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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妈妈
新区实验小学四（3）班 童亦

在大家眼里，妈妈都是和蔼可
亲、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的妈妈却
是一位“神仙”妈妈。

说我的妈妈是“神仙”，是因为
我做的任何事其他人不知道，妈妈
却知道。记得有一次，我在和同学
玩“撕名牌”游戏，和我对打的是一
只“小老鼠”。她平常是一只“小老
鼠”，但到了这种时候却力大如牛。
我用力把她从墙上拉下来，然后一
撕却把她衣服撕破了。上午我装作
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中午
我就被妈妈叫到办公室“审问”了：

“你今天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我惊讶极了，点了点头说：“妈

妈，你都知道啦？”我心想，她是怎么
知道的，这才过了几个小时呀？果
然是“神仙”！

妈妈还能从我脸上读出成
绩。有一次，我考得不太好，走在去
妈妈办公室的路上，我的心里像有
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刚一进
门，妈妈就问：“考得不好，对吧？”我
点了点头，心想：我妈还真是神了。

“考得差”这几个字大概刻在了脸
上，除了我妈，没人能看见。她让我
坐下来，要跟我好好谈谈……

妈妈料事如神，又十分懂我，
真是一位“神仙”。

（指导老师：王红武）

钓鱼趣事
延陵学校六（1）班 蒋卓昀

五年前的正月，天南海北的亲
戚朋友都陆续回来了……这不，他
们刚一回来，就被我一个接一个拉
进“秘密基地”，热热闹闹地分享整
整一年的收获。

李姿炫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地
讲她的“钓鱼记”。“要不我们今天就
玩玩钓鱼大冒险吧！”“好耶！”不到
一刻钟，“钓鱼小分队”全员到齐，目
的地是临近新公墓旁的一个鱼塘，
那边的鱼比较多，应该十分钟就能
钓一条。于是，一行五人浩浩荡荡
地向鱼塘“进发”。

“没人，快进来！”身材矮小的
李姿炫侦查一番后向我们招了招
手。我们猫着腰，偷偷摸摸地从铁
门的缝隙里钻了进去。

“哇，好美！”铁门后仿佛是一
个世外桃源。在下午四点多钟温煦
柔和阳光的照耀下，一丛又一丛毫
无拘束的野花被镀了一层淡淡的金
边，顺风微微摇摆，自由而又散漫。
无规律的四叶草像一串串绿绒绒的
小脚印，一丛一丛地伸向前方的砖
石小屋。砖石小屋并不大，砖头排
列规整，看看似乎有些年代了。小
屋的后边自然就是人工湖，人工湖
被一条横在中间的土路一分为二，
一边是水平如镜，一边是金光闪闪
……“别老呆在那儿，钓鱼！”伙伴们
这才回过神来，忙给自制的鱼竿上
了线放了饵，让唯一的男生李健一
守着，大家则跑别处去玩了。

“上钩了！上钩了！快来啊！”
也不知过了多久，岸边终于传来了
李健一的声音。“这种鱼竿还真能钓

上鱼啊？”我一边小声嘀咕着，一边
奔向岸边，只见原本平静的人工湖
中突然溅起了大大的水花，乱动的
树枝“浮标”漩涡中，银色的鱼身若
隐若现。我又惊又喜又慌，赶紧拉
起李建一的衣服往后拖，其他小伙
伴也赶忙跟着拉。一时间，原本宁
静祥和的“世外桃源”上演起了一场
人和鱼的拉锯战。“我今天和你拼
了！”李建一一边声嘶力竭地吼，一
边使出吃奶的劲儿拉。没想到用力
过猛，鱼竿“咔嚓”一声断成两截，鱼
弹飞到一旁的大草丛里。

李建一刚想去捡，却听后面传
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小朋友们，你
们好呀！”我转过头去一看，立即警
铃大作——是这个人工湖的管理
员！我飞快地朝伙伴们使了个眼
色，转过头来就疯狂地跑到最近的

