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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日记

英俊潇洒跟刘成伟是绝配。他的
发型是现在最流行的小平头，双眼炯
炯有神，像水汪汪的葡萄。嘴唇很
红，让我误以为涂了口红。虽然他长
得帅，却不像别人，长得一般还说自
己很帅。

有一句俗话叫做“绣花枕头一包
草”，但是我们的刘成伟却并不是这
样一个“绣花枕头”。

有一次，我们在做泡泡操，有一
位同学不好好做操，被刘成伟的“火
眼金睛”观察到了，刘成伟就说:

“邓兆荣，你的手好短哦！”教室里顿

时被笑声所淹没，于是邓兆荣就红着脸
认认真真开始做操了。虽然他这么开玩
笑，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让我们好
好做操，为我们的身体着想，所以我们
和他的关系还是那么铁。

作为一名学生，我们不能光看外
表，也不能光看他搞不搞笑，我们更要
注重他的性格品质，所以我们来看看我
们的刘成伟认真的一面吧！

数学试卷发下来了，我看见刘成伟
坐在座位上冥思苦想，手里拿着铅笔在
纸上写写画画，嘴里还不停念叨着:“我
这道题哪里做得不对了？”就连小组里的
吵闹声都没有影响到他。我连着叫他三
声他都没有反应过来，直到叫了他六七
次，他才如梦方醒地说：“怎么了？”……

怎么样，看完了我的介绍，你是不
是也想要认识认识他呢？来找我吧。

（指导老师：花港迎春小学 周颖）

帅气+幽默+认真=刘成伟
小记者 汪建民

老师带我们小记者步行去区交警大队
采风。警察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详
细地为我们进行解说。

他首先带我们来到指挥中心。哇，这
里好大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巨大的
监控大屏，只要输入吴江某一条路就可
以看到那条路的情况。这时，警察叔叔
输入了“江兴西路”，顿时墙上巨大的
监控大屏上就显示出我们温暖的学校大
门口了，叔叔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在我
们学校门口有一个摄像头，用来了解我
们校门口的交通情况，还告诉我们一个
小秘密：就是如果有人用毛巾等遮挡住
了摄像头，这边就会发出警报声来提
醒。接着，警察叔叔带我们来到了装备

室，这里有对讲机、肩灯和对付坏人的警
棍、辣椒水…….

最后，警察叔叔又带我们来到了位于
油车路的松陵一中正门口，我们都十分激
动，因为我们马上要体验一次“车让
人”。我们刚走到斑马线上，只见一辆车
看到我们就将车停在了停车线后面，并挥
手示意我们先过马路。叔叔这样的行为是

“文明交通人”的最真实的体现，也是对
我们行人的爱护。

这次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交通警察叔
叔付出的辛苦劳动，向你们致敬，谢谢你
们。同时，我们也要从我做起，文明出
行。

（指导老师：鲈乡实小越秀校区 臣萍）

做个文明交通人
小记者 顾哲祺

寒假里，我们来到开发区实验初中
参加小记者活动，一场快乐之旅即将开
始！

我们先走进校园，只见这里绿树成
荫，一条清澈的小河“哗哗”地流着，整
个校园的美景都被倒映了进来。继续往前
走，我们来到一个大厅，看到一个“茶”
字，原来是要讲吴江的三道茶。这三道
茶，分别是待帝茶、熏豆茶和绿茶，其中
我最喜欢待帝茶，待帝茶泡出后芳香四
溢，闻一下就有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尝起
来更是甜美无比。

最后，我们来到了毛笔专用教室。上

课伊始，老师让我们先用宣纸上手，接着
拿出鲜红的纸张让我们在上面写“福”
字。同学们个个都身怀绝技，不一会儿一
个个栩栩如生的“福”字便出现在纸上。
看着同学们高兴的样子，我也开始书写

“福”字。开始时一会写得小，一会写得
大，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儿，终于一个方
方正正的“福”字跃然纸上。课末，我们
开始写起了春联，我选的春联是“又是一
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写完后朋
友之间互赠春联，别提有多开心了，这次
快乐之旅让我永生难忘。

