忿忿地问：
“你为什么只给爷爷剥，不给我剥？”爸
爸用下巴轻柔地蹭蹭我的头，得意地
说：“因为，他是我爸爸呀！”

因为，他是我爸爸！——爸爸的
这个理由很简单，却让我想了好一会
儿。

爸爸对爷爷真好，每一回爷爷生
病住院，爸爸都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再也顾不上我这个“掌上明珠”了，
白天黑夜地陪着爷爷。我曾亲眼目
睹，爸爸给爷爷擦脸洗脚，端水喂饭的
情景。那一刻，爸爸温柔而仔细，就像
对我。而平日里严肃的爷爷呢，这时
就像一个温驯的孩子……

我抓起一只虾，也剥了起来，剥
得又认真又仔细，这只虾，是给我爸爸
剥的。

新春囧事
青少年活动中心小作家班 夏稼辉

千盼万盼，春节终于到了。本以
为可以通通快快地玩一场了，没想到
却发生了一件囧事。

正月初一这天早晨，我们在一阵
阵爆竹声中惊醒。我连忙揉揉眼睛，
伸伸懒腰，整整精神，躺在被窝里打电
话拜年。“伯伯，新年好，新年好，祝您
身体健康，年年有余，万事如意！”我按
原计划给长辈们拜年，一个，两个，三
个……终于拜完了，唉，可真累啊！

刚想休息一会儿，没想到爸爸却
来催促我马上去外婆家拜年。“糟了！”
我心一惊，亲戚太多，都忘记还有外婆
家。外婆家在乡下，而且拜完这家还
要赶下一家，怎么办？怎么办？我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要是没准备好，就
会在外婆面前出洋相。此时，老爸又
来催我了。而我还在犹豫中，但老妈
已经下达死命令，算了，还是先出发
吧！

车子很快就开到了外婆家，我迫
不得已地走到外婆面前，尽管脸上挤
出了笑容，却浑身不自在，扭扭捏捏、
支支吾吾地说：“外婆新年好！祝您，
祝您……”看着满脸微笑的外婆和周
围一群心急的长辈，我竟脱口而出“祝
您老不死！”就在我斜眼偷看老妈时，
正好与她冒着怒火的眼神相遇，只见
她咬牙切齿，气得浑身发抖。我知道
我闯祸了，果不其然，现场的空气一下
子凝固了，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满脸的
惊讶！我直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唉，夏
稼辉啊、夏稼辉，你是不是傻？是不是
脑子短路了？是不是还没睡醒？脑子
再空白也不能说这句话呀！我站在那
里，像个木头人似的，满脸窘迫。最
后，还是老妈打破了这个尴尬的局面，
帮我打了个圆场。

我敢保证，这绝对是我拜年拜得
最囧的一次了。

（指导老师：吴建方）

延陵人吴季子
行宫中心小学六（1）班 马维廷

在丹阳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
人，他三让王位、挂剑墓树、聘鲁闻乐
……留下了一个个让我们刻骨铭心的
故事，他就是延陵人季子。

季子名札，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君
寿梦的小儿子，曾奉命出使鲁、齐、郑、
卫、晋五国，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季
子的父亲吴王寿梦很器重季子，想传
位于他，季子则谦让不受，说：“礼有旧
制，不能因父子感情，而废先王礼制。”
寿梦只得遗命：“兄终弟及，依次相
传。”

季子不仅为人谦让，更是一个重
情重义，一诺千金之人。春秋时期，季
札出使五国，途经徐国，徐君很喜欢季
子的佩剑，有心索取，但却难以启齿。
季子明徐君之心，决定赠剑与他，但因
佩剑出使是一种礼仪，便只好待其归
来。不幸的是，返回时徐君已死，为兑
现自己对徐君的承诺，季子便恭恭敬
敬地把剑挂在徐君墓前的一棵树上，
深深行礼过后，才踏上了归国之路。

