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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感所想所感所想 □

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男
孩。我的爱好广泛，弹琴、下棋、
阅读、打球样样喜欢，不过我对围
棋和钢琴情有独钟。

我已经学了三年多围棋了，参
加过很多比赛。去年暑假我升上了
三段。回想起学围棋这三年多来，
我感触很深。每个星期我都要去松
陵上课，风雨无阻。

记得去年暑假，我在松陵参加
围棋升段比赛，一共七场，分两天
比。第一场比赛大胜，这可是个好

兆头。不久，第二盘棋开始了，我
再接再厉，认真走好每一步棋。棋
下完后我数了一下目，总数比对方
多了一点，心里乐开了花。接着我
又赢了第三、第四盘，旁边的棋友
夸我厉害，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我
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第二天继续奋战，比赛刚开
始，我有点紧张，导致我下出了一
盘很糟糕的棋。当时我的脸色犹如
盛开的鲜花一下子就凋谢了。我一
出门，妈妈看到我的脸色不对，安
慰我说：“孩子，输了没关系，下
一盘继续努力就行了。”我点了点
头又走进了赛场。比赛又开始了，
这次我没有那么紧张了，不过中盘
的时候我下错了一步棋，结果还是
输了。

俗话说，“一棋之误，满盘皆
输。”剩下最后一盘棋了，眼看升三
段的希望就要破灭了，我就更加仔
细、认真地走好每一步，最终对手被
我吃了一条大龙。我终于成功地升上
了三段，那个兴奋劲不言而喻。

喜讯一个接一个，今年我又通过
了全国钢琴8级考试。我弹过很多好

听的曲子，比如《童年的回忆》《北
风吹》《梦中的婚礼》《菊次郎的夏
天》等。下围棋和弹钢琴给我带来了
快乐、自信、自豪。

我要继续努力学习，争取更上一
层楼。

（指导老师：七都小学 叶建珍）

埋在心底的自豪
小记者 薄飞扬

“簌簌簌……”雪不停地下着，
路上已经积了一层薄雪，而花坛里的
雪早就厚得像一条大棉被了，一脚踏
下去，松松软软的，把脚拔出时，洁
白的雪地上就多了一个黑黑的脚印。
我站在雪中，雪花落在我的袖子上，

“真美，虽然每一片雪花都不相同，
但都是六角形。”我自言自语。话音
刚落，一片小小的雪花落在我的手
心，慢慢地，化成了一颗小水珠，

“嗒”一声落在地上。“唉！”妈妈叹
了口气。“怎么了，妈妈？”我疑惑地
问，“这么美的雪景，为什么要唉声
叹气呢？”妈妈说：“你知道吗，雪化
了会变成水，水在一定温度下会结
冰。如果路面结了冰，就会给出行带
来很多不便，特别是行车路上特别容
易发生交通事故，真麻烦！”我望了
望美丽的雪花，有些失落。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刚把手
探出被窝，就感受到丝丝寒气，我不
禁打了个寒颤，又把手缩了回去，决
定在暖和的被窝里再待会儿。“沙沙
沙”，什么声音？我穿好衣服来到窗
前，原来是环卫工人们正在清扫路面
的积雪。我坐上妈妈的车来到马路
上，只见周围一片白茫茫，楼房顶

上、树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但主
干道上却找不到一片雪花，已被清理
得干干净净。这时，车在一个红绿灯
前停了下来，我透过车窗看到路边一
位头发花白的环卫阿姨正在扫雪，可
是那块地方已经结了冰，扫把无法清
除，于是她换了把铁锹，边铲边用手
清理，一不小心把手划破了，鲜血流
到了地上，像一朵朵红花。只见她从
旁边的同伴那拿了个创口贴，贴好了
之后继续铲冰，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过。

晚上吃过饭，我们坐在电视机
前，新闻里出现了一群群大雪天仍然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其中就有
环卫工人，只听主持人说，有的环卫
工人一夜没睡，把车流量集中的几条
马路扫得干干净净，为第二天赶路的
上班族提供了安全的出行环境。当记
者采访他们时，他们只是说这是他们
应尽的责任，说完又投入到工作中。

在这最冷的季节，我的心里却是
暖暖的，不由自主地唱着“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
间！”他们就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指导老师：吴江实小爱德校区
朱建方）

