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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翩翩
华南实验学校二（5）班 符家荧

早就读过唐代大诗人杜牧的一句诗：停车
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心里总想着，
什么时候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枫叶了呢？这个
周末，妈妈带着我和外公来到南京栖霞山看枫
叶。

一到山下，只见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行
走在栖霞山中，真是：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
晖。这里到处色彩斑斓，鹅黄、黄红、橘红、浅
红、大红、紫红……抬头一看，高大的枫香、三
角枫、黄连木、榉树，看得人目不暇接。一片片
枫叶远看就像一簇簇火苗在枝头跳动，近看又
像可爱的小手掌在向游客们招手。走着走着，
忽然看见两棵高大的银杏树，满树的银杏叶让
人眼前一亮。秋风一吹，一片片银杏叶落下
来，我忍不住伸手，接住了一片放在手心里想
带回家做书签。草地上铺满了各种落叶，一个
美丽的姐姐捧起一把五彩的落叶，向空中一
抛，她的同伴拍下了这美丽的一瞬间，照片一
定很美！我也捡起地上一片最红的枫叶贴在
脸上，让妈妈为我拍照留念。

虽然爬山有点累，但是我收获了栖霞山最
美的秋天——闭上眼睛，满眼都是翩翩红叶！

（指导老师：张红芳）

读书让生活更美好
新桥中心小学六（6）班 谭少微

星期六的上午，风和日丽，阳光透过云层
照射到我的身上，身上暖洋洋的，就跟我的心
情一样，因为我马上就要去姥姥家玩了。经过
一段路，我们来到了姥姥家。下了车，我迫不
及待地去找姥姥，跟她打过招呼，我正准备去
看姥姥养的鹅。我看到妈妈走到后花园里头，
神秘兮兮的，让人也想看个究竟。我偷偷地跟
在她的身后，看着她走进后花园的小屋，传来
了一阵姥爷的声音，他们在屋里干吗呢？出于
好奇心，我不再小心翼翼地跟着，而是直接走
了进去。这，这，这简直是书的天地！儿童

类的，科幻类的，革命经典的，这些
都足够开一个图书馆了！

“怎么，你想要什么书？
我这多着呢，建议

你看格林童话，
适合你年龄
的哦。”姥
爷笑问，说
着递给我一
本 格 林 童
话，我一头
雾水，随意
翻了几页，精
美的插图配上
带拼音的字，
真 是 绝 配
啊！“你若感
兴趣，我就

再给你几本，
保证好！”说着姥

爷给我塞了好几本
类似格林童话的书，我
看了看妈妈，妈妈欣慰

地笑着，我就开始了
读书之路。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说得不错，我就是
进步的一个例子——我们和书是一辈子的伙
伴，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指导老师：王妍）

南瓜灯的制作
正则小学五（11）班 蒋思羽

一提到西方的万圣节，大家肯定一下就会
想到南瓜灯，它并不需要到超市里买，自己就
可以做。你们知道怎么做吗？

制作南瓜灯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准备好3平方分米并且完全熟透了

的南瓜，一个大勺子，一把美工刀，蜡烛，打火
机，保鲜膜和纸盘。

第二，把南瓜顶部给切掉，先用大勺子将
内部全部挖空，再用水把里面剩下的一些渣子
冲干净。切记，冲水时不能用刷子来刷。

第三，用保鲜膜一圈一圈地包好南瓜内
部，外部不要包，包时要像转盘一样一圈圈地
包，不可以留一点空处，必须全部包好，并且只
能包一层。如果包太厚了，那就没有太大的地
方留放蜡烛了。包得紧会更好，顶端要用保鲜
膜缠上1到3圈。包好后，再用手轻轻拍一拍
包好的地方，以免有保鲜膜脱落。

第四，用美工刀在南瓜上刻上自己喜欢的
图案，比如：鬼脸、爱心、小动物、恐龙……刻的
时候要用点力气，就像钻洞一样，一直钻到对
面，然后再把刻下来的那块儿取下来，这个步
骤一定要在大人们的陪同下制作。美工刀异
常锋利，稍不留神就会受伤。

