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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上学看风景
实验小学三（8）班 郑怡丹

今天早上，我正准备去上学，却听
到爷爷在喊：“咦？车钥匙呢？车钥匙
呢？车钥匙找不到了！”

我火急火燎地跑到爷爷跟前：“那
怎么办，我怎么去上学？”

“怎么去上学？难道没有车就不能
去上学了？”爷爷慈祥地看着我说，“我们
可以走着去上学啊，既锻炼了身体，又
不用忍受坐电瓶车一路上的冷飕飕。”

刚到楼下，一阵阵刺骨的北风迎面
吹来，呼呼呼……直往怀里钻，冻得我
直打哆嗦。我背着书包，伸手拉着爷
爷，爷爷也手牵着我，我们甩开臂膀往
学校赶去。

一路上我欣赏到了冬天丹阳小城
特有的风景：河流妹妹穿着碧蓝的裙
衫，挥舞着闪亮的绸带，“哗哗哗、哗哗哗
……”开心地唱着一曲冬之歌；松树哥
哥穿着绿衣裳，斗志昂扬，直挺挺地矗
立在北风中；枫树弟弟穿着红衣裳，在
静静地数着自己到底有几只手……

“啊，真美呀！”我情不自禁赞叹道。
不一会儿，我们到了四牌楼马路

边。我看见正在寒风中执勤的警察叔
叔，在他们的指挥下，行人、车辆交错而
有序地行进着。只见警察叔叔手一摆
一挥，一辆辆静静等候的汽车立马像流
水般倾泻而出。爷爷竟然不看交警叔
叔的指挥就要横穿马路，我赶紧一把死
死拽住爷爷，爷爷回头瞪了我一眼说：

“干嘛拽住我，我只是想往前走一点。”
“哦，我还以为你要横冲直撞呢。”爷爷摸
了摸我的头，亲切地对我说：“我怎么会
那样呢？”不一会儿，警察叔叔又是大手
一摆，小汽车停下了，大卡车停下了
……我和爷爷赶紧小手牵大手走上斑
马线通过了马路。

终于到了学校大门口，我心里却依
然回味着步行来学校一路上的美丽风
景。 （指导老师：吴建方）

春之美
正则小学六（4）班 朱滢橙

“春风，春暖，春日，春长，正是春游
好时光。”老师仿佛听到了我们的心声，
今天组织我们去春游了！春天苍苍，春
水漾漾，满城春花竞相开放……我们一
路走，一路跑，雀跃着奔向春游目的地
——丹凤公园。

路边的树木一改冬天里的肃穆，许
多都换上了春的新装。一些心急的早
已发了芽，长出了嫩绿嫩绿的新叶，仿
佛是用碧玉雕琢而成，直是巧夺天工。
还有一些害羞的叶子躲着没冒头，但也
都争先恐后地推着挤着，褐色的树皮下
汩汩涌动着绿色的暗流，或许在下一分
钟，温柔的春风就会像绵绵细针，刺破

树皮，那暗流就将奔涌出来，成为爆发
的新叶。

很快来到了月亮湾的河边，一眼望
去，夹岸盛开的桃花，灿若云霞，成片倒
影在水中。水中岸上的花枝连成一片，
在春风春水里微微荡漾，那景色美极
了！我举起相机，边跑边拍，记下了这
美丽的画面。那画面呈现出了一种特
殊的美，深深浅浅的红好像在流淌，深
红中夹杂着嫩粉，深粉中夹杂着绯红，
似乎大自然用尽了办法，才揉碎了这一
片灿烂的锦缎，散落在人间变成了美丽
的桃花。

到了公园，大家已经满头是汗。不
过看着眼前盛放的美景，我们摄影组的
小伙伴哪还顾得上休息，迫不及待地举
着相机不停拍拍拍，生怕错过任何美丽
的瞬间。

看！那一片鲜艳的海棠花，红得好
似我们跑得通红的脸颊，用力地盛开
着，一球球一簇簇地在枝头奔涌，仿佛

“喷花的飞泉”，开得那么毫无顾忌，那么
旁若无人。而淡粉的樱花则好像娇羞
的少女蒙着一层薄薄的轻纱，安静地簇
拥在枝上，犹如《三味书屋》中写的那样，

“花瓣冰清玉洁”，纯粹的粉，干净得无一
丝杂质，远远望去如烟似雾。每当有微
风吹过，满树的花瓣便飞舞着旋转着飘
然而下，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一般。