我被季子深深折服了，欲作诗一
首表达我满心的敬仰：

挂剑札
吴中一凤出五国，
路遇徐君献剑诺。
挂剑墓树为仁义，
永垂不朽乃季札！
吴季子之仁赛刘备，之义赛关

羽，真乃吴之一凤！
（指导老师：陈雪平）

春天的公园
华南实验学校四(1)班 石栖溪

美丽春姑娘翩然而至，树木换上
了一件件嫩绿的新装，花草露出了甜
甜的笑脸，燕子从南方赶来了，人们都
换上了五颜六色的春装，公园里更是
一片生机。

漫步公园，河边的柳树们换上淡
绿的外套，二月的春风特别关照柳树，
为她裁剪得那么细致，那么认真。它
的枝条袅娜，腰身妩媚，犹如一个临水
照影的美人。微风吹来，那柔美的枝
条随风飘动，远远看去，就像婀娜多姿
的美少女笑弯了腰。几只小鸟落在柳
树的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在给人
们报喜：“春天来啦，春天来啦！”

走着走着，远处的绿叶间出现了
一个黄点，我好奇地向那黄点奔去，黄
点逐渐清晰起来。啊！是迎春花！春
风拂过，它那金黄的笑脸，在温暖的春
风里轻轻摇曳着。它在春天的怀抱里
是那么喜悦！那么娇艳！它向人们传
递着“春天到来！”的喜讯。

公园里的桃花开得早，别处的桃
花含苞待放，这里的桃花已经怒放
了！微风中，它们炫耀着自己的风采，
一簇簇，一朵朵，红的像晨霞，粉的像
婴儿的脸，白的像洁白的雪……美不
胜收！无论走到哪里，桃花姐姐们都
向你热情地频频招手。那香气，更是
沁人心脾，令人如痴如醉！

公园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白玉
兰树，她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羞涩
地向人们张开笑脸，大大的、白色的
花，仿佛是一盏盏花灯挂在树枝上，又
好像是一只只穿着洁白衣裳的小精
灵，依偎着玉兰树，听着公园里欢快的
笑声，怎能不令人陶醉，令人着迷！

我爱这生机勃勃的春天的公
园！

（指导老师：袁文娟）

我眼中的数学课堂
横塘中心小学六（4）班 陈子轩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课，这些
课时常在脑海里回想。而映入我脑海
里的课，也是我最喜欢的课，就是数学
课。

要问数学课为什么是我最喜欢
的课，因为上数学课的尹老师非常幽
默，天生自带笑点。记得有一次，老师
叫眭信站起来回答问题，可能是刚才
眭信没有注意听老师讲课，他就使了
个“拖延术”，大声回答道：“这……题
……应该……这样……写……这题应
该这样算……”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
事呢，尹老师就哈哈大笑起来。我们
看着他笑，也跟着笑了起来，尹老师疑
惑地问：“你们在笑什么？”我们齐声说
道:“那老师你在笑什么？”尹老师微笑
着解释道：“我发现眭信上课不认真听
讲，故意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还好眭
信有点小聪明，故意使用‘拖延术’，其
实他一直在那边算……我是无奈的笑
啊！”我们恍然大悟，大家都笑了起
来。

还有一次上数学课，已经打过下
课铃了，我还沉浸在数学的海洋中无
法自拔。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问同桌
李梦甜：“下课了吗？”李梦甜笑着说：

“早就下课了，你还不知道？”数学课就
像一阵风，而尹老师带着我们在风中
自由翱翔。 （指导老师：袁振华）

春雨如诗
麦溪中心小学五（2）班 唐子昱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没有夏雨暴风的磅礴豪情，没有
秋雨的柔情万种，也没有冬雨的凄冷
怀恋，它是连绵的，柔柔的，似针尖，如
细丝。“春雨贵如油”，这是人们对它的
喜爱。小草探出了脑袋，于是便有了

“草色遥看近却无”；芦蒿漫山遍野，于
是就有了“正是河豚欲上时”；油菜花
竞相开放，便有了“飞入菜花无处
寻”……

下雨的时候，泡上一杯香茶，品
着一本好书，看得累了倦了，倾听淅淅
沥沥的雨声，是多么的诗情画意，人也
安逸，成全了此景此情：细细的，如同
门帘，一丝丝，似精灵飘在空中，轻扬
蔓舞；终归于泥土，唤醒了小草杨柳，
滋润着泥土花朵……天街小雨润如
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
色，绝胜烟柳满皇都。