第五，将纸盘放入南瓜底部，一定要放好，
不然，蜡烛点着后会翻掉。纸盘安置好后，将
蜡烛放在纸盘上，让大人把蜡烛点燃，一个漂
亮的南瓜灯就这样做好了。

夜晚，我们可以将南瓜灯放在空旷的地
方，旁边不要放易燃物。南瓜灯在星空下一闪
一闪的，实在是太美丽了。

（指导老师：樊玉绘）

套柿子
横塘中心小学六（1）班 景怡

金风送爽，瓜果遍地，教室门前的柿子树
上，一个个小柿子灯笼般挂在枝头，随风摇
曳。柿子宝宝个个膘肥体壮十分可爱，它们有
的金黄，透着健康的肤色；有的靛青，羞涩地藏
身于绿叶；有的艳红，闪着诱人的光泽。

教师节这天，眭老师拿了一个奇形怪状的
东西进了教室。一打听，原来是“套柿杆”，所
谓的套柿杆不过就是两根鸡毛掸子和一个用
旧了的衣架弯成的圈圈再外加一个塑料袋子
而已，这看似简单的东西却有着非凡的妙用
呢。

“走，套柿子去！”眭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
就蜂鸟似地涌出教室。站在树下，眭老师做起
了示范，只见他找准了柿子，把手一伸，杆子一
挺，用力一拉，“咕噜”一声，一个黄澄澄的柿子
就被轻轻松松地收入囊中。同学们都拍手叫
道：“好啊——好啊”，有几个同学看了手也痒
痒啦，都忍不住想试试。可是套柿子看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他们套了很长时间，却一无所获，
只有几个同学稍有“斩获”。那小柿子就像淘
气娃娃在和我们捉迷藏，它们顽皮地躲进了叶
丛中，拿着绿叶做“挡箭牌”，左躲右藏的真拿
它们没辙。引逗得我们大呼小叫急得直跺脚，

时近黄昏了，暮色中我们收起套杆回归教
室。

最后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套到了八个大柿子呢。“八”就是

“发”嘛，多么吉祥的数字啊！看

来今年我们班要大吉大利行大运了。哈！
哈！哈！套柿子真有趣啊！

（指导老师：眭金和）

难忘的一次比赛
匡亚明小学六（4）班 周林逸

今年暑期7月18日至7月21日，在学校电
脑张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作为丹阳市匡亚明
小学学生代表，有幸参加了在山东组织的“第
二十届全国中小学生电脑制作大赛”活动。我
参加的项目是网页制作，这是一场紧张又刺激
的比赛，也是一场令我终生难忘的比赛。

比赛前一天晚上，我把张老师前期指导的
网页设计步骤、公式和面试内容复习了一遍又
一遍，还精心准备了第二天要用的材料，辗转
反侧许久才进入了梦乡。

19日上午，我八点钟就来到了赛场。八
点半开始比赛了，可里面的人却不让我进，可
能是看我个子小吧，在我和爸爸小心翼翼的追
问下，我才得以顺利进入赛场。我找到自己的
座位，用余光偷偷瞄了一下四周，发现周围的
同学已经在键盘上上下挥舞了，我的小心脏都
紧张得恨不得跳出胸膛。好在我急中生智，悄
悄问了下旁边的选手，得知命题是“绘本故事”
后，才渐渐平静了下来。我使出了浑身解数，
制表、插入、居中、退格、文字编辑……紧张了
两个多小时，总算完成了比赛任务。虽“大功
告成”了，但我总觉还是不太满意。

22日上午面试的时候，更是紧张了，只能
勉强应付考官老师的提问，比起平时在课堂上
游刃有余的表现来，差远了，总觉得准备的面
试内容有劲使不上。好在考官老师微笑着鼓
励我说：“你参赛的网页设计作品，十分符合你
的年龄特点，但如果更活泼些，就更棒了！”

21日上午颁奖仪式上，我原以为没有获
奖，却想不到，居然还获了一等奖，我简直乐坏
了：要不是张老师指导有方，我怎么可能获奖
呢？六年级的征程已经开始，我要加倍努力学
习，为我敬爱的老师，亲爱的母校，献上一首毕
业的赞歌！（指导老师：何雯）

我给书包洗个澡
华南实验学校一（17）班 夏梓洋

放假已经好多天了，可是陪伴我一个学期
的书包还是脏脏的，今天，我准备给它洗个澡.