我们顶着缤纷如雨的落英，渐渐走
到了公园的边上，我的镜头里出现了一
种直着生长的迎春花，我很惊奇：这是
什么品种的迎春花？迎春花应该是倒
挂下来的呀！每一朵花都有4、5朵花
瓣，是直的，花瓣尽头微卷，金黄的花瓣
和油菜花相比，毫不逊色。我毫不犹豫
地按下快门，把这特别的它留在了我的
相机里。

公园旁是乡间农田，一株株葱绿的
油菜顶着金黄的菜花，在田野里自由自
在地生长，尽情绽放，一阵阵扑鼻的香
味随风飘扬，招来了一群群蜜蜂王子和
蝴蝶仙子在丛中翩翩起舞。我们也忍
不住穿梭其中，追赶黄蝶，想到这是毕
业前最后一次集体春游了，于是我们小
组在油菜花田下合了影，“儿童急走追
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我们把自己也
融进了画面，变成了诗，把这个春天和
我们在相机里定格成了永恒！

欢乐的我们，和这美丽的春天一
样，绽放着勃勃生机！春游很快结束
了，因为这些美好的回忆，这个春天显
得格外美丽！

春之韵
行宫中心小学五（1）班 范培钰

我爱春天。春天，是生机勃勃的季
节，是色彩斑斓的季节，是韵味十足的
季节。

早晨，春姑娘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
了花园，她将手中的魔法棒轻轻一挥，
姹紫嫣红的花儿全都开放了，轻轻摇晃
着，引来蜜蜂辛勤采蜜，引来蝴蝶翩翩
起舞，引来黄莺婉转歌唱。花儿在春姑
娘的感召下，露出了迷人的微笑，绽放
出勃勃生机。

中午，春姑娘挎着美丽的花篮来到
了果园。她把花篮里的绿粉轻轻一撒，
果园里立即充满了绿色，春姑娘觉得色
彩太单调，又从花篮里抓出一把红粉轻

轻一舞，红粉飘飘悠悠地直往桃树上
飞，一眨眼工夫，桃花盛开，引人注目，沁
人心脾。

傍晚，春姑娘怀着轻松的心情来到
了树林。她在树林里散步，在树枝里跳
跃，在树丛中玩耍。她到过的地方，树
木就换上了新装：披上绿大衣，穿上迷
彩裤，英俊又潇洒。微风吹来，树影婆
娑，浅吟低唱，魅力十足。

春天，诗一般抒情，画一样神秘，梦
一样的恬静。我爱春天！

（指导老师：韦红叶）

掉牙记
云阳学校三（6）班 张一涵

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我在吃早
餐的时候，突然听见了一声“啪哒”，啊
呀！

一阵刺痛，我用舌头舔了舔，有一
股浓浓的血腥味充满了整个口腔。我
立刻跑向卫生间，照了照镜子，哇，我就
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嘴上全是鲜血。
妈妈也闻声赶来，问我：“怎么了？”我就
像一个哑巴一样，怕一说话鲜血就流出
来了，我只好指了指嘴中的血，妈妈这
下可明白了，着急地拿来了棉花，帮我
止了血。我把棉花拿掉，那一颗牙齿像
一个小朋友在荡秋千。我漱了漱口，血
终于没了。

现在我要跟牙齿Pk了，先是我出
场，拿来一根绳子，把绳子系在牙齿上，
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牙齿好像松动了一
些，不过还是没有掉下来。接着轮到妈
妈出场了，妈妈拿来一块饼干，让我使
劲地咬，希望能让牙齿快点儿掉下来，
这个方法还不错，但是还有一根筋像一
个顽固的老头，粘在我的牙根上，怎么
拉都拉不下来。大家都束手无策，妈妈
说：“算了，还是让它顺其自然，自己掉
吧！”我像往常一样，照样吃饭，照样玩
耍，只是有时会觉得牙齿在嘴里跳舞。

有一次，我正在刷牙，突然感觉又
有一股血腥味，我赶紧把嘴里的泡沫吐
掉，哇！泡沫里全是鲜血，我连续吐了
好几次水才没血了。接着牙齿也开始
越来越松了，我一碰，那颗老牙终于“下
岗”了，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外公说：