“逃生地点”——公墓，迅速地翻墙
逃生！

“哎，你们的东西……”管理员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

在我的小卧室里，好不容易
“逃”回来的我不安地来回踱步，身
后的小床上坐着同样心神不宁的四
人。突然，“吱呀——”开门声，接着
是一个粗嗓门的声音——我的心提
到了嗓子眼——分明就是那个管理
员老头儿的声音！这下完了……我
正暗暗叫苦，爸爸的声音从楼下传
来。

我慢慢走下楼，那张我求天地
祈鬼神死了也不想看见的饱经风霜
的脸就这样出现在了我面前。

“你去人家的鱼塘里偷鱼的？”
爸爸问道。

“……是的。”我吞吞吐吐地回
答。

“哈哈哈哈……你这笨小孩，
去钓鱼也不跟我说一声？这位爷爷
可是我的老至交……”爸爸突然大
笑了起来，“喏，桶和鱼，爷爷都给你
带来了，还不说谢谢？”

“谢……谢谢！”我低着头，说
话语无伦次的。

“小家伙钓鱼技术还挺不错，
以后常来我这儿玩啊……”不知怎
么的，我突然感觉眼前的这位爷爷
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指导老师：贡兴）

我的建议
司徒中心小学四（3）班 戴湘江

春风吹来了燕子，吹醒了青
蛙，吹绿了小草，吹开了美丽的花，
吹涨了清澈的小河。美丽的春姑娘
也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人间，领着
我们去春游。我建议大家去司徒的
桃花山庄走一走，看一看。

桃花山庄，顾名思义，因桃花
多而获名，方圆几十里都是桃树。
春天，桃花盛开，远远看去，像一片
片粉红色的云霞飘落人间；走近细
看，朵朵桃花又像一把把江南少女
的小花伞。一棵桃树就是一个盆
景、一张国画，吸引着远近游人驻足
观赏，让人流连忘返。

桃花山庄正中有个池塘，无风
的时候，就像一面硕大的银镜；有风
的时候，在阳光的照耀下，水面金光
闪闪，波浪一层层翻起，像春姑娘给
湖面撒下碎金，又像夜空中的小星
星落进了水里，美丽极了。

桃花湖边上立着一块石碑，上
面刻着“桃花岛”三个字。传说桃花
仙子经常在桃花岛分发天上带来的
仙桃，救活了饥饿难忍的劳苦大众，
于是人们大种桃树，又立碑纪念桃
花仙子。

桃花山庄，真是一个美丽的地
方。我建议在这桃花盛开的时候去
那里春游，去欣赏那美丽的桃花吧！

（指导老师：邹雪珍）

玉兰花和小野花
华南实验学校一（5）班 丁若涵

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在
教室里写字，忽然听到谁惊叫了一
声：“快看，那棵枯树开花了！”大家
围着窗户抬头仰望，高兴得叽叽喳
喳。“我还以为它是一棵枯树呢，一
片叶子也没有，原来它也会开花
呀！”“它叫玉兰花，也叫望春花。”不
知什么时候，老师来到我们身边，

“小朋友们仔细观察一下，玉兰花像
什么呀？”“我觉得它像我家的壁灯，
又白又大！”“我觉得它像展翅欲飞
的白鸽！”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这
时，我看到了玉兰树下也有一簇簇
的小野花，小小的花朵静静地开着，
没有人注意它们，它跟玉兰花相比
多么的渺小。

第二天早上，我们迫不及待地
想再去看看玉兰花，可是，玉兰花不
见了。玉兰花上哪去了呢？老师
说，昨天夜里暴风雨，把玉兰花吹走
了。我们都失望地低下了头。老师
指着玉兰树下的小野花说：“小朋
友，你们看，这遍地的小野花五颜六
色也很美呀！”是呀是呀，一朵朵小
野花像小星星一样眨巴着眼睛，正
朝着我们点头微笑呢!