我抱着书包走进卫生间，把书包放进水池
里，打开水龙头，不一会儿，哗哗的自来水就把
书包淋湿了。妈妈帮我撒了一些白白的洗衣
粉在书包上，我拿起刷子刷了起来，刷完外面
刷里面，刚开始刷得可快了，感觉有使不完儿
的劲，可没多久，就手臂发酸，刷不动了。妈妈
对我说：“别着急，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刷，累了
就停一会儿。”我听了妈妈的话，放慢动作，上
刷刷，下刷刷，左刷刷，右刷刷。不一会儿，冒
出了许多的泡泡，它们从水池里跑出来，调皮
地飞来飞去，有的跑到了镜子上，有的跑到墙
壁上，有的跑到地板上，还有的跑到了我的身
上，亲吻我全身。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活像
一个圣诞老爷爷！

“你们别神气，等一下我就让你们全部都
不见！”我打开水龙头，对准泡泡们冲洗，可怜
的泡泡哭着喊着流进了下水道，越变越少啦！
我拿起刷子，再把小书包从里到外刷了一遍，
哈哈，小书包又恢复了它原本的面貌，焕然一
新啦！

我把洗完澡的小书包晒到阳台上。小书
包在阳光下晃动着身体，好像在对我说：“谢谢
你，小主人，我喜欢现在的自己！”我看着它，开

心地笑了！ （指导老师：景艳红）

老鼠偷粮
访仙中心小学四（2）班 汪逸凡

放假的一天晚上，我召集小伙伴们去广场
玩。到了广场，我提议：“今晚我们人这么多，
一起玩一个有趣的游戏吧！”

一个小伙伴歪着脑袋：“玩什么游戏好
呢？”

我转了一下眼珠：“玩老鼠偷粮好吗？”
他们一起鼓掌：“好啊，好啊，你先教我们

规则吧！”
我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规则很简

单：五个人当老鼠，三个人当猫，五个人当粮
食；猫保护粮食，老鼠如果抓住粮食，粮食就要
被关进鼠笼；猫如果抓住老鼠，粮食就要回到
仓库，老鼠也要出局。”我讲完以后，大家就开
始分配角色，我正好扮演一只看仓库的猫。

角色敲定之后，游戏开始了。我守在“仓
库”中间，队友则守在“仓库”的两旁。有一只

“老鼠”以飞快的速度，想从我和队友之间的缝
隙中偷“粮食”。队友连忙伸出一只手防守，那
只“老鼠”见此路不通，转身准备逃走。

但是，我没有给这只“老鼠”机会，从“仓
库”中间“嗖”地跳出来，一把逮住了他，这只

“老鼠”就这样被我弄出局了。
那些“老鼠”见一个队友已出局，开始耍小

心机，一起故作惊讶地叫：“嘿，你们后面滚过
来一个足球！”

我们都忍不住回过头去，一看，什么也没
有，才知道被骗了。等我们转过头来，仓库里
已经被“老鼠们”偷走了两袋“粮食”。我一下
子被激怒了，立刻跑去抓“老鼠”，一下抓住了
一只还在使劲拖“粮食”的“老鼠”，把“粮食”送
回了仓库。

接下来，我的两个队友也出去各抓住了一
只“老鼠”，最后一只“老鼠”看见同伴们都被淘
汰出局，干脆躲在“鼠笼”里不出来了。我们几
个只好假装踢足球玩，不一会儿，他果然还是
偷偷地溜出“鼠笼”，想来偷“粮食”，我们一起
冲上去，把他按倒在地。第一轮游戏结束，我
们“猫队”赢了。

月光把广场照得格外清亮，我们继续玩着
“老鼠偷粮”游戏，广场上空回响着我们开心的
笑声……（指导老师：孙玮华）

秋天的风景
实验小学三（3）班 赵涵

我爱秋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如果硬
要找个理由那就是因为春天太娇气，夏天太炎
热，冬天太寒冷。秋天里秋高气爽，果实累
累。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
爱火红的枫叶。树上的枫叶像一面面旗子，落
下来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一阵清香突
然传来，勾住了我的脚步。咦，这是什么香味
啊？原来是菊花。秋姑娘给了菊花仙子各种
颜色：紫红的，淡白的，米白的……菊花的样子
有像狮子的，飞龙的，凤舞的。

