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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NG RIBAO

大自然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阳光明媚的
春天，绿树成荫的夏天和果实累累的秋天，还
有那冰天雪地的冬天，这四个季节总是让人
看了美不胜收！

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来，小草也一
个个探出头来，像是在迎接新年的到来，如果
你仔细听，还可以听到远处不停的传来小鸟
的叫声。朝着田野望去，一棵棵碧绿的小麦
苗儿，风一吹，一颗颗小麦苗儿摇起头来，像
极了读书时的我们。春天也是花的季节，雪
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都散发出一阵阵清
香，令人陶醉。

夏天到了，夏天就像那顽皮的小孩，脸总
是那么喜怒无常，说变就变！我们在炎热中
期待暴风雨的到来，也期待雨过天晴后的彩
虹，还有那雨水洗过整个世界充满的香草味，
这是属于夏天的独特味道！

微风习习，树叶渐黄，秋的脚步近了。那
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满院的石榴高高挂，像极
了新年的灯笼。田里忙碌的农民伯伯，等来
了丰收的喜悦，脸上挂着满满的笑容。啊！
秋天是富有的！

树秃了，河面结冰了，庄稼也休息了，动
物们也都回家了，我们小朋友最爱的冬天来
了！冬天注定是幸福的，因为我们的春节要
来到了，家人都回来团圆了！

一年的四季，记录着不同的风景，也带给
我们不一样的感受，我爱这美丽的四季！

（指导老师：徐卫卫）

中国是个无所不能的国家。从政
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到军事科技再到体
育艺术，这中间有多少振奋人心的故
事；舍己为人的英雄。 从张骞开拓

“丝绸之路”到今天红旗飘扬，国歌响
亮。祖国经历了多少风雪。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凭着一股逢山开
路遇架桥的闯劲，滴水穿石的韧劲；成
功走出条中国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戚继光这个名字在中国早就名垂
青史。他是明朝抗战名将，杰出的军
事家、书法家、诗人和民族英雄。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敌寇十余
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
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二
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朝廷
派俞大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
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打败倭寇，收
复兴化。1565年，俞、戚两军再次配
合，打败倭寇。到这时候骚乱东南沿
海数十年倭寇，总算被消灭光了，恢复
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

女排是中国的骄傲。曾在1981年
和1985年世界杯、1982年和1986年世
锦赛、1984年洛彩机奥运会上夺得冠
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五连冠”，并又
在2003年世界杯、2004年奥运会、2015
年世界杯和 2016年奥运会四度夺冠，
共九度成为世界冠军。 “女
排精神”更有影响力。它是一种团结
协作精神、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
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女排精神“不仅

是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更成了民族
锐意进取、昂首前进的精神动力。

胜利的鲜花，从来就是在汗水中
绽放；未来的希望往往就蕴藏在如雨
的汗水中。实现理想没有任何捷径。
致敬中国女排精神，学习女排精神，执
着拼搏，永不言败，我们要时刻警醒
着，时刻准备着，时刻行动着。
在我国地震后最需要经济支持的时

候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莫桑比
克，为我国捐献了 4万元，可是这 4万
元已是莫桑比克一年的经济收入。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国为了回报莫
桑比克，也在为莫桑比克开路筑桥，至
今这个国家也在飞速发展中。

祖国你的风景，你的信仰，让我没
有理由不爱你。生是中国人，死是中
国魂，此生不悔！祖国我爱你，你永远
在我心中！

（指导老师：刘爱红）

童年是一个谜，混沌初开，稚嫩好
奇；童年是一幅画，色彩绚丽，烂漫天
真；童年是一首歌谣，欢快动听，余韵
绵绵……

记得童年的我留着一头较长的“刺
毛”，性格很大咧，不细看就像一个男
孩。那时的我特别贪玩，干过许许多多
的傻事，现在想来，有时都忍俊不禁。

有一天，我推着玩具手推车，拿着

塑料铲子，来到一颗长满红果子的树
下，把树上的红果子一把一把的扯下
来，放到我的小推车里，然后拿铲子作

“炒菜”状。我往推车里面放些叶子和
泥土，嘴里念叨着“放一些配菜，嗯，再
加一点调料……”把泥巴和叶子拍得
满天飞。我当时玩得特高兴，拍着小
手大笑，全然不知道自己的小白脸已
经变成了大花脸，花衣服变成了灰衣

服。炒好了“菜”，我用铲子把不忍直
视的“菜”放进泥碗里，叽哩哇啦嚷叫
着：“妈妈，妈妈，快来看看我的炒菜！
快呀-----”妈妈过来了，看看我的
炒菜，再看看我这只灰头土脸的“小花
猫”，当时就笑得直不起腰来。