（指导老师：花港迎春小学 邹思怡）

快乐之旅
小记者 李罗

第一次参加小记者活动，我激动地向
大巴车冲去，仿佛一慢，大巴车就开走
了。

一进车门，原本安静的世界立即被兴
奋的喧哗声打破了。每个座位上的同学都
笑逐颜开，还有几个调皮学生在打闹，仿
佛要把天都掀了。

我们先参观了羊毛衫厂，懂得了生产
羊毛衫有“编织—套口—手缝—洗水—订
做—整烫—检验—包装—成箱”这么多步
骤，虽然有点麻烦，但他们本着诚信严谨
的精神，开拓创新。

参观完羊毛衫厂，可就是我们最爱的
活动了——摘橘子。在去往橘园的路上，

大家很安静，吃的吃，喝的喝，那可都是
为了增加体力呢！终于到了，所有人都如
同飞出笼子的小鸟，冲向橘园。一走进橘
园，就能看到青翠的枝叶上长着金黄色的
橘子，在太阳的照耀下真像闪闪发亮的小
灯笼呢！

在采的过程中，老师跟我们说：“可
以自己先尝一尝哟！”我们迫不及待地摘
了一个，一尝，那一股只属于橘子的清香
弥漫在口中，香甜可口、清凉解渴。我们
两个人一组，一把剪刀，我和朱静贤一
组，她高，负责采高处的；我比她矮，负
责采低处的。很快，就采到了十个橘子。

（指导老师：南麻小学 张华英）

愉快的下午
小记者 沈晴悦

一

早上，我问爷爷要了一把绿豆和一袋水宝宝，嘱咐
爷爷：“爷爷，钱老师让我们写几篇关于绿豆的成长日
记，你帮我泡些豆子。放好豆子以后，再把水宝宝倒进
去，洒些水。知道了吗？”爷爷爽快地点点头，我这才放
心地上学去了。

晚上回到家，绿豆已经被安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盒
子里，零零星星地撒在了一大堆黄色和绿色的水宝宝当
中。豆子绿绿的，像绿宝石一样。摸一摸，它和小石头
一样硬。深夜，我走到玻璃盒子旁边，我发现，绿豆娃
娃像吃了“增胖剂”一样，体积增长了两倍，已经撑破
了它自己的绿衣裳，就像小宝宝咧开了小嘴巴。

二

几天后，我又去观察绿豆，它的绿衣裳撑破了，从
两片豆瓣中伸出一条尾巴。你瞧！那翘起的小尾巴，多
像英文字母“Q”呀！晚上，它脱下外衣，换上雪白的
衬衣，它的小尾巴比早上更长，更引人注意了，看上去
真像小象的鼻子，把玻璃盒子摇一摇，再一看，就像小
蝌蚪在水中嬉戏。

三

又过了几天，我慢慢地拿出几根豆芽，哇塞！小精
灵们的小手从破口外伸出来已经有6~7厘米了，细细长
长的豆芽千姿百态。有的小手弯曲，有的小手上长出了
许多又短又细的根芽，还有的小手像小姑娘长长的头发。

晚上，豆芽长大了，嫩黄的豆苗上，挂着一个豆
壳，像小巧的帽子，嫩黄的两片豆瓣中吐出嫩黄的叶
子，叶子是合拢的，再过几个小时，嫩黄的叶子张开
了，就像一把把小剪刀。一根根嫩绿的豆苗立在水中，
活像一个个身着绿纱的小姑娘在水中翩翩起舞，真有趣。

（指导老师：吴江明珠学校 汪婷）

豆芽成长日记
小记者 陈施扬

今天心情大好，因为我要去乡下了。一路上，一台
台收割机停靠在狭窄的村道上，还有几台忙碌的收割机
在田野间来回地穿梭。

到了外婆家，只见外婆和外公正在田间整理着稻
草。瞧，他们多有默契呀！外婆在那铲，外公在那背，
他们背了一担又一担，我家的场地都不够用了。小猫

“二七”回来了，在稻草上来回翻滚，开心极了，它喵喵
地叫了几声，仿佛在说：“真舒服，真舒服！”

