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记者习作 13■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责编：吴 菲 排版：程国英 校对：丁建华

□□ 那些人那些人 □□

□ 旅游篇旅游篇 □

□□ 才艺园才艺园 □□

我的弟弟叫欢欢，他今年三岁
了，长得虎头虎脑的，小小的眼睛，
精致的眉毛，两个不是很明显的小
酒窝。大家都说他长得和我很像，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欢欢很聪明，我和妈妈教他
的儿歌和古诗他都能背出来，奶
声奶气的，背得还挺流利。自从
欢欢会走路了之后，他就像是我
的跟屁虫，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
哪里，我做什么他也做什么。在
我写作业时，他就拿一支笔在纸
上乱涂乱画。

吃饭时，他一只手拿一支筷
子，像打架子鼓一样，“乒乒乓

乓”地在桌子上、碗上和盘子上敲
来敲去，家里热闹极了。

欢欢可馋了，有一次我买了根
棒棒糖，准备回家后再吃，可是忘
记给这只小馋猫买一根了。回到家
后，他看见了我手中的棒棒糖，就
跟我要，我不给他，他就一边假哭
一边去找妈妈“告状”，也不知道他
跟妈妈说了什么，只见他拉着妈妈
的手走了过来。妈妈跟我说：“弟弟
还小，你就让让他，把糖给他吧。”
我十分无奈地把糖给了弟弟。他拿
到了糖，又开心地笑了。

这就是我又可爱又嘴馋的弟弟。
（指导老师：南麻小学 张华英）

我的弟弟
小记者 韩哲远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老
师：一头乌黑的长发，月牙似的
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
睛，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
镜。她非常温柔体贴，她是我二
年级时的数学老师——严老师。

严老师刚教我们的时候，还
不认识我们，时常叫错我们的名
字。但是，一个学期过去后，严
老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仅记
住了我们的名字和性格，就连我
们喜欢吃什么也一清二楚。

有一次，王心怡和史可心来
找我玩，可是我的作业还没写
完，我很想去玩，但作业也不能
不写，我就马马虎虎地写了一

下。后来严老师叫我过去重写，我
非常不想重写，心想：不就是字写
得难看点了吗？为什么要重写？严
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
对我说：“你认为字写得好不好看，
跟以后的考试成绩没有关系吗？你
知道以后每一张考卷都是要算卷面
分吗？我不是要你写得多好看，但
是你至少要写得端正。”听了严老师
的话后，我深深地明白了，不管做
什么作业都要认真对待。

花儿离不开阳光的照耀，我们
离不开老师的教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严老师，
您的教诲之恩，我永远难以忘怀！

（指导老师：北厍小学 周迎飞）

我的数学老师
小记者 张梦莹

生活中，我们会得到许多人
的帮助：医生给我们治疗身体的
疾病；老师教我们无穷无尽的知
识；建筑师为我们打造舒适的住
所……而我们有没有想过要去感
谢他们呢？想感谢他们并不是一
件难事，我们只需要说出三个字

“谢谢你”，或许他们的心里就会
涌现一股股暖流。

而我，最想对我的爸爸妈妈
说出这三个字。那天，我像往常
一样去学校读书，到了学校，我
发现头好晕，连走路都歪歪扭
扭。我坚持到放学后，跟妈妈说
明了情况。妈妈一听我不舒服，
就拿来了温度计，一量，原来我
发烧了，39℃。妈妈很担心，
赶紧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配了
点退烧药。

但是到了半夜，我的高烧还
是不退，人越来越不舒服。爸爸
妈妈非常着急，连夜又赶到嘉兴
医院。医生建议我们挂水，我一

听要连续挂水好几天吓得直哆嗦，
妈妈就在一旁不断地鼓励我：“挂水
是为了让你快快好起来，这样就不
难受了啊！况且挂水一点也不疼
的，相信妈妈！”我点了点头，鼓起
勇气，屏住呼吸，闭上眼睛，一会
儿就扎好针了。我头晕得睡着了，
妈妈一直陪在我身边，生怕我醒来
需要喝水。