（指导老师：张红芳）

热情的“导游”
访仙中心小学四（3）班 刘思萱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田野里的油菜花开得正旺，老师
带我们去超力生态园游玩。

一进生态园的大门，仿佛来到
了童话世界。我们正准备参观时，
一只小狗跑了过来，它身上有黑白
两色，于是我们就给它起名叫花
花。花花朝我们摇摇尾巴，好像在
说：“小朋友们让我来给你们带路
吧。”

我们跟着花花首先参观了人
工湖。湖水清澈见底，游鱼水藻都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湖边的垂丝海
棠粉红粉红的，像蓝天下的片片彩
云。花花跑前跑后，好像在说：“生
态园美不美？”接着，花花又带着我
们来到了假山附近。那几座假山造
型奇特，同学们都爬上去玩，老师忙
着给大家拍照。花花就坐在路边，
远远地看着我们，那关切的眼神仿
佛是叮嘱大家小心点呢。

我们走向林子深处，居然迷路
了。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花花不
知道从哪冒出来了，它蹭着我们的
腿，好像在说：“大伙儿跟我来吧。”
大家半信半疑不敢乱动。花花往前
跑一段，停下来，看看我们，叫几声，
再往前跑一段。看着花花的举动，
我们疑虑顿消，跟着花花向前走去，
果然一条大路展现在大家眼前。同
学们欢呼起来，一个个抢着去抚摸
花花，夸它聪明。

后来花花又带着我们游览了
花海、果园、人工养殖区……美好的
时光总是短暂的，老师吹响了集中
的哨声，我们依依不舍地排队离
开。可爱的“导游”花花一直坐在大
门口，目送着我们，好像在说：“欢迎
你们下次再来参观哦！”

（指导老师：张丽君）

我的理想
实验小学二（3）班 陈彦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
的人想当一名出色的宇航员，有的
人想当一名著名的音乐家，还有的
人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而我
的理想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

因为我们家族有好多亲戚都
在医院工作，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
人、救死扶伤，所以长大后我也要成
为这样的医生，帮助有需要的人。

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为
成为优秀的医生打下基础。

（指导老师：张云霞）

夸夸我们的班主任
行宫中心小学五（2）班 韦雨濛

“这学期许滔老师当我们的班
主任！”不知哪个小灵通报告了这一
消息，班里顿时沸腾起来。

许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既
是老师，又是大姐姐，更像妈妈。

许老师教学十分认真。在上
课时，通常会将手机静音。有时忘
静音了，铃声响起后，她总会第一时
间挂掉电话，跟我们打招呼“对不
起”。有一次在路上脚崴了，上下楼
梯都要有学生帮忙，但她仍然带伤
坚持给我们上课。每天午会课前十
分钟，许老师都会让我们默单词、句
子。这种认真执教的精神令人感
动。

许老师十分关心我们的身体，
就像大姐姐关心弟弟妹妹一样。每
当有学生不舒服时，她总会联系家
长，说明情况。一次有位同学感冒
咳嗽，几天都没来上学，等到他来上
课时，许老师叮嘱他多喝热水，按时
吃药。

许老师像我们的妈妈，很重视
我们的品德修养，她经常说：“一个
人没有好的品德，即使有文化知识，
也难以成材。”她举实例，循循善诱，
让我们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许老师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
无微不至地注视着我们的每一方
面。她的谆谆教导，使我们班的成
绩逐渐上升，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说句实话，我真想让她永远做
我们的班主任。