“你掉的是上面的牙，还是下面的牙？”我
说：“下面的。”外公笑着说：“那要丢到屋
顶去。”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呢？”外公
说：“这是一种美好的寓意，上面牙丢床
底，寓意顺利向下长；下面牙往屋顶上
丢，寓意顺利向上长，希望牙长得整齐。”
我连连点头。

换牙是成长的见证，每一颗牙都有
一个故事，它记录着成长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张开嘴巴，快乐地诉说自己的故
事吧！ （指导老师：洪晓琳）

游超力生态园
访仙中心小学五（3）班 司马中骏

超力生态园位于访仙镇北部，是我
们这儿远近闻名的景区。每到周末，许
多人都会到这里来游玩、烧烤、聚会

……热闹非凡！
今天，我们学校四、五、六年级的学

生一起去那里进行社会实践。进入大
门，映入眼帘的就是那跟着音乐“跳舞”
的喷泉了！还没播音乐时，湖面平静得
如同一面镜子，仿佛睡着了似的。但你
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迷惑，只要音乐
一响起，那湖水中的喷泉就活了起来，
忽断忽续，忽起忽落。沿着主路向西
走，就能看到一大片的郁金香，远远望
去，如同一道彩虹，当风儿走过的时候，
又变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咦！仔细
一瞧，那花朵又像是一个个小杯子，在
收集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呢！

继续往西走，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意
义非凡的古桥——复兴桥。过了桥就
到了草莓园，一眼望去，红彤彤的一片，
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哪个巨人丢下
的红宝石呢！我摘下一颗放进嘴里，顿
时，草莓汁在我嘴中流着，流着，流着
……好像把我带到了甜蜜的王国。

我们原路返回，来到了一片小树林
下面，不知不觉，太阳已经爬上了高空。
我们迫不及待地拿出午饭，有薯片、鸡
腿、牛奶，还有炒饭……吃过午饭，我们
的目光就被远处的蹦床所吸引了。我
和几位同学立即跑了过去，付了钱就踏
上了“太空”。我们在上面跳来跳去，仿
佛成了跳跃力极强的兔子。我和伙伴
们提出了“火箭”的玩法：一个人坐在蹦
床的中间，另外一些人都站在旁边，然
后数“1、2、3——”的时候一起跳，把中间
的人弹到“太空”。小伙伴们哈哈大笑，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所有人都沉浸在欢
声笑语中……

这次超力生态园让我记忆深刻，不
仅因为风景美，好玩有趣，更因为那儿
有我们和老师的美好回忆。

（指导老师：周甜）

劳动的快乐
丹凤实验小学四（2）班 方馨

“五一了，放假了，放假了！”我在回
家的路上一蹦一跳，庆祝着。劳动节当
然要劳动啦，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快乐！

这不，我今天帮妈妈洗碗。我把碗
里和盘子里吃剩下的饭菜倒进垃圾桶，
然后把碗和筷子放进水池，大概是放得
太快，碗筷发出了“哐当哐当”的声音。
看着那堆油腻腻的碗，我想，要洗干净
一定得多用点洗洁精。于是，我拿起瓶
子，“扑哧”一声，往碗里挤了很多。然
后，我拧开水龙头，“哗哗哗”，自来水快
速地流下来。过了一会，水池里的泡泡
多得飘了起来，我的脸上，手上，衣服上
都沾了泡泡。好不容易，我抓到了一只
碗，没想到“咕噜”一声，手中的碗又掉进
了水里，难道碗也信不过我的技术？这
时传来妈妈的声音：“你是不是在给它
们洗泡泡浴呀？还是我教你吧！”

我照着妈妈的话先把水槽里的洗
洁精放掉一半，又加进一些自来水，再
拿起抹布，轻轻擦拭，抹布和碗之间发
出了“咝咝”的摩擦声。过了很长时间。
所有的碗都擦好了，我看着那一堆又白
又亮的碗，擦了擦鼻尖上的汗水，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我用清水把碗上
的洗洁精冲洗干净，自来水打在碗碟
上，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接着，
我学着妈妈的样子，两只手一起搓起
了筷子。筷子发出了“啪啦啪啦”的声

音，好像在放鞭炮，虽然声音不洪亮，但
也好像在对我说：“你洗得真干净。”