挂完水，回到家已是早上7点多
了，爸爸妈妈一夜没睡。而且妈妈前
几天也发烧了，她的身体也不是很
好，爸爸也感冒了，为了我，他们都忍
受着自己身体的不适。连续挂了几天
水，我的病终于好了。妈妈每天下班
还要辅导我落下的功课，因此，那
一次妈妈的病拖了好久好久。

生活中，爸爸妈妈对我的关怀
何止这些，我真想大声地对你们
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我爱你
们！”

（指导老师：盛泽小学目澜校
区 沈玲娟）

谢谢你
小记者 杨陆立

在我们的一生中，可以说老
师对我们的恩情仅次于父母。老
师让我们从懵懂无知的“小屁孩”，
蜕变为满腹经纶的“小博士”；让我
们从调皮捣蛋的“小学生”，蜕变为
文质彬彬的“小大人”。

二年级下学期结束前，我的
成绩在班中并不出类拔萃。那
时，许老师让我们轮着当班长，
班长这个职务是多么神圣、多么
高贵，它是我们每个人梦寐以求
的。

我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到
了，我也轮到当班长了。我心中
忐忑极了，不知能不能胜任这个
职务，不知能不能管住班里这群

“孙猴子”。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
情，战战兢兢地走上了讲台，小
心翼翼地坐在了讲台前的小椅子
上，手不停地拉着衣襟。许老师
温和地告诉我，大胆点，勇敢地
叫出那个不乖的同学的姓名。说
着，她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我
镇定点。看着许老师微笑的脸
庞，我便放松了许多。正当我觉
得很无聊时，下面出现了一阵小
骚动，我松弛的神经立马绷紧
了，循声望去发现了情况，可是
我犹豫了。同时我也发现，许老

师向我投来了期待的目光，我终于
鼓足勇气，羞怯地喊出了那名不守
纪律的同学的名字，告诉他别讲话
了。许老师欣慰地笑了一下，看到
她的微笑，我的紧张感顿时消失得
无影无踪。我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我默默告诉自己：不能辜负老师对
我的期望。

几天过后，许老师说，班长当
的最好的是张心怿，以后就由她一
直做我们班的班长吧！说完，许老
师再次向我微微一笑，那笑脸，我
看起来就如同天使一般。这是真的
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了。我一下子从一个“小平民”被
提拔为“重臣”，感觉像做梦一样。
那时离期末考试还有两周，我更加
努力地复习，终于，我如愿以偿地
获得了奖学金银奖。是许老师那一
次次的微笑激励着我，是那一次次
充满希望的眼神打动着我。

而后的两年里，我更加努力
了，正是因为许老师和同学们的信
任和鼓励，我获得了多次奖学金。

感谢您，许老师，您在我成长
的道路上付出了艰辛和努力，若没
有您，或许我还是成绩平平，没有
自信的小学生呢！

（指导老师：震泽实小 许敏宏）

老师的微笑
小记者 张心怿

8月份，我和妈妈、叔叔、阿姨们
来到西安。西安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
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都
城，那里的小吃、景点都很著名。

首先我来介绍西安的小吃，有胡辣
汤、肉夹馍、羊肉泡馍、臊子面、油泼辣
子、粉汤羊血等，那里以重口味为主。我
最喜欢吃羊肉泡馍，它是把馍掰成一块
一块的，煮好的羊肉汤放在碗里，再把馍
放进去，再放点粉丝就好了。我尝了一
口，羊肉很香，汤很鲜，美味极了。

其次我再来介绍一下西安的旅游景
点，有秦始皇兵马俑、陕西历史博物
馆、西安城墙、大雁塔、小雁塔、回民
街、鼓楼、钟楼等。

我最喜欢西安城墙，它建立于明代
初年，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
宽15～18米。城墙有主城门四座：长

乐门（东门），永宁门（南门），安定门
（西门）和安远门（北门）。我们是从长
乐门上来的，站在城墙上看着外面的景
色，好像真的回到了古代。后来我和妈
妈租了一辆双人自行车，我们在城墙上
骑着自行车，骑行在特有的石板路上，
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很有趣，凉
凉的风吹在脸上，感觉很舒服！