美丽的雪 可爱的人
小记者 邬子沐

我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雪，
2018年的第一场雪。几年没看过下
雪的我十分激动，一回到家连书包
都不要了，就往外面冲。站在外面
看着雪，仿佛世界静止了，是那么
美好。

雪精灵不是一下就出来的，而是
派先遣部队探看一下，才陆陆续续地
下来玩耍，场面十分壮观。风婆婆似
乎也十分欢迎这些可爱的雪精灵的到
来，为它们奏乐。有了风婆婆的助
阵，雪精灵更加活跃了，伴着音乐跳
起了舞……就这样，这场似乎排练过
的舞蹈出现在我们眼前。

风婆婆的音乐停了，雪精灵们安
静了下来。可刚休息一会儿的雪精灵
又按捺不住了，她们在小河姐姐的肚
皮上跳起了舞，最后投入小河姐姐的
怀抱中。她们还跑到马路上，想为马

路哥哥敷一张洁白的面膜。调皮的雪
精灵还落在毫无防备的行人身上，不
过，行人们一点也不慌乱，反而乐得
欣赏。

雪精灵还向风婆婆撒娇，非要让
风婆婆带她们去玩。风婆婆拿她们没
办法，就带她们去了田地里，想为那
里的庄稼送去一条大棉被。雪精灵越
来越多了，看来她们决心送我们一个
雪白世界。雪精灵就这样玩了许久，
但也不见她们有一点点累，可能是因
为存了好几年的精力，在这一次都释
放出来了吧。

我就这样站在雪里好一会儿，不
知不觉，衣服上、头发上已被这些调
皮的雪精灵给占领了，可就算这样我
也不敢去拿伞，生怕拿伞回来的时
候，这些雪精灵就藏了起来……

（指导老师：南麻小学 张华英）

雪精灵 你好
小记者 沈滢

今年的冬天，不同于以往，大地
银光闪闪，白雪皑皑。雪姑娘在这一
阵阵刺骨的寒风中无声无息地来到了
江南，用她美丽的天使之翼给大地穿
上了雪白的新衣，整个世界银装素
裹、分外妖娆。这就是江南难得一见
的雪景。

其实，雪姑娘在江南也交了几个
好朋友——乌云、大风和寒气。一听
说雪姑娘要来，他们都出来热情地迎
接，所以下雪前乌云密布，天空黑压
压一片；西北风也不例外，呼呼地刮
了起来，仿佛屋子都要摇晃起来；寒
气也会肆无忌惮地钻进每个角落，让
你感到阵阵阴冷。

伴随着大风，雪姑娘穿着洁白的
表演服装登上了天空的舞台，这时，
她就要一展身手咯！一片片晶莹的雪
花争先恐后地从雪姑娘的怀里飞了出
来，它们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五
瓣的，有的是六瓣的，各有不同的风

格和形态，像一个个小精灵在翩翩起
舞。“沙沙沙、沙沙沙”，这些小精灵
们轻轻地、一层又一层地给树木、房
屋、大地镀上了白银色。走在街上的
人们，好像在接受雪花的洗礼，走着
走着，头上身上全变白了，变成了超
级无敌大雪人，调皮的雪花们还会给
冬眠的小动物们铺上大棉被哩！

每当雪姑娘回后台更衣，准备下
一场演出时，我和弟弟就会不顾一切
地冲出家门，趁着不下雪，滚雪球、
堆雪人、打雪仗……这些平时没法玩
的游戏现在全实现了。我们在雪堆中
欢笑着、奔跑着，你扔我、我打你。
我们手牵着手在雪地中漫步，在雪地
里留下了四道长长的足迹。

调皮的雪、神奇的雪、美丽的
雪。我爱你！江南的雪，不知何时才
能再次遇见你呢？

（指导老师：吴江实小爱德校区
朱玉英）

江南的雪
小记者 吴静涵

因为一些事，我回了趟老家，这
也让我有幸玩了一次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第二天一早，我便兴冲冲地
跑到雪地里，只见天地一片洁白。雪
姑娘给大地爷爷披上了一件纯白色的
棉袄，可能是怕大地爷爷感冒了。