（指导老师：杭书儿）

友情需要付出
——读《夏洛的网》有感
云林学校六年级 汤旗

我读了一本名为《夏洛的网》
的书，刚看了两个故事情节就被这
本书深深地吸引了。小猪威尔伯和
蜘蛛夏洛是一对好朋友，可是威尔
伯将来的命运竟是被做成火腿；夏
洛为了救朋友，用自己的丝织出了
被人们视为奇迹的“王牌猪”，威尔
伯得救了，但夏洛的生命却走到了
尽头……善良的夏洛用自己的生命
为威尔伯织出了一张爱心大网，这
张网充满了夏洛和威尔伯的深深友
情。

与一只渺小的蜘蛛相比，我感
到惭愧。平时为了快点完成作业有
时间玩耍，我曾对那些向我询问问
题的同学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或“我也不会”，与夏洛在自己最后
时刻还在设法救助威尔伯的精神相
比，真的自惭形秽呀！

《夏洛的网》通过一个童话故
事，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人都
渴望友情，但友情的真挚与美好，首
先来自于无私的付出。只有先学会
帮助、关爱他人，才能收获到相互关
爱的美好！ （指导老师：符丽华）

“万能”爷爷
正则小学六（5）班 王泽翔

他，两鬓斑白，两眼却炯炯有
神，对我永远都充满着期待的目光
——这个人就是无微不至地关怀
我，忙得不可开交的爷爷。

每天我回家，爷爷都要陪我，
一直到深夜。每次我写作业，爷爷
则躺在我的床上看书，实际上是“监
督”我的一举一动；爷爷有时也会和
我一起做数学题，给我启发和鼓
励。作业写完了，我要开始上床复
习当天学习的知识，爷爷便为我拿
来枕头和沉甸甸的书包。万籁俱
寂，天上的星星不时眨着眼睛，树叶
摇曳，不时发出“沙沙”的声音，我看
见天上有两颗星星依偎在一起，就
像我和爷爷。

“数数上面存着多少钱！”爷爷
拿了一张存折递到我眼前，我好奇
地数着“个、十、百、千、万……哇，真
多耶！”“对呀，这都是准备给你上初
中买房子的钱，想让你考上重点班
呢。”我望着爷爷，眼睛里闪烁着希
望之光，心里也在坚定地说：“爷爷，
您辛苦了，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
的期望！”

洗碗、烧饭、扫地，全是爷爷的
拿手好戏，特别是他有一个智慧的
大脑，一双灵巧的双手，经常有不少

“小发明”“小创造”哩！有一次我回
家，看见他在阳台汗流浃背地埋头
干着什么，我很好奇，想一探究竟，
爷爷得意地告诉我说：“这是我的新
发明——‘半自动运输吊机’。一根
很长的绳索，一头绑着一个夹子，用
来抓东西；另一头绑在一个塑料盖
上，再用两根木棍，一根木棍横插在
另一根木棍的顶端，用来调整绳索
的位置。窗台上有一根铁丝，是用
来放置绳索的。”听完，我恍然大悟：
这样我家阳台晒衣服可就方便多
了！

我爷爷当过农民，是种田能
手，曾做过公社青年突击队队长；他
还当过兵，担任过导弹中队的中队
长，立过三等功，《解放军画报》封面
也曾刊登过他的照片；转业后，爷爷
当过汽车驾驶员，是工厂的节油能
手和安全驾驶能手……我的爷爷真
是个“万能爷爷”啊！

（指导老师：杭涛）

不负春光
丹凤实验小学四（1）班 何若希

风，摇绿了树的枝条；水，漂白
了鸭的羽毛。不知不觉中，春的脚
步已慢慢走近了我们，我建议大家
去看看万善公园，那儿的春天美丽
多彩。

刚进万善公园大门，眼前是一
大片草地，草地绿得如同一块绿宝
石。“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
墙来。”春姑娘像一位美丽的仙子，
用温情的双手把一朵朵鲜花镶在了
这片草地，让大地五彩斑斓：迎春花
穿着金黄的裙子与风先生翩翩起
舞；洁白无瑕的梨花展开了雪白的
衣裳向人们展示它的美丽；兰花也
赶来凑热闹，幽幽的香气在空气中
来回流淌。啊，一切都是那么美丽，
那么生机勃勃！