我喜欢西安，喜欢那里各种各样的
小吃，喜欢那里的名胜古迹，更喜欢那
里的历史气息。

（指导老师：芦墟实小 李彩芬）

西安之旅
小记者 陈诺

一天，爸爸带我去山东青岛
旅游。一路上，我激动得又蹦又
跳。

来到了青岛海底世界，里面
有好多好多的海洋生物标本。令
我最震撼的是鲸鱼标本，它足足
有十几米长，尖尖的牙齿和我想
象中温柔的鲸鱼完全不同。

到了二楼，一个圆形池塘映
入我的眼帘，里面有各种各样
的金鱼：有些红白相间，尾巴
像蝴蝶；有些两只眼睛大大
的；还有些脸蛋鼓鼓的，像个水
泡似的……我买了一个装满鱼食
的奶瓶，把它放到水里，顿时，
一大群金鱼争先恐后地游过来，

“吧唧吧唧”吃食的声音特别
响。不一会，一大瓶鱼食就被它
们吃光了。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三楼。
三楼有一个透明的圆形水池，又
大又高，可以看到底下的小鱼在
游来游去，你追我赶像是在玩游
戏。水池盖子上面有很多小洞
洞，爸爸说：“把手指塞到小洞里
去，试试看。”我迫不及待地把手指
塞了进去，一条小鱼向我游了过
来，“啊！它咬我！”我惊恐地把手缩
了回来。爸爸笑了，说：“手指放进
去就是给它们咬的。”说着把手指
放进去，有四五条小鱼来咬他。

“不疼吗？”“不疼的。”我试探地
再次把手伸进去，就要咬上来
了，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只感
觉手指痒痒的，还挺舒服的。原
来，小鱼的亲吻就是这种感觉。

（指导老师：南麻小学 张华
英）

青岛海底世界
小记者 钮凌熙

暑假里的一天，我家和陆胡涛一家
一起去莫干山旅游。

莫干山，浙江名山之一，山路曲折
蜿蜒。爸爸车技好，上坡、下坡、左
拐、右转，都十分娴熟，车子好像游龙
穿行在山间。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玩
的地方——十八道湾漂流。

我和陆胡涛各买了一把五个洞的吸
水水枪，穿上救生衣，戴好帽子，坐上
蓝色的皮筏艇。我和陆胡涛的爸爸小胡
叔叔坐一起，陆胡涛和我爸爸坐一起，
两位妈妈在岸上拿着手机给我们拍照。
一下水就有五根强而有力的水柱向我的
脑袋射了过来，顿时头发湿了，眼睛也
被水迷住了，我抬头一看，原来陆胡涛
已经点燃了战火。我怒气冲天，被偷袭
的感觉真不爽，心想：陆胡涛啊陆胡
涛，你可是只旱鸭子，看我怎么收拾
你。我立马把水枪伸入水中，使劲一
拉，吸了半枪水猛地向陆胡涛射去，他

“啊”的一声大叫，立即吸水反攻，等
他吸好水，我已经迅速吸好半枪水向他
射去。不知是水雾遮住了他的眼睛还是
被我打昏了头，他举起枪向我射击，不
但没有打中我，还不小心打到了另一艘
船上的人。对方向他射击，我也立即补
了一枪，陆胡涛见寡不敌众，就使了一
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对我爸爸
说：“快划，快划，我们先跑。”

陆胡涛奋力地划，我可不会让你跑
的，于是我拿起桨也用力地划起来。突
然，一个陡下坡，只见他的皮筏艇晃动了
一下，就直冲了下去，不见踪影。前面有许
多小艇堵住了路，一时也追不上，于是，我
对小胡叔叔说：“暂时放他一马。”终
于，我们也冲下了第一个坡。只听