那时的我还干过几件傻事：帮蚂
蚁造洞、给蜗牛洗澡，替猫咪剪胡子等
等。当然童年中也少不了要过隆重的

生日、去常州游恐龙园、看日本动漫
剧、好穿新衣服……你看，我的童年是
够丰富多彩的吧。

童年像一朵花，花里有我五彩的
生活；童年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快乐
的大门；童年像一颗糖，糖里有我甜蜜
的滋味……童稚，是那时最好的心，它
承载着我没有长大的趣事。

（指导老师：陈福全）

救救小河
石甸小学 501班 俞泽凯

家乡的小河曾经清澈见底，有时甚至可以看见河
底的小鱼。两岸绿草如茵、桃红柳绿，不时有几只调
皮的鸭子在水面上嬉戏，几株垂柳倒映在河里，更给
小河增添了一丝妩媚。

曾几何时，村子里为了加快发展，引进各种翘首
以盼的养殖项目，大家都拍手称赞，无不为之叫好。
于是，在小河的岸边，养猪场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了，
一间、两间……从南到北，一字排开，各种配套设施也
随之完成。还没等到合适的时间，嗷嗷待哺的猪仔就
被放进了猪圈，一只、两只……成百只不同年龄段的
小猪分被“请”到了养猪场。

一年、两年……成年猪一批又一批地出栏了，人
们在眉开眼笑地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时，你是否关注
过小河。由于养猪场直接把猪的排泄物排到小河里，
河水逐渐变质，变浑浊，变迟钝，阵阵恶臭随着风向不
时地飘到远方，河里的小鱼小虾不见了，河面上的鸭
子不见了，人们经过小河时，总要情不自禁地用手捂
住鼻子，并加快了步伐，对小河心生厌恶之感。

这难道是小河的错吗？
小河并没有错。
救救小河吧！

（指导老师：张俊勇）

星期二下午第一课，张老
师像往常一样来到教室，只是
手里多了一架相机，我们都很
好奇：咦？这是要干什么呢？
不知道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紧接着，张老师对我们说：
“今天到校园帮大家拍照，主题
是‘笑脸’，好不好？”“太好了！
太好了！”大家顿时欢呼雀跃，
兴奋得不得了。

我们走出教室，来到学校
的小花圃，同学们不约而同地
把衣服整理好，准备拍照片。

张老师看着我们迫不及待的样
子，看了看我说：“陈诗梦涵，你
第一个来拍，可要给大家带个
好头哦。”

此时，我有点儿忐忑不安，
又有点儿小激动，感觉心都快
要跳出来了，手也不知往哪儿
放。张老师微笑着看着我，鼓
励我：“不要紧张，放轻松。”我
这才轻松了许多，不觉抿嘴一
笑，张老师就把我拍了下来。
接着，张老师又帮其他同学拍
了照片，我们拍好了的同学都

来到了樟树下，谈论着拍照时
的感受。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会
儿工夫，所有的同学都拍完
了，我们都挤在张老师旁边
看着他拍的照片。最后，我
们都相拥在樟树下，张老师
还为我们所有的同学拍了一
张“全班福”。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也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因为，
老师帮我拍照片。

（指导老师：张俊勇）

我有许多新奇可爱的玩具，也有很多图文并
茂的图书，但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是我家的狗狗。
我家的小狗有一个特別的名字，听了你们肯定都
会喜笑颜开，它的名字就是——黑嘴。一看名字
你们就应该知道它的嘴巴是黑色的。

黑嘴有一张呆萌的脸，那个脸，好像一直笑
眯眯的，一看到它你就想笑。头上有两只尖尖
的耳朵，当它趴在地上休息的时候耳朵是耷拉
着的，可是当它听到一点动静，耳朵立马竖起来
了。它还有四条上半部分是黄色，下半部分是
白色的腿，所以当初爸爸妈妈想叫它“白脚”，可
是我坚持叫它“黑嘴”，爸爸妈妈拗不过我，就叫
它“黑嘴”了。

它是在我 7 岁的时候养的，刚在我们家的
时候，它一见到我们就会藏起来，但过了几天，
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每当我们一喊到它的
名字，不论它在哪个地方，它还是会摇头摆尾
地到我们身边。可是一旦有陌生人或者陌生
的狗到来，它就发出威胁声，或者汪汪汪的大
叫，仿佛在说：“不许你到这儿来。”我感觉我
家黑嘴是一条最聪明的狗，所以我一直好好爱
护它。

我们家黑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东西送到
它嘴前，它就像一根木头一样一动不动的，而你把
饭到地上，它还是不吃，但是一有狗在吃那个饭的
时候它就像箭一样去抢着吃……

听到这，你们有没有感觉这呆萌萌的狗狗可
爱呢？

（指导老师：周晓丽）

我家住在双甸镇的一个小村子
里，这七八年来，我的家乡也悄悄地发
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我家旁边有一条小河，以前
那里堆满了垃圾，时不时会有人把一
些死去的动物扔进去，比如死猪、死
鸡、死鸭什么的，最过分的是有人还会
把家畜、家禽拉的粪便倒进河里。正
是这些过分的行为，造成了河水被严
重污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每当有
人从那里经过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