秋天还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果园里有黄
澄澄的梨子像一个个小葫芦，有气红了脸的石
榴在树上晃来晃去，还有像在比赛憋气的葡
萄，它们从夏天一直憋到了秋天，把脸都憋紫
了还没有决出胜负。

我希望时间停下来，一直停在这个美丽、
丰收的季节。

（指导老师：肖志吉）

捏鸡蛋
华南实验学校香草文学社五（7）班 刘子铭

夕阳西下，静谧美好的夜晚即将来临，我
兴奋地背着书包回到家。

“老爸，今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样特殊
的家庭作业。”我神秘地告诉老爸，“要看看谁
是我们家的大力士，比赛的道具是一个鸡蛋。”

“切！不就是捏鸡蛋吗？以前老爸一捏，鸡蛋
的‘五脏六腑’都爆出来。”老爸不屑地朝我笑
了笑。“你等着吧，让你说大话，一会儿看你怎
么收场。”我暗笑着。

我拿出一个超级金刚土鸡蛋，老爸头也不
抬地接过鸡蛋，悠闲自得地坐在那里，准备“杀
害”无辜的鸡蛋，我立即阻止老爸，“规则是要
将鸡蛋贴住整个手掌，不能用两只手指捏，也
不可以碰硬物。”

“还是我先来吧！”我取过鸡蛋，咬紧牙关
鼓起腮帮，使劲一捏，可是鸡蛋硬邦邦的，根本
捏不坏，我沮丧极了。

“让我来，这还不简单？赶紧拿着大碗等
着，爆你们一身可别怪我。”老爸自信满满，恐
吓着我们，“看好了喔，站远点。”

鸡蛋被老爸紧紧地握在手掌心，使劲一
捏，鸡蛋毫发无伤，老爸难为情地说：“对不起，
这次是我大意了，接下来我要用心了。”这下，
我可神气了，老妈在旁偷笑，我也情不自禁地
跟着笑了起来。

第二次老爸突然站起来，然后慢慢半蹲下
去，好像在运气，只见他迅速撸起袖子，手臂一
甩，“哈”的一声“河东狮吼”。这会儿的他肌肉
紧绷，手臂上一根根青筋暴了出来，就像一条
条弯弯的小青蛇。可鸡蛋仿佛被披上了“金刚
甲”，仍是安然无恙。老爸不甘心还想再来一
次。

老爸与鸡蛋又进行了第三个回合的比
拼。老爸将鸡蛋举到胸前，又“哈”的一声，他
的五官都变形了，看看他那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和老妈大牙都笑掉了，由于老爸用力过猛，
脸憋得和红气球一样，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涂
了腮红呢！一旁的老妈负责拿手机现场“直
播”，圈里的评论区立刻沸腾起来了。有一位
阿姨开玩笑地说这是老爸的“刘世神功”。

最后一次鸡蛋竟然破了，经“专家”老师鉴
定，发现老爸的大拇指反复用力了。哈哈！老
爸最终还是耍赖了。

原来鸡蛋壳是“薄壳结构”，薄薄的鸡蛋壳
之所以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是因为压力会
平均分散到蛋壳的各个部位，所以鸡蛋壳“坚
不可摧”。

你看，一个小小的鸡蛋竟然藏着这么大的
学问。（指导老师：吴招娣）

难忘的国庆节
丹凤实验小学三（1）班 盛子萱

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啦！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
阅兵仪式。

当习近平总书记的红旗牌检阅车缓缓驶
出天安门城楼时我仿佛听到了亿万人民的欢
呼声。检阅车平稳地行驶，我们敬爱的习主席
亲切地向海陆空三军问好：“同志们好！同志
们辛苦了！”主席的问候如和煦的春风温暖军
心。“主席好！为人民服务！”军人们的回答像
惊雷在回荡，震撼人心。

随后分列式检阅开始。三军仪仗队护卫
着鲜艳的党旗、国旗、军旗率先通过天安门广
场，其余的13个徒步方队依次接受检阅。他
们的步伐是多么的整齐，脚步是多么的响亮，
声音是多么的豪放！紧接着，30个装备方队
以排山倒海之势隆隆驶来。陆上作战方阵来
了，轰鸣声由远而近，气势磅礴的坦克方阵来
了，22辆99A坦克呈“箭”形布阵，神如霹雳长
驱直入……一枚枚导弹、一辆辆坦克、一架架
飞机和装着高科技武器的车队向世界展示了
我们祖国武力强大。