草地的右边是万善湖，湖水凝
成静静的一幅水彩画。湖面像一面
巨大的镜子，平滑得不见一丝波纹，
天空似乎也被深深吸引了，沉浸在
这一片蔚蓝之中。湖心几只小舟是
镜子中的几点黑斑，水天交接处那
山影，是一圈弯弯曲曲的镜框，明暗
相间，别有一番情趣。

湖的两边还有几座假山，在蓝
天的映衬下，青绿色的假山显得格
外迷人。至于山上的景色，肯定更
加迷人了，怪不得路人不停地赞叹：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丹阳的春天竟
都在这万善公园了！”

（指导老师：范婷炜）

过桥
麦溪中心校五（2）班 邹惠雯

今天，森林里面可热闹了。鸟
儿在树上唱歌，蝴蝶在花丛中舞蹈，
鱼儿在水中嬉戏……“我先过！”“我
先！”在一个窄窄的桥上发生了争
吵。因为这个桥太窄了，只能一个
人过去。但两只小松鼠都要过桥，
这可怎么办？两个人互不相让。你
推我，我推你。“呀！”突然一只小松
鼠快要掉下去了，另一只小松鼠眼
疾手快地抓住了它的手，把它给救
了上来。差一点掉下水的那一只小
松鼠说：“对不起，我不应该不谦让，
谢谢你救我。”另一只小松鼠脸红
了，说道：“也怪我，我不应该推你。”

“你先走吧。”“你先。”两个人互相谦
让着，每个人都露出了那整齐而又
洁白的牙齿，笑了起来。

谦让是一种礼，退一小步，海
阔天空。谦让了别人，自己也会因
此而感到快乐，感到开心。

（指导老师：袁炳清）

蚂蚁的力量
蒋墅中心小学四（1）班 匡艺菲

有一天，我在自家院子里拿着
一包薯片边吃边玩。有些累了，便
在一个台阶旁休息，突然看到台阶
下有一个小洞。我疑惑地想：这是
什么洞？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跑回家，对妈妈说：“妈妈，
院子里台阶下的洞里有什么呀？”妈
妈笑着回答说：“那是蚂蚁洞。”

“哦，原来是蚂蚁洞呀！”我点
点头接着说，“妈妈，我要去观察一
下蚂蚁。”

我回到院子里，忽然看到一团
黑影，我定睛一看，发现正是我要找
的蚂蚁。只见那群蚂蚁队伍十分整
齐，像一队训练有素的军队。我看
着它们缓缓前进。在它们快回到洞
里时，我想逗逗它们，拿起一块不大
的薯片，放在它们的旁边。领头的
蚂蚁看到了，动了几下触角，几只蚂
蚁向薯片处前进。我十分惊讶：这
几只蚂蚁可以搬得动薯片吗？没想
到，那几只蚂蚁轻松地抬起薯片，回
到了它们的队伍里。