“砰”的一声，一朵巨大的水花在我的上
空绽放，一股冰冷的水涌进了我们的船
中，我和小胡叔叔手忙脚乱，急忙用水
枪把船中的水吸出去，生怕小艇沉了。
突然，我看到坐在树阴下的陆胡涛优哉
游哉，看到我的狼狈样幸灾乐祸地大笑
起来。我又怒火中烧，拿起水枪猛地吸
了一枪，用力向他射去，正好打在他的
头上，打得他狼狈不堪，还没有等他站
起来吸水，我又向他射了一枪。

不知不觉，我们又过了许多个弯。
来到了第17个弯前，咦，怎么与前面的
都不一样？滑下去的地方是一个木头建
成的长廊，我划着皮筏艇冲了进去，原
来是一个又长又黑的隧道。突然，我们
的小艇剧烈地晃了一下，原来是与陆胡
涛的小艇来了个“亲密接触”。随后我们
一起冲出了隧道，结束了这场战斗。

虽然我们全身湿透了，但是我们脸
上洋溢的笑容，耳畔回荡的笑声，将永
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指导老师：芦墟实小 李彩芬）

莫干山漂流战
小记者 沈希泽

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是
我一直向往的地方。暑假里，妈
妈和阿姨带着我和表弟兴高采烈
地向北京出发！

我们坐动车前往北京，这是
我第一次坐动车，心情无比激
动。上车前，我问了妈妈好多
问题：动车有几节车厢？车厢
里是什么样？每个房间有电视
机吗？妈妈笑着对我摇摇头
说：“孩子，带着你的疑问走进
车厢！”

上了车，所有的问题都找到
了答案，我兴奋地东摸摸，西瞅
瞅，直到广播里传来了列车要出
发的信息，才不情不愿地坐到了
位置上。

一路飞驰，终于到了北京！
一出站，我们就叫了出租车，到
了北京的马路上，才感受到北京
真是车水马龙，不愧有“堵城”
的称号，本来十分钟的路，堵了

一个多小时。
在北京这几天，我们去了天

安门、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
城，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故
宫。故宫又叫紫禁城，是古代皇
帝住的地方。红墙黄瓦，金碧辉
煌，里面的房间数不胜数。可我
有个疑问：故宫那么大，如果有
刺客，那皇帝不是很危险？“不会
的。”一个声音从耳边响起。哦，
是导游，他说，桥上的奇异桥墩
就是传声筒，只要卫士一吹，声
音就顺着水传到了皇宫，皇帝就
藏好了。古人真是聪明，在没有
先进机器的条件下，建造出如此
庞大雄伟的建筑！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
眨眼，我踏上了回程。这次旅行
让我开拓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教育之旅。

（指导老师：芦墟实小 沈群
英）

北京之旅
小记者 吴懿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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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婕，我今年加入
了吴江日报社的小记者团
队！我有长长的头发，大大
的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眼
镜。

若有人问：“你为什么
来参加小记者？”我会毫不
犹豫地说：“我想给自己一
个展现的机会，可以随着小
记者团队多出去走走，看看
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这么
说？因为我从小就很向往外
面的世界，但我的爸爸妈妈
很忙，没时间带我出去看
看，现在我已经五年级了，
我觉得我可以照顾自己，可
以去外面看看了！从小，我
就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
子，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不管
花多少时间，我都会把它搞
明白。

有一次，家里做了我最
爱喝的丝瓜汤，我迅速地跑
到桌前盛了一大碗，大口地

喝起来，却发现汤是
苦的。这是为什么
呢？吃完饭，我在
家门口散步，忽然
看到了一只蜜蜂在
采蜜，它从苦瓜花
上飞到丝瓜上，这
时，我灵光一闪，
想：会不会是因为
蜜蜂采了苦瓜的
蜜再去采丝瓜的
蜜，把丝瓜传染
了？为了证明我
的 想 法 是 正 确
的，我便开始做
实验，我种了一
条丝瓜和一条苦
瓜，等它们成熟
后再进行观察。