等了一会，外婆拎了一个篮子回来了。我看了一
眼，原来是莴苣的秧苗。外婆拿着一把种菜的刀，向菜
地走去。我兴高采烈地跟了过去。当我要走进菜地时，
外婆一回头，说：“你不要过来，这都是泥巴，不要把鞋
子给弄脏了，要么你去换双雨靴再过来。”听了这话，我
迅速地把雨靴换上，跑进了菜地。我照着外婆的动作，
可是种菜的刀只有一把，我只好就地取材，拿了一根小
棍子。我先用小棍子挖出了一个小洞，然后把莴苣的苗
放进去，再用手背压一下，一棵莴苣就种好了。我才种了
几棵，我的背就已经酸了，而外婆还要种完这片菜地。我
看见桶里有一个瓢，便跑到井边，吊了一桶水，给外婆
种好的莴苣浇了一些水。结果，这件小事都让我累得腰
酸背痛。外婆见了，笑着说：“还是我来吧！”说着，便
接过瓢，盛了满满一瓢，然后向空中洒去。一颗颗水滴
飞落到莴苣叶上，莴苣抖了一抖，仿佛在说：“真舒服!”

外婆跟我说，到明年的清明节就可以吃了。我期待
着这小莴苣快快长大。想想明年就可以尝到外婆亲手种
下的莴苣，嘴上不免馋滋滋的，刚刚的腰酸背痛似乎一
会儿的时间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指导老师：八坼小学 石菊娥）

种莴苣
小记者 沈子涵

奶奶在农田里撒下了向日葵的种
子。她对我说：“你的责任是看护
它。别小看它是一粒种子，将来会长
成一棵棵向日葵。”我听了奶奶的
话，半信半疑，开始细心照料它。

刚开始的时候，种子丝毫没有
动静。在我快要丧失信心时，嫩芽
终于破土而出、探出了小脑袋，这
打消了我的疑虑。也不知过了多少
个日夜，小苗终于长成了一棵棵向
日葵。

早上，我一起床就去给向日葵浇
水、施肥；田地里杂草多了，我就拔
草，生怕它们抢夺养分；田地里虫子
多了，我就除虫，生怕它们干扰向日
葵生长。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向日葵
终于开花了。

开花时的向日葵，显得更加漂亮：
绿油油的叶子，金灿灿的花瓣，黄澄澄
的花盘。无意之间，我开始观察向日
葵：早上，它的花盘朝着东方；中午，
它的花盘朝着南方；下午，它的花盘偏
向西方。我十分好奇，向日葵的花盘为
什么朝着太阳转呢？

我问奶奶，她说不知道。我去查了
一些资料：原来，向日葵的花盘里有一
种刺激细胞生长的激素，它最怕太阳
晒，经常溜到背光面去，刺激那里的细
胞快速生长。生长快的那侧会向里压，
使向日葵的茎产生向光性弯曲，这样一
来，花盘看起来就像朝着太阳转。

生活中，只要你细心观察，拥有一
双慧眼，就会有重大发现哦。

（指导老师：七都小学 叶建珍）

向日葵的秘密
小记者 李想

最近，一直在外婆家吃晚餐，除
了外婆的厨艺很棒外，那个在屋门前
杂草堆里的西瓜，才是我心里真正的
牵挂!

想起这事，我就乐开了花。那是
暑假的一天傍晚，晚饭后的我随意在
院子里溜达，无意间在草丛中看到块
西瓜皮，好奇之下，伸手去抚摸，这
一摸还真的被惊喜到了：这分明是一
个圆润的小西瓜，安静乖巧地躺在草
丛里。“这真是太神奇了，也许得感
谢小鸟衔来的种子呢!不管怎样，这
小西瓜归我了，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
物。”从此，我每天傍晚一到外婆
家，就直奔我的小西瓜，看看它有没
有长大，花纹有没有变深。我甚至对
小西瓜悄悄地说：“请接受阳光雨
露，快快长大吧，好让我尝尝你鲜美