我立即跑回家，上网查找答
案。原来蚂蚁的自身结构特殊，它
们“六肢”里的肌肉是一部高效的发
动机，对能量的利用率高达90%以
上。

别看蚂蚁个儿那么小，其实它
们个个都是大力士呢！

（指导老师：贺卫芬）

桌上拔河
新区实验小学 五（5）班 陈明仁

“哈哈，我赢了。”咦？这是哪
里传来的欢笑声？哦，原来是五
（5）班同学玩桌上拔河游戏。

我们用直尺当作绳子，选手是
手指，“三八线”是桌上的分界线，直
尺上画一条红线，只要直尺中的红
线滑过分界线，朝哪方移动，哪方便
获胜。

邹老师先请了两位同学上来
作示范，一个是潘奇文，另一个是刘
俊诚，同学们纷纷围了上去，将讲台
围了个水泄不通。桌子的直尺仿佛
钉在桌上，一动不动，两位选手却满
脸通红，这时，直尺向潘奇文的那边
移动了一点，似乎潘奇文就要赢了
的时候，刘俊诚将食指向上一抬，将
直尺定在那了。哦，差一点潘奇文
就赢了，刘俊诚又将食指向下，继续
向后拉，刘俊诚趁潘奇文不注意时，
用力一拉，红线又回到了原来的位
置。渐渐地，渐渐地，潘奇文的手心
里、头上和手指都出了汗，直尺也渐
渐打滑，最后，刘俊诚赢了。

接下来，我和同桌杨丹宁也拔
了起来。一开始，杨丹宁先用力一
拔，把直尺移到她的那条分界线，眼
看她就要赢了，我赶紧将微微弓起
的食指伸直，死劲按压住尺子。哦，
好险！幸好没过分界线，刚才心都
到嗓子眼了。我立刻反击了起来，
又将直尺移到红线偏向我这一边，
但杨丹宁又移了一点，又回到原来
的位置，正当杨丹宁松一口气的时
候，我就使出浑身解数，按压的手指
暗暗地向面前拔。好！将红线拔过
了我的分界线了！我赢了！

桌子拔河的乐趣，不仅考验了
心智，也教会我们遇事不急不躁，巧
妙用招。 （指导老师：邹红梅）

蝉和狐狸
匡亚明小学三（3）班 殷子麒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只
饿了三天三夜的狐狸在大森林里寻
找食物。忽然听到“知了——知了
——”。它冷笑着自言自语：“哈哈，
我终于能饱餐一顿了！”于是，它顺
着声音寻找着蝉，不知不觉便来到
森林深处的一棵大树下。看着那又
大又肥的蝉，狐狸禁不住往肚子里
咽了咽口水。

狐狸眼珠子骨碌一转，便想到
了一个好办法，狐狸抬起头来，对蝉
夸耀着说：“亲爱的蝉，您的歌声多
么美妙啊！您真是个天才的歌唱家
啊！您是世界上唱歌最最好听的
蝉，也是世界上最最漂亮的蝉。”蝉
听了，不理狐狸，因为它早就听人家
说“狐狸是坏东西，无恶不作”。狐
狸见蝉不理自己，便摇了摇尾巴，笑
眯眯地说：“蝉，您教我唱歌好吗？”
蝉有些动摇了。“蝉，您教我飞好
吗？”蝉听了非常高兴，心里想：从来

帆船之旅
云阳学校五（4）班 陈子梵

当我站在亚龙湾海滩上，吹着
清凉的海风，真是心情舒畅：金灿灿
的沙子在阳光的反射下亮闪闪，犹
如铺了一地金银财宝，再往里看去
十几条帆船拴在岸边，随着海浪飘
荡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想到待会
儿就要坐上帆船徜徉于海上，真是
兴奋极了！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轮到我
们登船。要开船了，我激动得腿都
在抖，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双
手紧紧抓住两旁的扶手。水手把缆
绳解开，把发动机开到中档，安排好
座位。此时的帆船，开始慢悠悠地
向海中央行进。我四处张望，对每
一件事物都充满了兴趣，哪怕是一
根海藻、一个标识牌都引起我们孩
子的阵阵欢呼声。帆船后水花四
溅，我坐在最后，凉丝丝的水珠都飞
到我身上，打湿了我薄薄的衣服，此
时此刻我的心情也像水花一样跳动
不停，又激动又害怕，每一个细胞都
充满活力，浑身舒爽。

