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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金黄的银杏叶子像蝴蝶一样飘落下来，再
过两个月就要迎来期末考试，不知不觉当中我的
2018年就要结束。属于我的六年级四分之二的时
间已经离去，我在这个校园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这
些日子，陈老师几乎每天都在和我们强调时间的重
要：“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

听着听着，我慢慢发现时间是那么的有趣。
我们读书的时候，时间流逝了，我们学到了丰富

的知识；我们做事的时候，时间流逝了，我们收获了宝
贵的经验；我们嬉戏的时候，时间流逝了，我们得到了
无尽的快乐……可是有些时候，时间虽然流逝了，我
们却感觉什么也没有得到。一样的光阴，不同的收
获，完全取决于我们在时间流逝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凋落的叶子能再回到青绿吗？
枯萎的鲜花能再恢复鲜嫩吗？老人能再回复年轻
吗？答案是否定的，时间也一样，逝去了，就永远不
会再回来。

时间，每时每刻都在流逝；光阴一去不复返，我

们不能把光阴留住，但是我们可以珍惜现在的每分
每秒，不让生命虚度。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用功
读书，勤勉学习，认真做事，那样，时间虽然逝去了，
但我们却得到了努力的成果。这便是把握时间，便
是爱惜光阴，也便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

望着窗外飘飞的落叶，我翻开书本，陈老师的
声音似乎又在耳边响起……

（指导老师：陈小云）

无锡素来有“影视城”的美
称，那里的三国水浒城更是举世
闻名，令许多人慕名而来。这个
星期六，我们马丰小学的同学们
就去游览了一番，真是别有一番
风味。

刚刚到那儿，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扇大城门，上面有着“三国
城”这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城门
前立着三尊栩栩如生的铜像。

我走进大门，远远的就望见
了一个全身金灿灿的大鼎。上面
刻着四条张牙舞爪的飞龙。再看
看左边的小丘上，有着一行石
像。有的手持长矛，凝视远方;有
的气宇轩昂，身穿铠甲;还有的骑
着骏马，双手握剑……

继续向前走，我看见了一个
简陋的小庭院，踏着石头台阶进
去，原来是一片假桃花花园。不

仔细看真的能以假乱真。“快看!”
我顺着叫声望去，又看到了三座
铜像，可他们并没有手拿武器，倒
像是在结义，我环顾四周，顿时恍
然大悟:当年刘备、关羽、张飞《桃
园三结义》这个故事在我脑海里
映现出来。

走了许久，我发现了一座高
台，这是曹操的点将台。我看见点
将台上有着曹操的铜像。只见他
雄姿焕发，身着黄金铠甲，身上披着
披风，腰间别着一把宝剑，现在我们
还依稀可见一代枭雄当年的威仪。

现在要看表演啦!只听见
“轰”的一声巨响，台上出现了一
群人马。另一边城门前也出现了
一群人马。广播里传出了震耳欲
聋的声音，只见“张飞”从人群中
跳出来直冲“吕布”，眼看就要刺
到了，身手矫健的吕布一个转身

就躲过去了，反而还把“张飞”给
活捉了，正在我着急的当儿，纷飞
的灰尘中传出一阵叫喊:“贤弟莫
急，我来帮你。”紧接着两个矫健
的影子冲了过去，一定是“关羽”
和“刘备”，他们左右围攻，“吕布”
马上落荒而逃，这次大战大获全
胜!我高兴极了。

接着，我们吃过午饭后便向
水浒城前进。我们首次参观的是
高优府，高俅可是一个奸臣，屋里
是富丽堂皇，气派得很，有书架，
屏风……屏风上的《清明上河图》
真是生动，精细。

我还看了武松对打西门庆的
表演呢!可精彩了!紧接着还参观
了宋太公院，紫石街……难怪这
里的游客络绎不绝呢!我感慨道:
真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指导老师：陈小云）