洗碗虽是一件小事，但我却体验到
了乐趣，今后我还会继续劳动，体验更
多的乐趣。

（指导老师：毛姗姗）

少年足球寻梦录
访仙中心小学四（3）班 毛奥琪

这一天，太阳绽开了热情的笑脸，
我们期盼已久的丹阳市“市长杯”校园
足球比赛终于拉开了帷幕。

赛场上高手如林，球员们个个摩拳
擦掌，心中都燃起了一把火；拉拉队队
员也准备好了高分贝的嗓门来为各自
的队员助威，真是天旋地转，热闹非凡。

“嘟——”一声长哨，第一场比赛正
式开始。我校球员“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一路奋勇向前，杀得对方只有招架
之力，毫无还手之功，很快以3:0领先，
最后4:1获胜。

正当我们欢呼雀跃之时，主教练王
老师给大家敲警钟：“别高兴得太早，刚
才这场只能算练练手，接下来的第二场
才是对你们意志力的考验！”

下午第二场开始。哨声一响，队员
们就往四面八方散开来。球开始滚动
了，一双双脚纠缠在一起。球员们你一
脚，我一脚，球滚得越来越快，看不清球
上的花纹色块了！我校球员拼命阻球，
拦球，截球，带球……在训练场上几个
月挥洒的汗水，这一刻全变成了足下的
精彩！球到了我脚下了，真是千载难逢
的好机会！我如一匹猎豹，甩开了后
卫，带球一路狂奔，对方守门员充满戒
备地盯着我！我在心中默念着：“进球！
进球！”抬起脚将球狠狠地送向对方球
门，那球像子弹一般冲向白色球网，避
开对方守门员，在空中划出一道炫目的
弧线，坠入对方球门！

“耶——”球进了，那感觉，比考了
100分还要高兴！

骄阳下，比赛继续进行着，球员们
早已忘记了炎热，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教练们在一旁大声指挥：“左转，铲球，传
球，射门！”拉拉队队员们更是拼命呐喊
……结束的哨声吹响了，这一刻，所有
的球员都紧紧拥抱在一起，胜负已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们还将继续在球场上
摔打，拼搏，寻梦！（指导老师：张丽君）

我不想长大
新区实验小学六（7）班 束鑫琪

在成长中谁能没有烦恼呢？烦恼
在我的印象中是很讨厌，不想面对但又
很痛苦，总之给人“缠绕于身”的感觉。

还记得三年级时，我成绩不太好，
但每次考试也在85分以上，所以都没太
当回事。有一次考完试开心地和同学
们玩，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75！”我彻

底懵了，此时，我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
进去，耳旁只有嗡嗡的响声，仿佛看到
老师朝我投来质问的眼神。

放学回到家，妈妈一个劲地训我，
每个家长看到这样的分数都会气愤，我
也理解妈妈的心情。我努力地使自己
不听，不在意，我在内心对自己说：束鑫
祺，不要哭，哭了妈妈就会说，考得这么
差！你还有脸哭？可是我的泪腺怎么
也不听使唤，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妈妈根本不管我难受不难受，继续数
落。“这次考试，你自己满意吗？啊！这
题……还有这题……”她的话就像一把
利箭穿透了我的心。这时，我想到小时
候，好想重新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去。

现在，每个亲戚都说我听话、懂事，
只有我知道这些都是忍出来的。家族
中有一个小弟弟，亲戚们都说他不听
话、不懂事。但我还是挺羡慕他这个年
龄的，至少比我生活得快乐，从不需要
牵强，也无需忍着，这样挺好的！

我不想长大！
（指导老师：韦朝霞）

讲文明才能得尊重
实验小学五（2）班 吴志玲

4月30日下午放学后，我去上昂立
英语课。因为是下班高峰期，又是五一
劳动节放假的前一天，路上的人特别
多。在某一个十字路口，有两辆车发生
了交通事故。说是交通事故，其实也不
过是两辆车擦了一点油漆而已。于是，
两辆车的车主就“热火朝天”地吵了起
来。