的果肉！”
暑假接近尾声，可是我的小西瓜好

像没有长大。直到有一天傍晚，我发现
小西瓜不见了，以为是外婆采摘下来
了。问了情况才知道，小西瓜底部有多
个烂洞，已经坏了。当我看到小西瓜躺
在篓子里，底部布满了大小不同的烂
洞，心里难受极了，眼泪不知不觉流了
下来！妈妈赶紧安慰我：“种好西瓜是不
容易的，泥土有要求，施肥管理等都是
技术活，这个小西瓜能长成这样已经不
错了。”听了妈妈的话，我回想了一下，
确实我没有为小西瓜做过任何事情，没
有付出，又怎么会有收获?

这件事情，让我更深切理解了“不
劳而获”的含义。我明白了，想要收获
就必须付出辛勤劳动！

（指导老师：芦墟实验小学 张品华）

长不大的小西瓜
小记者 仇恩彤

综研课上，孙老师教我们折两架世界
冠军纸飞机——苏珊和特洛伊号。我兴奋
极了，心想：明天争取第一。

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我和爸爸认真观
看了纸飞机的制作视频，然后做出了一架
霸气的特洛伊。我把它的机翼改成滑翔机
翼，最后，在它的机身上写了“萝卜号”
三个大字，心想：明天就靠你了。

第二天我比以往起得更早，期盼着大
赛的到来。终于，综研课上课时间到了。
小张同学第一个上场，“嗖”的一声，他
的纸飞机飞了出去，还挺远的。我紧张起
来：我的“萝卜号”能飞这么远吗？又
想：要是输了怎么办，会不会被笑话？我
简直忐忑不安，心乱如麻！

这时，有一句话打断了我的思路：

“这位同学，快扔你的纸飞机啊。”我立刻
清醒过来，把纸飞机紧紧握在手里，深吸
一口气，用力甩了出去。可是身体似乎不
听我的指挥，肌肉也有点紧张，只用上了
很小的力气。“完蛋了，我的‘萝卜
号’。”我有点沮丧。

让我意外的是，我的“萝卜号”以
最稳的姿态，最快的速度，最酷的样
子，落在了最远的地方。同学们都瞪大
眼睛，赞叹不已。我当之无愧地取得了
我们组的NO.1，班级第二，仅仅以微
弱劣势败给了小柳，我心想：如果昨晚
的调试再仔细一点，扔飞机的时候再放
松一点，不就战胜小柳了吗？我有点小
小的遗憾。

（指导老师：吴江实验小学 杨静莉）

飞翔的“萝卜号”
小记者 唐罗列

晚上，爸爸回到家，神秘兮兮地俯在
妈妈耳边说悄悄话。我竖起耳朵仔细听，
听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六个字。我想：
小时候的味道?一定是好吃的东西。好
啊，老爸竟然背着我偷偷地买好吃的。

第二天，我就缠着妈妈给我尝“小时候
的味道”，妈妈捏着我的脸蛋，说：“你个小
笨蛋，爸爸妈妈小时候的味道就是一包中
萃牌方便面，没什么好吃的。”我噘着嘴说：

“这不公平，我就要吃你们小时候的味道。”
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妈妈只好答应了。

妈妈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就端着一碗
面走了出来。我连忙拿起筷子，在里面找
牛肉，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牛肉。我又吃

了口面，也没有牛肉味。牛肉呢？一定被
妈妈偷吃了！我大叫：“老妈，是不是你
偷吃了牛肉？”“哪来的牛肉，全是牛肉精
粉。”我拿起袋子，指着图片说：“你看，
上面都写了‘雪菜牛肉面’，广告图上这
么大的牛肉，证据都有了，肯定是你吃
的！”妈妈笑了笑，让我看材料说明，我
在里面怎么找也找不到牛肉，只看到了牛
肉精粉。我大吃一惊，原来，广告都是不
可信的。

后来，妈妈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是
一份念想，是一份回忆，等我长大了，我
也会常常想念这种味道的。

（指导老师：松陵小学 沈静华）

小时候的味道
小记者 张费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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