“哦，太好了！”随着报名参加小记
者的阵阵欢呼声，我们迎来了期待已久
的无锡三国城、水浒城的一日游活动。
怀着愉快的心情，我们来到了那里。

站在三国城门前，有个大石碑映入了
我的眼帘，上面刻着几个红色的大字：中国
的影视基地在这里诞生……走进三国城
的大门，一股浓烈的历史气息迎面而来。

我们四处逛了一会儿，就来到了激
动人心的“三英战吕布”的表演现场，只

见刘备，关羽，张飞等将士正在马上进
行精彩的表演。他们那矫健的身姿和
高超的技术在马场上表现的淋漓尽
致。瞧，，张飞，双腿微蹲，尽竟站在了
马上！关羽更绝，他单腿翘起，在马背
上金鸡独立起来！还没到战吕布的时
候呢，他们就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时，刘备的弟弟张飞去曹操的营下叫
门。吕布出来迎战，他挥舞着方天画
戟，和张飞大战起来，关羽衍也前来助

阵。俩人快败下阵来时，刘备举着双剑
朝吕布杀来。四人打得热火朝天，却不
分胜负，最后以平手做结局。表演结束
了，可我们却意犹未尽。从“三英战吕
布”可以看出吕布虽一人对抗三人，可
还是以高超的武艺打成平手，顿时，我
心头生出一种敬意，但我还是最敬佩诸
葛亮。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被人称
为智神，智慧的化身，虽然他原来是个
茅庐里的老者，隐居山林，却是不可多

得的人！不然，刘备怎会三顾茅庐，请
诸葛亮出山呢？而且诸葛亮生来就长
着一副智慧的相貌呢！

看过激动人心的“三英战吕布”后，
我们又来到桃源三结义的地方观看刘、
关、张三人义气结义……

白驹过隙，我们就要走了，还真有
点舍不得呢，不过，还是挥了挥手，默默
的道了别。

（指导老师：陈小云）

我的家乡在如东。说起如
东，人们便会想到如东的海鲜。
如东的海鲜久负盛名，其中，文
蛤还有“天下第一鲜”的美称。

文蛤生活在细沙质地的海
滩上，呈折扇形，壳面有一层浅
黄色或红褐色光滑似漆的壳
皮。从壳顶开始带有环形的褐
色带，贝壳背部有锯齿状或波纹
状的褐色花纹，有的似波涛汹涌
的浪花，有的似连绵起伏的山
丘，还有的似跨越海际的大桥
……文蛤温柔时，一声不吭地躺
在沙滩上；调皮时，张天双壳，好

像一个探头探脑的小孩，躲在房
子里看着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

当人们劈开文蛤时，就会看
见乳白色的肉体，像一只小鸟，
摸一摸，滑滑的，软软的。它的
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铁、磷、锌等多种矿物质。

文蛤的烹饪方法有很多，
如:生炝、爆炒、煲汤、制酱等，无
论哪种予法，吃了之后，每个人
都会说“鲜”。文蛤肉烘平后，
磨成粉，可以制成代替味精的调
味品，所以我们称之为“天下第
一鲜”。

文蛤浑身都是宝，吃了文
蛤肉可以开胃、明目，还可以治
疗气管炎、哮喘、中耳炎等。肉
去除后，剩下的贝壳也有许多
用处。

去了肉的文蛤可以做盛药
膏、油脂的容器，还可以雕刻成
精美的工艺品。贝壳磨成粉后，
可以制成标准水泥、橡胶以及塑
料制品的填充剂。

家乡的文蛤远近闻名，更是
有魏慕名而来品尝。我爱家乡
的文蛤，更爱家乡！

（指导老师：陈小云）

妈妈打了我一巴掌
马丰小学 601班 杨沙钰

这次数学考试的分数出来了，我只考了 85分，回家
肯定又要被骂了，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命是那样那样的
惨，我好想住在学校，不要回去。