爷爷把雪聚集起来，有一座小山
那么高。我拿一个铁铲子，在雪堆里
挖了一个洞，妹妹用一个专门炒菜的
铲子在雪堆里挖来挖去。挖完之后，
又奶声奶气对我说：“姐姐，吃菜
吧！”

下午，我们去表弟的爷爷家。经
过一片田野，我和表弟玩了一次打雪
仗。雪白雪白的、软软的，像一片棉

白糖。我们尽情地在这片属于我们的
冰雪世界中奔跑。我抓起一把雪扔
向表弟，雪不偏不倚地落入了他的
帽子里。他抓起一把雪扔过来反
抗，我一躲一闪，一个也没有砸到
我。可还没来得及高兴，他趁我不注
意，又扔了我一个雪球。我追过去要
揍他，谁知，他早逃跑了。“老虎不
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我真生气
了，找了一个大雪坑，把里面的雪聚
在一起，向表弟扔过去，他立马举手
投降了。

我爱冬天，也爱冬天的雪。瑞雪
兆丰年，它给农民伯伯带来好运，给
孩子们带来了快乐！

（指导老师：南麻小学 张华英）

我爱雪
小记者 黄葶萱

有人说后悔是想反悔一件
事，有人说后悔是想把事物留
住，还有人说后悔是想弥补过
错。但要我说，后悔，是想让时
间倒流。

一天晚上，我照常在书桌前
奋笔疾书地写着作业。一题，两
题，三题……啊，作业终于全部
写完啦！

第二天早上，我拿出预复
习本给程曦批。不料，程曦惊
喜地尖叫一声，拍了拍我的肩
膀，惊讶地说：“呦，徐周
颖 ， 你 这 里 有 三 道 题 目 没
写！”啊？没写？不可能呀！
我立马从程曦手中抢过本子看
了看。哦，不得了，真有三道题
目没写！我的天，那可惨了。我
不仅得加作业，还得连着两个

星期免不了作业，真不值呀！看
着程曦把我的名字草草地写在了
黑板上，我感觉仿佛有无数把机
关枪对准了我，一颗颗子弹飞快
地朝我射来，这场面，令我尴尬
极了。

回到家，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写
起了那堆烦人的作业。一想到别人
现在正悠闲地看着电视，吃着零
食，在那儿享受，而我却还在书桌
前拼死拼活地奋斗着，我心里就很
是不爽。如果我那天再检查一遍有
没有全部完成，就不会有今天的悲
剧了！

我真不想加作业呀！如果时间
能够倒流，如果还有如果，我一定
会认真完成并检查作业。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学 许
敏宏）

如果还有如果
小记者 徐周颖

在课间生活中，充满了不安
全因素：比如下课时，我们在狭
小的走廊里追逐打闹；我们拿着
剪刀、小刀和铅笔等危险物品四
处转悠；我们在教室、走廊、楼
道拐角处玩着危险游戏；美术课
还未到来，我们却拿出小刀和剪
刀耍玩了起来……我们应该杜绝
这些不安全因素。

以前，我也和许多同学一
样，从来不把这些危险的事放在
心上，认为追逐打闹只是一些小
事，不足以出现流血事件。可是
一件件“血案”，逐渐刷新了我
的观点。

陈钟宇同学和我们值日完，
一起上完厕所后慢慢地走回教
室。在路上，却发生了一件“血
案”。快到教室了，一阵风呼啸
而过。原来，是别班同学以“投
梭”之速跑过。后面，又追来一
个同学，“咚”的一声，他和陈
钟宇来了个“亲密接触”，双双
倒在地上。那位同学没有受伤，
站了起来，丢下了被撞倒在地的

陈钟宇离开了。
我们再一看陈同学，眼眶上肿

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褐红色肿块，
让人看得心惊肉跳。稍后，我们扶
起他走进教室，拿湿的冷毛巾为他
清理伤口，以防感染。第二天，陈
钟宇没有来上学，据说是去医院看
伤了。现在想起来，陈钟宇如果被
撞的是眼睛，那会怎么样呢？再一
想，如果我和陈钟宇换个位置，又
会发生怎样的事呢？我想想还真是
后怕。