我为我们祖国的强大而骄傲自豪，祝愿我
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指导老师：朱丽俊）

热闹的“动物园”
新区实验小学四（7）班 朱奕萱

我家就像一个“动物园”，里面的“动物”都
很可爱。

我的外婆是一只“大公鸡”。每天，她都很
早起床，等把早餐准备好后，这只“大公鸡”就
开始叫我起床，见我不醒，就一直催，直到把我
叫醒。“大公鸡”每天都忙里忙外，真是太辛苦
了，以后我一定早睡早起，不再让“大公鸡”这
么操心了。

我的爸爸是一只“熊猫”。这只“熊猫”又
胖又温和，每天都会陪我玩、看书、运动……他
鼓励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并且要坚持，不要轻
易放弃，他还告诉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每
天都要锻炼身体。

我的妈妈是一只温柔的“大老虎”，她有时
很温柔，有时却很凶。她对我最好了，把心思
全放我身上，“大老虎”经常陪我学习，我很爱
她。

我是一只“小猫”，而且是一只可爱又调皮
的“小花猫”。我脚步很轻，有时会偷偷拍一下
家人的后背，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我吃饭小
心翼翼，却也会把嘴弄脏，就像一只小花猫。

我的妹妹就像一只“小老虎”。她很可爱，
但是性子比较急，一饿就哇哇大哭，我们每个
人都抢着给她喂奶，她喝了奶就安静了，真有
意思！

这就是我家的“动物园”，我爱这个“动物
园”，更爱里面的每一个“动物”！

（指导老师：蒋宇琴）

难忘的运动会
蒋墅中心小学五（2）班 赵鸿竹

上周四，我校举行了秋季田径运动会，各
年级各班的体育精英们都聚集在过径楼一楼

的点录处，准备大展身手。
在本次运动会上，我们班的运动健将们一

次次勇夺第一：女子100米、200米、400米、跳
远、垒球都是第一，男子的跳远、垒球也是第
一，还有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也斩获第一
名。而其中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接力跑了。

接力跑中我班派出4名跑步能将迎战五
(1)班和五(3)班。枪声一响，第一棒的贺悦倩
像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以绝对的优势将接力棒
传给了第二棒的唐文涛。唐文涛使出了他的
必杀技——大跨步，一步足有1米之远，用最
短的时间把接力棒送到了第三棒胡恒瑞的手
中。胡恒瑞接过棒后立即开启“马达模式”，一
会儿工夫接力棒就到了最后一棒姜婷的手
里。在快要接近终点时，观众席上五(2)班方
阵响起了一阵阵呐喊声：“姜婷，加油！姜婷加
油！加油！加油！”要冲线了，五米……三米
……一米……我们班又是第一名，顿时欢呼
声响彻校园的上空……

运动会虽然已经结束了，但运动员们顽强
拼搏、勇争第一的身影却一直印在我的脑中。

（指导老师：贺卫芬）

吝啬的邻居
延陵学校六（2）班杜云茜

我是从安徽来丹阳的，住的地方环境优
美，人也很和善，但有一个人除外，无论什么时
候，我都能看到他在垃圾堆里不停地翻找着，
他就是我的邻居李爷爷。

李爷爷十分吝啬，邻居们有时需要点儿铁
丝、棉花什么的，要是去他那儿找，他总是嘴里
嘟嘟囔囔的，好像没有他的帮助别人就做不好
似的。

比如说上次，家里电灯坏了，爸爸一直都
在那儿修，可是少了一根电线，怎么弄也弄不
好。大家都很头疼，这时，我看见李爷爷正在
散步，便冲上去问：“李爷爷，我家电灯坏了，还
差一根电线，请问您有吗？”李爷爷听了我的
话，立马变得严肃起来：“哼，什么都没有，就只
会问我要，没出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电线，

“啪”地扔到地上，然后气呼呼地走了。我拿起
电线，铁青着脸：“不就是一根电线吗？小气
鬼！”