“嘿，你干嘛撞我车呀！真是个神
经病！”“呵，我撞你车，明明是你开车不
看路，还说我是神经病，我告诉你，你才
是神经病，你全家都是神经病！”“明明是
你撞的，还说我不看路？”……他们吵架
的时候，旁若无人，一点儿也没注意，他
们还站在马路中间，一不小心就有可能
再次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子停在路中
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两边的车辆
都被堵住了，无法通行；一点小事，完全
可以协商解决，却因为不尊重彼此而使
矛盾升级，还影响了那么多人的出行
……旁边的人都投去了鄙视的目光，他
们的行为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很大的安
全隐患，也与丹阳文明城市的形象格格
不入。

（指导老师：高文彬）

美丽的山茶花
横塘中心小学六（4）班 陈子轩

在我们美丽的校园中，有许多光鲜
亮丽的花，比如海棠花、迎春花、梅花等，
但有这么一种花，它虽然没有海棠花那
样成群结队，也没有迎春花那样光泽亮
丽，但我就觉得它有一番独特的风味，
它就是“山茶花”。

山茶花的颜色有很多种：红的、白
的、绿的、粉的。我们校园里的山茶花
是粉红色的，准确地说是粉中带白，不
失韵味。被花瓣包围的中心部分是一
根根细细的花蕊，那花蕊是金黄色的。
微风吹来，整朵花在风中摇曳，就像一
位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金发少女在天
空中翩翩起舞，美丽极了！

一棵山茶树上的花有多种形态，有
的是花苞，花苞的颜色有两种，绿色的
花苞是刚生长出来，摸上去硬邦邦的，
还没有成熟呢；红色的花苞含羞待放，
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盛开着的山茶
花最引人入胜，光洁绚丽，生机勃勃。
还有先前开过的花朵，花瓣已经凋落
了，只剩一个光秃秃的花蕊了。一棵山
茶树就像一个生生不息的大家族，每一
朵花儿都是树妈妈的儿女。

我爱山茶花的美轮美奂，婀娜多
姿，更爱山茶花引人入胜的魅力！

（指导老师：袁振华）

吃文山三七品人生五味
麦溪中心小学五（2）班 唐子昱

今天，我看完了海伦凯勒著作的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深有感触。人生
正如此，谁都经历过苦难，谁都受过伤；
残疾人不放弃对生活的渴望，我们有什
么理由放弃呢？

爸爸刚买回来一盒三七粉——文
山三七，放在桌子上就出门去了。我觉
得名字很好听，应该也很好喝吧？于
是，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盒子，一股苦
味夹杂着中药味扑鼻而来。我摇了摇
头，心想：这样的三七能好喝？不过好
奇心占了上风，我做了个深呼吸，开始
用开水泡了一匙。等待了几分钟，我尝
了一小口，苦；又尝了一口，还是苦，不过
觉得苦中有一丝丝的甜。于是，我沉浸
在了幻想中，人生正如品味三七，初尝
是苦涩的，细品却又有甘甜，先苦而后
甘，它的苦是获得果实过程的苦，它的
甘是沉淀已久酝酿后真实的甜。想到
这里，转身再闻一闻，一股清香就环绕
满身；仔细看一看，嫩黄色的粉便映入
眼帘；仔细尝一尝，苦中带甜的味道就
填满了整个口腔……饭桌上，我的食欲
更强了，仿佛是那荡气回肠的味道给了
我无穷的力量。

三七粉，品其味，品人生。
(指导老师：袁炳清)

我要减肥
蒋墅中心小学三（3）班 殷俊

妈妈带我去商场买新衣服。商场
里的漂亮衣服真多啊，看看这一件的颜
色我很喜欢，看看那一件的式样我也很
喜欢，可是试来试去，真扫兴——我都
穿不下。唯独一件像男生穿的衣服尺
码有点大，看妈妈的表情好像很喜欢这
件衣服似的，我只好勉强试了下，妈妈
却不顾我的反对很爽快地付了钱。妈
妈竟然喜欢这件男生的衣服，我都开始
怀疑人生了。

于是，我下定决心——减肥！我制
定的第一个小目标就是每天跑步半小
时，然后蛙跳20下。说干就干，第二天
早晨起床后，我连头发都没来得及梳就
去我家前面的广场运动起来。等负责
计时的妈妈叫我的时候，我已经满头大
汗了。回家后，我还得继续练习蛙跳。
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把双手放在背
后，下蹲，然后猛地往前一跳，第一个完
成得还比较轻松。就这样我下蹲，跳
起，再下蹲，再跳起……一直跳到第九