轻柔，细滑，润泽。
我爱你，春雨！
（指导老师：袁炳清）

“烹饪迷”妈妈
新桥中心小学五（1）班 孙雨澜

清蒸鲈鱼、番茄牛肉汤、椒盐素
鸡……这些都出自“烹饪迷”妈妈之
手。

由于妈妈喜欢做菜，家里的佐料
真是琳琅满目。除了日常用的油、盐、
酱、醋、酒之外，还有蒸鱼用的豆豉、做
咖喱土豆的咖喱粉、做椒盐素鸡的椒
盐粉和孜然粉……除了相应的佐料，
还有与之相配的工具——锅：炒蔬菜
用铁锅，炒出的菜色彩鲜艳、香脆爽
口；烧煲仔饭用小砂锅，颗颗米粒晶莹
饱满；做饼子用电饼铛，饼子金黄酥
脆、香气扑鼻；炖骨头汤用电压力锅，
骨头酥软、汤汁浓郁……周一到周五，
妈妈忙于工作，都是做一些简单易熟
的菜。一到双休日，她就会大显身
手。妈妈买菜回来后，厨房里很快就
奏起了欢快的“交响乐”，此起彼伏：有
洗菜的“哗哗”声，有切菜的“嚓嚓”声，
有倒油时的“嗞嗞”声，还有那“当当”
的炒菜声……听得我和爸爸“口水飞
流三千尺”。

妈妈也很会学习和实践。每次
去饭店吃到好吃的菜，妈妈会在第一
时间上网搜索，找到做菜的方法，买来
所需的食材进行尝试。比如说上次做
的椒盐素鸡，妈妈回来就尝试做了下，
第一次的素鸡通体金黄，散发着诱人
的香味，我和爸爸品尝后觉得如果再
嫩一点就更好了。于是妈妈及时进行
了“改良”，第二次的素鸡外酥里嫩，我
和爸爸吃得赞不绝口。

家有“烹饪迷”妈妈，我和爸爸真
有口福！

（指导教师：朱江霞）

有趣的游戏
匡亚明小学三（3）班 殷子麒

老师一声令下，教室里马上变成
了一锅粥，有的在教室里东奔西跳，有
的在打闹，有的在互相做游戏……真
是热闹非凡。

上课了，老师笑眯眯地走进了教
室，温和地说：“今天我们玩一、二、三，
木头人的游戏，好吗？”同学们都异口
同声地说：“好！”游戏规则是：当老师
背过身去，大家可以自由活动，等老师
说“一、二、三，木头人！”时，谁都不能
动，要保持姿势不变，变成一动不动的

“木头人”。游戏开始了，崔老师背过
身去，全班同学开始自由活动了，等老
师数完以后，班里鸦雀无声，连一根针
掉下来的声音都能听到。全班同学瞬
间都成了一动不动的“木头人”。我瞄
了一眼左边，朱亮亮竟然摆了个“超
人”的造型。再瞧瞧右边，钱炎斌站在
椅子上，好像一尊雕像。

这真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啊！
（指导老师：崔文阳）

春天来了
实验小学二（3）班 赵涵

春天来了，我到大自然里寻找春
天。

小草发芽了，田野里的花盛开
了，过冬的鸟飞回来叽叽喳喳地吵闹
着；柳树也发芽，柳条像小姑娘的长辫
子，更像那首诗描写的“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
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春天鸟语花香，春天多么美丽
——我爱春天。（指导老师：张云霞）

法国梧桐树
正则小学五（9）班 曹睿恒

法国梧桐树是我们丹阳市以前
用来作为街道两旁绿化的树种。现在
保留的很多法国梧桐树最粗的要我们
三个人才能合抱，最高的有三十多米。

法国梧桐树最让我感到有趣的
还是它每年都会脱皮。它的皮是一块
一块地脱，先是出现一条条裂缝，然后
是裂缝处的皮向外翘起，一直到四周
的皮都翘透为止，就会掉下来了。刚
脱完皮的那块地方是白色的，过了一
段时间后就又变成淡绿色，等到了冬
天，就会变成灰绿色了。

法国梧桐树的果实在春天的时
候与树叶一起长出来。刚长出来的果
实（我怀疑里面也有花）是绿色的，圆
圆的，跟桂圆差不多大小。它其实就
是个刺儿球。到了秋季，那果实就变
成了黄色，在树上或者掉到树下，那球
就慢慢裂开了，飞出很多带着种子的
飞絮，飘得到处都是，人走在上面，软
绵绵的，特别舒服。