到了晚上，妈妈看见我不开心的样子，就知道我考
得不好，但是，妈妈还是问我考了多少，我小声地说：

“85 分。”“你怎么考的呀？你卷子带回来了吗？”“带
了。”“拿来！”妈妈的音调陡然升高。我把试卷拿出来
了，妈妈看了看说：“你错的题目家里的练习上还有，你
还错，这就证明了一点，你在家里做的练习上错的题目
我讲给你听了，你还没懂，所以你会错。最高分多少？”
我说:“98。”“谁呀？”“冒轶和徐熙敏。”“吴张琪考了多
少分？”“96。”你看看你呀，为什么人家孩子能考 98，96，
90分以上，你呢？吴张琪没有爸爸妈妈教还考 96，你天
天爸爸妈妈在家里教只考 85，你看看人家的孩子，看看
呀。你怎么好意思天天和人家徐熙敏，吴张琪一起玩
耍，天天放学一起走到校门口等家人回家，我不知你是
怎么想的。”

“妈妈，你张口是别人家的孩子，闭嘴也是别人家的
孩子，你能不能说说自己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又不
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有本事别生我生个别人家的孩
子。 如果我天天晚上回家说别人家的妈妈怎么样，别
人家的妈妈怎么样，你心里会好受吗？”我说到这里只听

“啪”的一声，脸上顿觉火辣辣的，妈妈打了我一巴掌，愤
怒地说:“我说你什么好？在自己家里练习上做过的题目
还在错，如果你考了我觉得你应该达到的成绩，我绝不
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哪里好。”

唉，我做她自己的女儿就这么失败吗？不行，我一
定要好好学习，让妈妈看见自己的女儿也是有好的地方
的。

（指导老师：沙美飞）

唉，我也是醉了，旁边的傅佳璐晕
车，把我这个不晕车的人也搞晕了。

期盼已久的无锡一日游终于来到
了。在大巴上，傅佳璐和我坐在一起，
我俩都不晕车。谁知这司机开车开得
太彪了，转弯都不带刹车的。把傅佳璐
搞得有点晕了。

傅佳璐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有点
难受。”我心想：这下可惨了，傅佳璐肯定
晕车了。我连忙对她说：“我这边有橘
子，你把橘子皮凑到鼻子上，吸一吸橘子
的气味就好点了，这是治晕车的。”说完，
我从包里找出橘子，接给了傅佳璐。

我走到前面，去问老师要几个袋
子。过了一会，傅佳璐从我手里把袋子
拿过去，赶紧把袋子打开。我知道傅佳
璐肯定要吐了，我赶紧从包里拿出矿泉
水，让傅佳璐漱漱口。

“喔，喔……”傅佳璐吐了，我把她吐
的东西扎起来，把矿泉水打开来给她。
傅佳璐接过水了，漱了下口，睡了一觉。

车子停下来，大家休息一会儿，我
们都在车上聊天、吃东西。傅佳璐车一
停下来就使劲吃猪肉铺，而且还吃了好
多。停了几十分钟，司机说，今天去不
了了，要回去。

唉，好吧，就当南通半日游吧！
“我想吐！”傅佳璐说。“难受得很吗？”“不。”傅佳璐不

怎么难受，我也就没在意。“喔……”傅佳璐吐了！吐了，
我赶紧拿面纸给她擦擦嘴，“喔！”傅佳璐又吐了好多。傅
佳璐又没来得及拿袋子，就吐了一车。

我看见傅佳璐吐了一车，我也就情不自禁地“喔
……”想吐了，我赶紧把头转过去，用窗帘挡住脸，不看傅
佳璐。

过了一会，到了目的地，我才好的。
下一次一定要吃晕车药，这次傅佳璐不仅吐了，还差

点把我也搞吐了。
（指导老师：沙美飞）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来
了小记者去无锡采风的日子。
大家兴高采烈地上了车，在车
上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们
坐车坐了两个多小时以后，终
于到了。

大家一下车就看见“三国
城”三个大字，城门前站立着四
个《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我们排
好队一个一个地进去。“啊！”刚
进大门，大家就被眼前的景象给
惊讶了。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像
聚宝盆一样的庞然大物，同学们
议论纷纷，有的说是一个捉妖精
的大缸，有的说是一个聚宝盆，
还有的说是……庞然大物的左

边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
结义的桃林；右边是曹操太湖上
的瞭望处，老师们带领我们在瞭
望处拍了一张集体照之后，沙老
师带着我们六年级去太湖附近
的一个小岛上去参观了一下。

