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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墨重彩浓墨重彩 ★

横行霸道的娇小身影，
火爆的脾气——不是螃蟹，
她正是我那“捣蛋鬼”妹
妹。

妹 妹 整 天 “ 无 恶 不
作”，不是帮妈妈“除草”，
就是来我房间“扫荡”。她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每天，我都会给我的小
花小草浇水。有一天傍晚，
我来到阳台，大吃一惊：临
走前还好好的，怎么不一会
儿，阳台好像经历了“世界
大战”。阳台上的花花草
草，有的泥土被挖出了一
半，有的枝丫折了，还有的
娇嫩花苞被摘了……

“谁干的？”我气急败
坏，追着妈妈问。原来，是

那家伙搞的鬼！我火冒三丈，
拿着扫把，追那家伙。岂知，
我不但没追到那家伙，反而伤
痕累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
兵。

那家伙不但调皮，而且横
行霸道。

家族中，有四个孩子。按
照年龄排序，我是老大，老二
是表弟，妹妹排行老三，老四
是小表妹。但如果说谁是最捣
蛋的，我的妹妹排第一。每
次，我们四个聚到一起时，她
总是那个抢玩具的家伙。每次
拿好吃的时，她总是拿得最
多。

这就是让我又爱又恨的
“捣蛋鬼”妹妹——乐乐。

指导老师：吴福英

捣蛋鬼
坛丘小学 胡秦好

开甲爷爷：
您好！
去年12月18日，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
京举行。开甲爷爷，您作为

“核武器事业开拓者”荣获
“改革先锋”称号。

回看您的生平事迹。那
时，您在进行地下核试验
时，不顾自己的安危，竟多
次与技术人员一起爬进测试
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
的爆心。有一次，您和您的
通信员李国新，坐上吉普
车，直奔爆心。当你们赶到
时，那里的地面已经扬起尘
土，出现裂缝并产生了辐
射。你们随身携带的放射性
探测器尖叫不停，但您却像
没听见，仍然坚持在爆心地
表查看一周才快速离开。后
来，李国新问您：“你不害

怕吗？”您的回答让我惊叹不
已：“害怕，但我更担心的是
我们的核试验事业。因为那也
是我的生命呀！”

合上书本，我感慨万分。
一个献身科学、做事一丝不苟
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
去。一位科学家能够集如此多
的国家荣誉于一身，这在中国
科学史上堪称传奇。开甲爷
爷，您就创造了这样的传奇。
习总书记用“忠诚奉献，科技
报国”对您作了高度评价，这
八个大字，既是您科学人生的
生动写照，也代表着党和国家
对您的崇高褒奖。

开甲爷爷，您永远活在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此致
敬礼！

薛成义
1月7日

给开甲爷爷的一封信

去年，我有幸代表绸都
小记者，参加了纪念新南社
成立95周年暨新南社纪念
馆揭牌仪式。我怀着无比激
动的心情，见证了这一神圣
的时刻，接受了深刻的爱国
主义教育。

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
进步文学团体，由柳亚子、
陈去病、高旭等发起，成
立于 1909 年。取名“南
社”，是根据“操南音不忘
其旧”而来。他们冒着危
险，创建南社是多么不容
易！他们用手里的笔，写
出了很多精彩的文章，号
召人们参加革命，过上幸
福生活。新南社是南社发
展过程中，面对危机时产生

的团体，柳亚子是其重要的核
心人物。

活动中，盛泽郑氏后裔
周 文 业 介 绍 “ 郑 氏 三 兄
妹”，让我记忆犹新。郑家
以诗书传家，家风高洁，尤
其值得称道的是对子女的教
育，不仅严格而且非常有方
法。所以，他们家族中有不
少人成就卓著。

先辈们为我们创造了美好
的生活，我们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学会珍惜。少年儿童
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要像陶行
知先生所教导的那样“学做真
人”，在身体健康、学问进
修、工作效能、道德品格等各
个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指导老师：吴新雅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盛泽小学“红领巾寻梦南社”