我爱大街两旁的那些法国梧桐
树。

（指导老师：秦曼村）

种春天
华南实验学校一（5）班 符家荧

一场春雨，春天不知不觉地来到
我们的校园。老师说阳春三月，正是
植树种花的时节。一天下午，我们跟
着张老师来到我们华校的心怡花园种
郁金香。

郁金香的种子很特别，它们是一
个一个的小球，刨去棕色的外衣，露出
雪白的身体，还有尖尖的芽儿，真可
爱！老师说，每一颗球种，就是一个小
小的生命。我们每个小朋友领了一个
球种，在地里挖了一小小的坑，小心翼
翼地把它埋下去，露出嫩绿的芽尖，又
浇上了水……我们心里好期待，希望
我们的种子在春天里早日生根发芽，
开出鲜艳的花朵。到那时，我们一定
会来拍照留念！

（指导老师：张红芳）

好吃不过麻辣烫
实验学校五（3）班 张珏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座城市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我的家乡就有
许多小吃。其中，我最爱吃的，还是丹
阳西门的麻辣烫。

麻辣烫的做法可以说是十分简
单。店主先把客人挑好的食材放进一
个大漏勺里，挂在锅壁上，漏勺里的食
物垂在锅里。慢慢地，食物被烫得酥
香诱人，散发着勾人食欲的香气，这
时，再撒上事先准备好的葱花、香菜，
那香喷喷的汤汁真是令人流连忘返！

捧过一碗麻辣烫，一股浓郁的辛
辣立刻扑鼻而来，呛得我直咳嗽。看
着那油花花的汤面，我实在不忍破坏
这“完美”的“艺术品”，便细细地观察
起来。因为我要的是“变态辣”，所以
碗中的辣椒实在是数不胜数，仿佛整
锅汤都是辣椒浸泡出来似的，丸子里
的肉馅儿都裹满了辣酱，让我这个有
名的“辣妹子”都有些怕了。

再看我最爱的“撒尿牛丸”。原
本肉嘟嘟的丸子经过热水的历练，已
经变得“肌肉紧实、成熟稳重”了。用
筷子向里戳几下，粘稠的汤汁便顺着
肉丸喷了出来，难怪叫“撒尿牛丸”呢！

再美味的食物也会变质，再不
吃，就错过了。我夹起一颗鱼丸，放入
嘴中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香浓的汤
汁在我的嘴巴里肆意地溅开，就像下
雨时四处乱蹦的雨珠。虽然辣得我鼻
涕和眼泪“同流合污”，可我还是忍不
住美食的诱惑，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
来了。

浓郁的汁香伴随着食物接连不
停地被送入我的口中，一碗麻辣烫很
快就被我解决了。难怪有人说：最美
不过夕阳红，好吃不过麻辣烫！

（指导教师：王红雨）

我家的小狗
访仙中心小学三（1）班 毛茹雅

我家有一只小狗，它是我爸爸上
班的路上捡回来的，我给它取名叫“小
宝”。

小宝的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
爪子小小的，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尾巴
了，短短的，一看到吃的就不停地摇尾
巴，还会用小爪子挠我的腿，真是太可
爱了。

小宝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骨头。
有一次奶奶烧了我最爱的糖醋排骨，
还没等我咬下去，小宝就已经到我脚
底下了。等我吃完所有肉，就把骨头
往地上一扔，小宝高兴地直摇尾巴，立
刻啃了起来。

小宝很喜欢睡觉，除非平时我们
不在家的时候帮看看门，否则它就是
吃了睡、睡了吃。它睡觉的样子还挺
可爱，最喜欢把头放在爪子上，而且一
睡觉就睡到晚上。

虽然小宝喜欢吃和睡，但是它看
门还是挺认真的，只要一看到陌生人
就“汪汪”叫。

我平时没事就教小宝走路，它还
挺聪明，“手”掉下去了还知道举起来
来。它的“手”摸上去软软的、热乎乎
的……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很喜
欢它。 （指导老师：巢红方）

云阳一幼美术工作室作品《春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