帆船、帆船，顾名思义就是靠
风吹船帆儿前进，可是船帆到现在
也没有立起来，一直软绵绵地躺在
地上，我好奇地指了指船帆，问道：

“帆船的船帆为什么不挂上去？”水
手叔叔笑着对我说：“刚开始，让你
们适应下，待会风帆扬起来，可不要
害怕得叫哦！”果然，不一会儿，船帆
慢慢扬了上去，借风的一臂之力帆
船快速前进，速度越来越快，在水中
留下一条白白的踪迹。帆船旁水花
四溅，泛起阵阵波浪。胆大的爷爷
坐在船头放眼远眺，海阔天空、水天
一色。爷爷小心地拿出手机对着大
海拍照，波浪有点大，我笑着对爷爷
说：“别把手机掉海里！”大家都哈哈
大笑起来。很快风向变了，帆船也
要掉头了，一开始我专注地看着码
头，没有感到帆船已经倾斜到我们
这边，我发现海水离我的身体好
近。我捞了一点海水，抹在脸上，凉
丝丝的。一不小心一滴海水流入眼
睛里，一下子火辣辣的。“啊，这是什
么？”奶奶惊叫了起来，我们齐刷刷
地朝那里看去，水里有一个黄黄的
又大又圆的东西，“呀，是水母，太奇
妙了！”。

那个寒假，我既欣赏到了丹阳
白雪皑皑的美景，又领略了热情别
样的海南风光，真是冰火两重天！

（指导老师：马玉仙）

欢笑，无处不在
实验学校五(3)班 张珏

初春的旭阳已忍不住绽开
了它的光芒，微微的暖意为沉寂
了一整个冬天的校园增添了无
数生机。一年一度的义卖也要
开始了！

热闹的操场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开始

了！
整队入场，我的眼睛立刻被

目及的一切感染了：操场上已是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大声吆
喝、眉开眼笑的低年级；“老谋深
算”、讨价还价的高年级；带着笑
意一路闲逛的老师；热心帮忙、
跑前跑后的家长……熙熙攘攘
的人群丝毫不掩饰他们内心的
喜悦，那满操场的欢声笑语仿佛
随着清风飘上了蓝天！

“死抠”的同学
万万没想到的是，刚才还

“哥俩好”的同学，一摆开东西便
全都“翻脸不认人”，在一块钱的
问题上也都抠得死死的，仿佛多
赚一分便能把世界撬起来似
的。可买者也不甘示弱，使出浑
身解数与卖家抗衡，将“能少一
分是一分”的伟大精神坚持到
底。大家一本正经地你来我往，

“死抠”的是钱吗？不，是快乐！
不知是亏是赚的我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拉着好朋友一起，我开始了
“市场走访，摸底调查”。一边极
谨慎地买下几个小物件，一边对
自己的每一个物品进行比较衡
量，重新估价。逛了一圈，心里
大概有了数，立马回到自己的摊
位，开始“守株待兔”。我不擅长
吆喝，但不妨碍“兔子”自己送上
门来。这不，来了两个小妹妹，
很喜欢我的毛绒玩具，睁着一双
水灵灵的大眼睛连价都不还就
准备付钱。我立马不忍心了，是
卖呢，还是不卖呢？唉，有良心
的“商人”要不得啊，一个犹豫
间，我低价卖了一个毛绒玩具，
还搭上一个小赠品。看着小妹
妹感激的眼神，我瞬间心里快乐
满满！微笑着和她们再见，耳边
传来朋友的戏谑：“你这是爱心
大奉送啊，笑得这么美，你觉得
亏了还是赚了？”我爽快地回她：

“亏了，也赚了！”
尾声
早春的阳光依旧模糊而钝

重，我却觉得那晕开的光斑暖暖
的、亮亮的，一直照到人的心底，
让人的心也跟着暖了起来，热了
起来…… （指导教师：王红雨）

没有人这样夸奖过我，我要下去展
示一下唱歌的本领和飞的技术。蝉
得意地飞了下来，狡猾的狐狸还没
等它唱半个字，就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吃掉了蝉。

世人总喜欢听奉承话，在生活
中，奉承话听多了，就会缺乏自知之
明。 （指导老师：崔文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