两 个 月 过
去了，苦瓜和
丝瓜终于开花了，但是这个
季节没有蜜蜂，我只能自己
动手，我抹了一点苦瓜的花
粉到丝瓜花上，等它们慢慢
成熟。然后每天都去观察它
们的成长情况，过了一段时
间后，丝瓜成熟了。我让妈
妈把丝瓜煮成汤，然后尝了

一小口，果然是苦的，我的实
验成功了！

我希望参加小记者后，我
能获得更多的知识，让我的视
野更加广阔！

（指导老师：北厍小学 周
迎飞）

我来参加小记者
小记者 周婕

风是神秘的，也是无处不
在的，让人们捉摸不透的，有
时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快乐，有
时又带来无尽烦恼。

春风拂面，小草在大地妈
妈的怀抱里“嗖”的一声就冒
出了脑袋，好像在想：我终于
能看看外面的新世界了。鲜花
也不甘示弱，风一吹鲜花都开
了，红的似火，黄的赛金，粉
的似霞，白的如雪……真是五
彩缤纷，目不暇接啊！柳树在
春风的吹拂下冒出了新芽，风
一吹柳树姑娘就跳起了优美的
舞蹈，她对着湖面梳理着自己
的长发。小鸟吹着风，在树上
唱着一首春天的赞歌。春风不
时吹过我们的脸庞，感觉像是

妈妈的手在抚摸着我们的脸，
十分舒服。

夏天骄阳似火，太阳炙烤
着大地，人们仿佛生活在烤炉
里。刚吹来一阵凉风，我还没
反应过来，它又无影无踪了，
真是淘气啊，人们也拿它没办
法。

秋天，金风送爽，人们收
获了丰收的喜悦。秋风吹过田
野，高粱笑得涨红了脸庞，棉

花换上了白色的新衣，稻子披
上了金黄的外衣。秋风又吹过
了果园，苹果红着脸，像一个
个发亮的小灯笼；梨黄澄澄
的，压弯了树枝，像一个个小
葫芦挂在枝头；石榴在树上露
出了笑脸，仿佛在欢迎我们的
到来呢。

冬天，寒风刺骨，风像一
群猛兽一样袭来，小朋友们躲
在家里享受着温暖的空调，而
大人裹紧外衣，缩着脖子，艰
难地在大街行走，多么盼望春
天的早日到来。

风是神秘的，这也是它的
魅力所在。

（指导老师：鲈乡实小越秀
校区 臣萍）

风
小记者 沈心悦

在2080年的某一天下
午，在一个小实验室里，有
一个中年人非常激动。他为
什么那么激动呢？原来，他
发明了一辆全智能无人机型
汽车。

这辆汽车是水、陆、空
三用汽车。在水方面，如果
前面有条大江拦住了你怎么
办？你只要按一下方向盘右
上方的一个按钮，它就会把
轮子收起来，变成汽船。汽
船的速度非同一般，快的话
仅仅需要5秒，就能过一条
宽为1公里的大江，并且不
会把水溅开来。

在空方面，它也是无所
不能。如果堵车了，怎么办
呢？你只要按一下方向盘左
上方的按钮，它就会展开双
翼，往上飞。如果快的话，
只需要 7 秒就能飞过 3 公
里，并且不会发出噪声，也
不会喷气，这真是令人大开
眼界。

在陆方面，就更不用说

了。如果一路畅通，你可以
不握方向盘，只要说“向
左”“向右”就行了。如果
不说，就默认直行，不堵车
的时候，它的最高时速为
360千米。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在停的时候，可以变成小屋
子，你只要把座位往前拉，
就变成了房子，拉回去就变
成了原样。它还有一个特
点，变成房子后再按一下飞
行按钮，就可以变成“飞
屋”，想飞多高就飞多高，
而且不用担心会掉下去。

说了这么多，你肯定想
知道它长什么样吧？它长
8.5米，宽3.65米，高7.73
米，为可折叠式；它有十面
窗户，均为安全玻璃；它前
面有两只可爱的大眼睛，像
兔子一样。你喜欢它吗？

在我长大之后，但愿这
个愿望能够实现。

（指导老师：北厍小学
周迎飞）

未来的汽车
小记者 顾晨铭

桂
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