我也有许多不注意安全的行
为，比如和李梓涵同学拿着剪刀
推推搡搡，拿着雕镂用的小刀和
同学打闹成一片，在教室里跑来
跑去，根本没有注意到课桌的桌
脚……就是因为这些行为，让我
每次回想起来，都不禁提心吊
胆。

我们每个学生都应该杜绝这些
课间不安全因素，让安全警钟时刻
响在我们心间。

（指导老师:芦墟实验小学 陈
铮）

课间安全时刻要注意
小记者 张睿

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第一
次洗袜子、第一次独自上学……
这次我要记录的“第一次”，是
第一次参加吴江日报社组织的小
记者活动。

按照事先的安排，此次活动
的目的地是位于铜罗的凯灵织造
有限公司。前几日还是阴雨天和
低气温，但今天却已是微晴，大
家嘻嘻哈哈，排着有序的队伍在
辅导老师吴老师的安排下坐上了
前往目的地的大巴。

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
到了凯灵织造。跳入我眼帘的是
一块大屏幕，上面写着几行大
字：“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凯
灵公司”。让我体会到了凯灵公
司浓浓的人文情怀。当我怀着激
动万分的心情坐在座位上时，小
伙伴们各个都在叽叽喳喳，明知
道此刻应该安静下来，但实在难
以抑制自己一颗兴奋的心。当我
们穿上了吴江日报小记者背心、
戴上了吴江日报小记者帽，听取
了组织此次活动的吴江日报小记
者工作室的负责人和凯灵公司董

事长讲话之后，我顿时觉得自己就
是一位现实生活中的记者，在进行
采访。我思绪万千，我的思维不由
自主地开起了小差。我幻想着自己
脖子里挂着照相机、手里拿着录音
笔、对着采访人进行着有条不紊地
提问……

“我们生产的布既环保又安全，
刀砍不破……”这句话把我拉回到
了现实。我们开始小声嘀咕着：“这
是真的吗？是不是在吹牛？”我们基
本上分成了两派：有人相信、有人
质疑。当然，还有人听得一头雾
水。当看到董事长拿着刀对布进行
割、划时，布依然完好无损。我们
相信了凯灵公司生产的布匹品质。
同时，也对董事长充满了深深的敬
意。

目前，凯灵公司在吴江已经有
一定的知名度，这是凯灵人努力奋
斗才换来的结果。参加此次活动，
让我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有志者
事竟成。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攀
上高峰。

（指导老师：盛泽小学目澜校
区 吴倩倩）

有志者事竟成
小记者 胥清源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在这瓜果飘香的时节，我
们小记者来到了北联村，了解大
米从栽种到成熟，最后加工包装
的过程。

暖阳照着大地，农民们把收
割好的水稻放在地上晒。晒好之
后再用卡车把稻谷拉到干燥机里
进行烘干加工，这时候脱掉“外
衣”的水稻就只剩下百分之十的
水分了。之后，水稻又要到一个
新的地方旅行了。一位叔叔向我
们绘声绘色地介绍：“水稻到我
们身后这些机器里去进行清理、
去石、分级、筛选、抛光、包
装。”我们看到这个机器的各部
分各司其职，却又完全一体。

“水稻完成旅行后，将会被送往

各地，成了我们吃的大米。”我们恍
然大悟。

来到了田野上，一阵阵清香扑
鼻而来，原来是收割机在收割稻
子。看它们气势非凡，从后面看，
它在稻田上驶过，留下了一排轮胎
印；从侧面看，它又好似神话中的
饕餮，一口气将稻子全吞了下去，
排出无用的稻梗，只留下沉甸甸的
稻谷。最后，这只“饕餮”用一个
几米高的管子，将稻谷一股脑儿倒
进一辆卡车里。

“四海无闲田”，农民们辛勤的
劳动，换成了我们的粮食，再也不
会出现“农夫犹饿死”了。我们离
不开他们，向劳动人民致敬！

（指导老师：芦墟实验小学 陈
铮）

北联村之旅
小记者 叶东旭

图1：吴江实小爱德校区小记者 倪麟摄
图2：天和小学小记者 戴宇星摄
图3：南麻小学小记者 钮可沁摄
图4：芦墟实验小学小记者 唐紫涵摄
图5：天和小学小记者 王维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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