地捂住鼻子。
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有位叔叔

在河边钓鱼，于是我就停下脚步，静
静的待在旁边看。只见叔叔频频提
钩，不时的有鱼儿拎上来。一个小
时下来，已经钓了不少于 40 条大大
小小的鱼了。我纳闷：水这么脏，脏
的连鸭都不愿下去的水里怎么会有
鱼呢？

从叔叔的话里我才明白，现在国
家已严禁工厂向河里排放污水了，村

民也不可以向河里乱丢垃圾了。加上
后来村里干部又组织群众在河里进行
了清淤，在岸边植了树种上草。现在，
春天到来，那里绿草如茵，樱花、蔷薇
花盛开，争奇斗艳，小河里的水又开始
变得澄清起来。河水不臭了，鱼儿不
就又回来了吗？这天钓鱼的叔叔真开
心，他可是满载而归啊。

现在，我们村里还建了“农家书
屋”呢！那里特别适合大人和小朋
友一起去阅读，开馆典礼那天我还

去观看了剪彩仪式呢。每当周末有
空的时候，我就会缠着妈妈去“农家
书屋”阅读图书，增长知识。如今，

“农家书屋”可是我们村里人的又一
块净土哦!

天蓝了，水净了，人的心也静
了。空气更加清新，河水更加清澈，
环境更加优美，这不，久违的鱼儿又
回来了，村民们的脸上开始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指导老师：殷宗）

我爱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一座
美丽的小县城——如东。

如东，以海鲜闻名，大海给予了他
们财富，文蛤、紫菜、对虾、黄鱼、鳗鱼，
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海鲜。每当
看到数不清的海鲜从船上一泻而下
时，渔民脸上无不挂满了满足的笑容。

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如果
你来到这儿，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这
里。花红柳绿的春天、浓郁果香的夏
天、五谷丰登的秋天和银装素裹的冬
天，每个季节都展示着它的风采。

说起如东，不得不提起如东的教
育，有句俚语说得好：全国教育看南
通，南通教育看如东。好多优秀的人
才出自如东，他们是如东的骄傲，更是
我学习的榜样。

我爱你如东，你的风景美不胜收，
你的经济飞速发展，你的人民勤劳简
朴。相信你的明天会更美好！

（指导老师：徐娟）

“怪 物”
石甸小学 603班 单周洧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左右了，我刷完牙就准备上床睡觉了。
我的房间以前总是四处静悄悄的，但今天我却隐隐约约

地听到有“吱吱“的声音。于是，我就蹑手蹑脚的下床一探究
竟。

我踮起脚尖，在自己的房间翻了个遍，连一个影子都没见
着。这时，妈妈听到我的动静，连忙到我这里来。妈妈摸着我
的头，轻声地问：“宝贝，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可都在
睡觉呢！”我一本正经的回答妈妈：“妈妈，我们家有怪物，它还
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呢！”妈妈打了个哈欠，说：“这世界上怎
么会有怪物呢？赶紧乖乖的去睡觉。”刚说完，妈妈就去睡觉
了。我还是不信，但又看了看闹钟，心想：算了算了，今天也不
早了，还是先去睡觉好了，明天再研究吧！于是，我就睡觉了。

第二天终于来临，我早早地就起了床，兴奋地对爸爸妈妈
说：“爸爸，妈妈，快来和我一起抓怪物！”爸爸一脸疑惑，说：“什
么怪物啊？”但还没等我回答，爸爸就被我拖走了。我在房间里
东找找，西找找，却什么都没发现。后来，我有点累了，便坐在
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就这样，天已经黑了，不一会儿就
到了睡觉的时间了，可今天我又听到了那种奇怪的声音，好像
是从客厅里传来的，又好像是从厨房传来的。但最后，我决定
从客厅检查起。我一进客厅，走到沙发前面，一看，惊慌失措的
大叫了一声：“啊！”家人们闻声赶来，大叫说：“怎么了，怎么
了？发生什么了？”我愣愣巴巴地说：“这 ......这是 ......什么啊？”
爸爸笑着说：“这只是几只老鼠啊，看见地上有些好吃的东西，
就过来了，就这样你都吓成这样了？”我本想再仔细看看，谁知，
老鼠已经逃跑了，我挠了挠头，说：“都怪我自己吃的薯片碎沫
没有弄干净，才会这样，不过原来我认为的怪物是老鼠哇！终
于知道了！”家人们听了这话，就继续回去睡觉了。

这件事可真是有趣啊！
（指导老师：陈鑫）

鱼儿又回来啦
石甸小学 601班 陈沈楠

我爱我的祖国
石甸小学 602班 陶怡然

童稚，是那时最好的心
石甸小学 302班 陈清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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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帮我拍照片
石甸小学 501班 陈诗梦涵

我的心爱之物
石甸小学 503班 张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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