下了小岛以后，沙老师带我
们去看“三英战吕布”的表演。
观众席上真是人山人海呀，我
们赶紧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了下
来。几分钟以后表演开始了，
首先上场的是刘备、关羽和张
飞，他们三个威风凛凛，他们的
战队锣鼓喧天；对面的吕布战
队也是气宇轩昂。一开始是刘
备属下的将领与吕布手下的将

领 PK，几个回合以后刘备的手
下明显不如吕布的手下。又一
个回合过去了，刘备的手下被
吕布的手下打于马下了。接下
来上场的是张飞，他与吕布争
持不下。关羽见状，马上上前
去帮忙。三人还是争持不下，
刘备又立即快马加鞭前去相
助。终于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刘备、关羽、张飞赢了。

后来我们又看了“草船借
箭”，又在水浒城里看了“武松痛
打镇关西”等表演 。啊！今天
真是快乐的一天啊！三国水浒
城一个充满快乐的地方。

（指导老师：陈小云）

时势造英雄
马丰小学 602班 马陈周婷

走进影视基地诞生地
马丰小学 602班 徐暖洋

出
乎
意
料
的
比
赛
结
果

马
丰
小
学

601

班

秦
睿

一年一度的田径赛即将开始，田径
队员们都认认真真地训练起来，作为运
动员的元老，也不例外。满怀期待的一
天终于来了，我们早早地来了，不一会儿
车也来了。

经过几十分钟的路程，我们成功抵
达了实验小学。我们拿了些东西就进入
了那熟悉的体育馆。找到学校的座位之
后就慢慢的等待接下来的比赛啦。

经过一系列的比赛项目，终于到了
跳远。当裁判员喊到我的号码牌时，之
前那愉快的心情就立马飞到了云霄，因
为之前在学校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只是
简单地量了一下步点，还有就是之前连
跨栏的时候把脚给崴了。哎，我真是悲
催啊！

我拿着钉鞋，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
了跳远场地，看着其他选手都比我高，心
里又咯噔了一下，生怕自己远远比不过
人家。先试跳一次，跳完之后我感觉自
己跳不起来了，哎，预赛就要开始了，我
一直在抖，特别紧张。轮到我了，我直接
快跑，“啪”跳起来了，虽然没有犯规，但
只跳了三米四左右。潮桥小学的王老师
对沙老师说：“秦睿啊她腾空的不太好！”
听了王老师的话，我心里其实有点伤心，
因为我也想能很轻松的就跳起来，但是
就是到踏板时有点儿不敢跳了，心里老
是在说这次肯定跳不好了，最后肯定拿
不了名次！

终于熬过了预赛，我也算勉强进了
决赛，拿不拿名次还不知道呢。

到了决赛就越害怕，因为进决赛的几乎都是一些高
手，这就更让我胆战心惊了。决赛的第一跳和前面一
样，差不多在三米四左右。跳完之后心里就想：幸好没
犯规，犯规那就完了。第二次机会一开始跑没什么两
样，到踏板的瞬间，竟然是左脚踏板！！平常都习惯用右
脚踏板的我竟然用了左脚从沙坑走出来之后我嘴里一
直在念：完了！完了！这下恐怕连三米也跳不到了。这
下肯定要被沙老师骂了！裁判员走进沙坑把量的软尺
放在沙坑上。我感觉裁判员的这些动作就像慢动作一
样，特别难熬。当裁判员说出3这个数字的时候，感觉还
有点希望，直到把 83三这两个数字说出来之后，我一脸
懵，目瞪口呆地看着沙老师，完全不相信这个成绩是我
自己跳出来的。沙老师也在一旁给我竖了一个大拇
指。这对我来说就是救命的一跳啊！决赛的最后一次，
我仍跳出了一个好成绩。决赛的后两跳让我的排名蹭
蹭蹭的往上升，排到了第三。

虽然我没有像第一跳的那么远，那么好，但我也尽
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也满足了！我以后也会更加努
力的。

（指导老师：沙美飞）

天下第一鲜——文蛤
马丰小学 602班 徐艺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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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时间
马丰小学 602班 顾王睿

充满欢乐的三国水浒城
马丰小学 602 郭文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