个，我就感觉双腿发抖了，我想：“努力了
这么久，可不能半途而废。”咬咬牙，我蹲
下，使劲向前跳……最后，我的头发都
贴在额头上了，小脸涨得像苹果一样
红，腿也软得站不住了，只能逼妹妹用
她的小推车把我拉到床边。哎呀，可把
我累坏了，我一扑到床上就彻底瘫倒
了。妹妹似乎担心她的小推车等会儿
又要遭受我的折磨，赶紧拉着车跑了。

我躺在床上，感觉哪哪都废了，唯
有嘴巴不服气：“今天只不过是万里长
征第一步，明天我还要继续减肥！”

（指导老师：孙建琴）

有爱心，我骄傲
华南实验学校三（9）班 陈欣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等我
醒来准备去上兴趣班时，才发现爸爸一
大早就去上班了，妈妈留下一张纸条
说：刚烧完早餐就被一位阿姨朋友邀请
去看演唱会了。此时，家里只有我一个
人，没有人送我去兴趣班，该如何是好
呢？就在我沮丧的时候，一个念头闪过
了脑海，“对了，我带几枚硬币去坐公交
车不就可以了吗？”我喊道。

我上了公交车，东张西望，啊！幸
好老天有眼，给我留了一个位子，不然
这么长的路，肯定会让我腿脚发软，刚
坐在位置上沾沾自喜的时候，上来了一
位一身疲惫的老奶奶，带着无助的眼
神，左瞧瞧右探探，可就是找不到一个
空位子，她“哎”了一声，无助地倚靠在
车上的铁柱旁。从她那一头花白的头
发可以看出已经有80多岁了！再看看
她那长满老茧的双手，应该是在家里做
事比较辛苦的，最重要的是她的背驼得
已经不成样子了，简直可以和乌龟比弯
了。

看到这一切，一下子让我心乱如
麻。如果让座给老奶奶的话我就要站
20多分钟，岂不要累死，如果不让的话，
老奶奶一把年纪经不起折腾……哎！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助人为乐，于是自告
奋勇地对老奶奶说：“老奶奶您坐我的
位置吧！”老奶奶亲切地说：“好孩子，不
用了。”我坚持把老奶奶推到了座位上，
这时车上响起了一片掌声，有的投来了
赞许的目光，有的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就连驾驶员叔叔都说：“我还是第一次
看见这么小的孩子让位。”有一位叔叔
甚至还说让我坐他的座位，我再三拒绝
了。面对人们的赞叹声，我心中蓦然升

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
助人为乐真让我自豪，我们一定要

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指导老师：黄玉红）

有趣的丝网花
司徒中心小学五（4）班 李博雯

我们五年级这几天在陵口参加了
综合实践活动。来到实践基地的第二
天，第一节课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制作
丝网花活动。

丝网花虽然看起来精致美观，但制
作起来却很不容易呢。

首先，我们在教室坐端正，然后你
就会发现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篮子，没
错，那就是我们用的工具，里面有剪刀、
尖嘴钳、线等。

我们专心地听着辅导老师对丝网
花的简介，然后老师又让我们观看制作
丝网花的视频。在看视频的过程中，同
学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生怕漏掉一个
细节。视频一结束，同学们便迫不及待
地动起手来。男生们更是自信满满地
拿起了工具，动手制作起来。视频放完
时，那些先做的同学已经完成了，很自
豪，喜悦地交给老师。但老师说那些人
做的花有很多问题，导致看起来不美
观。接下来，我们就观看老师在投影仪
下做丝网花。

老师首先拿了一根钢丝，又拿起一
个塑料桶，把钢丝围绕在上面一圈，然
后用尖嘴钳把多余的两根钢丝扭啊扭，
就合成了一根，之后拿出丝网，把丝网
裹在钢丝的外面，线绕几圈，用剪刀把
多余部分剪了。就这样一片花瓣做成
了。紧接着，老师又做出三个花瓣，然
后拿出花蕊，将花蕊对折，用绳子绑在
棍子上，最后把花瓣绑上去就大功告成
了。

我们都跟着做了起来，仔细做好每
一个细节，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都做
出了一朵朵美丽的丝网花。

（指导老师：张文龙）

云阳一幼工作室作品
《我爱劳动》
作者：唐誉芯 管星辰
（指导老师：汪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