还有一次，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妈妈让我
去小卖店买瓶酱油。由于那种酱油涨价了，我
带的钱还差一元，这就让我为难了：回家取吧，
离这儿有一点远，来回跑太麻烦；不取吧，妈妈
正急等着用呢。

我正着急，忽然看见李爷爷在捆板纸，便
硬着头皮向他借。我把事情跟他一说，他没说
什么，气呼呼地低头忙他的活儿去了。我心
想：“小气鬼！”正准备要走，他忽然手一抬，拦
住了我，干枯得像树枝一样的手心里躺着一枚
一元硬币：“今晚必须还我！”我高兴地说：

“好。”
可是转眼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晚上李爷

爷板着脸来找我，我才忽然想起来，连忙拿钱
还给他，临出门的时候，他对我妈妈说：“告诉
孩子，办事要讲信用。”说完，蹒跚地走了。

我望着他的身影，久久地站着。
（指导老师：贡兴）

我家的“蓝袍将军”
云阳学校七彩文学社 沈菲儿

如果你问我最喜欢什么动物？那么，我一
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喜欢我家的“蓝袍
将军”！

“蓝袍将军”是谁？它是我养的一只鹦鹉，
它浑身大部分的颜色都是蓝色的，只是头上的
羽毛是黄色的，它的眼睛水灵灵的，像颗黑珍
珠，肚皮下面还有两只灰蓝色的小爪子。它走
路时十分高傲，像一个将军，因此有了“蓝袍将
军”这个昵称。

“蓝袍将军”不但走路高傲，连吃饭都挑三
拣四的。还记得有一次，我从乡下田里带了一
盒蚯蚓回家，给它喂食时，它却死活不肯吃！
我把盒子推向左，它把头扭向右，我把盒子推
向右，它又把头扭向左，好像在说：“不吃不吃
就不吃！”我拗不过它，只好把那袋鸟食拿了过
来，倒了一些给它。呵！这次它吃得这么香！

“吧唧吧唧”，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小猪！哈哈！
还记得有一次，我家来了客人，我为了展

现它的本领，让“蓝袍将军”叼几粒瓜子给客
人，结果它却叼着电视遥控器摇摇晃晃地飞回
来，嘴一松，“哗”地一下，遥控器掉进了茶杯
里，水都溅出来了！我急了，说了句：“真不听
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蓝袍将军”真是又淘气又可爱，它给我的
生活增添了无限精彩，我真喜欢它！

（指导老师：杨黎俊）

秋雨
正则小学四（7）班 方遒

啊！秋雨！
秋风拂过，
小草弯下了腰；
秋雨在噼里啪啦地拍手；
那些花儿，
开得那么鲜艳。
哦，
花有了帮助，
便也有了爱！
这爱神是谁？
是园丁？
是孩子？
都不是！
那到底是谁？
哦，
那当然是秋天的小雨滴！
秋风里，
花儿在轻轻地跳舞；
雨过后，
我们在雨水塘里嬉戏；
天晴后，
天空还有一道彩虹！
秋雨！
啊！秋雨！

可爱的小白兔
司徒中心小学三（4）班 陈芷萱

我家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白兔，我每天一放
学就去看它。

它周身洁白，没有一点杂色，好像是用洁
白无瑕的汉白玉雕成的。所以我给它起了一
个好听的名字叫“雪儿”。雪儿的一双眼睛像
一对闪闪发光的红宝石；一张三瓣小嘴，吃起
东西灵活自如；两只耳朵长长的，像两座高高
的小山坡。睡觉时，两只耳朵就紧紧地贴在头
的两边，一有动静，它就警惕地竖起耳朵，向四
周张望。

小兔子天生就有着挖洞的本领，而且还会
给洞预留好几个出口，“狡兔三窟”说得就是它
的小机灵。我家的雪儿不住洞，住在一个小筐
子里。它特别喜欢吃蔬菜，比如白菜叶儿、胡
萝卜。有一次，我们吃饭时，我看到关在筐子
里的雪儿，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哦！我知道
了，雪儿一定是饿了。于是我拣了一些剩下的
菜叶，放到雪儿的食盆里。雪儿很懂事地立刻
站了起来，用一双红彤彤的眼睛看着我，好像
在说：“谢谢你，小主人。”接着它俯下身子，低
着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看着它那可爱的
样子，我真想把它抱在怀里。

（指导老师：郑卫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