盛泽小学 周乐

我们班将代表盛泽小
学，参加吴江区班队活动比
赛。我们班表演的主题是：
学习十九大，我是动感好少
年。

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我
们班经过一星期的紧张排
练，终于要登台表演了。早
晨，一场大雨给我们紧张的
心情带来了一丝凉意。我们
班在报告厅进行了最后一次
排练。排练结束后，大家换
上了统一的演出服，化好
妆。

终于，我们登上了去往
吴江比赛的大巴车。一路
上，我仔细回想着动作和台
词，并牢记班主任让我演讲
时语速放慢的叮嘱。不一
会儿，我们的车到达了目
的地。刚步入那所学校，
大家都感慨道：“这里真大
啊！”我们首先进入报告
厅，排好各自的位置。随
后，我们到音乐厅，进行赛
前排练。

轮到我们上场了。评委
们在台下，认真地看我们的

表演。首先，我们分成书香小
队、健将小队、创客小队和雷
锋小队四个小分队。接着，我
们开始入旗仪式，再进行队歌
大合唱。仪式结束后，我们表
演了拉拉操，接着又介绍小队
的动感标识，紧接着又表演
了 《三句半》 和 《感恩的
心》。经过大家的努力，表
演终于完成了。当我走下舞
台的那一刻，终于明白了那
句：“台上三分钟，台下十
年功”的含意了。

在回程路上，我回想着
自己表演时因紧张而说错一
个字，始终忐忑不安，生怕
给全班的比赛成绩带来影
响。回到教室后，大家正讨
论着表演。这时，班主任给我
们带来了喜讯：在吴江决赛
中，我们班成功胜出。下周，
我们班将代表吴江，去苏州进
行展示。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决定
认真排练、精益求精，用优异
的成绩回报老师们对我们的辛
勤培养。

指导老师：吴倩倩

班队比赛感想
盛泽小学 赵依琳

流言与舆论的组合是世界上最锋利
的刀。卜式的一句“烹弘羊，天乃雨”
在2000多年之后仍在人们耳边回响，
颜异的“腹诽”罪名亦在诉说着一位君
子的冤屈，更有无数忠臣因为流言与舆
论而被迫自证清白。

信息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信息不
对等”。每个人的学识、阅历各有不
同，某些人为了点击率而“制造”了迎
合社会口味的某条“新闻”，但这只是
热点产生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全民狂
欢。

新闻的传播迅捷便利，谁都可以在
互联网上点开一个又一个的新闻，看到

一个又一个“事实”。然而，这些 “事
实”，未必是真相或真相的全部。由于
浏览这些新闻的人数不断增加，真相反
而变得不重要了。一只无形的手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了舆论的导向，甚至能把黑
的说成白的，把没的说成有的。正所谓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就是
如此。

一开始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有人轻信他人，又总是会有人
传播谣言？直到我听到了一首歌，里面
有这样一句歌词：“肚皮后的人心险，
屏幕后的人心闲”。我明白了，人们在
点击那些新闻的时候往往处于“闲着没

事”的无意识状态，继而在阅读过程中，
态度“闲散”，很少去分辨这些信息的真
假。某些信息一旦传播开来，就像种子
落地生根，在很多人心里留下了阴影。
一旦这个阴影飘荡在大多数人的心里，
就变成了“热点”，变成了集体无意
识，就已经不再和真假有关，而成了

“果真如此”。
马是站着睡觉的；老鼠不会自杀；

爱迪生七岁的时候帮助医生完成了他妈
妈的阑尾炎手术——你相信过这些信息
吗？事实上，马是不能站着睡觉的，马
是蹲着睡觉的；旅鼠有集体跳水自杀的
行为，有一段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个事

实；爱迪生不可能在七岁的时候就帮他妈
妈完成阑尾炎手术，因为那时候阑尾炎手
术并没有被发明。

所以说，点击新闻热点本身并没有问
题，问题出在面对新闻时我们的态度。当
我们点开一个网页，接收到他人所传播的
信息后，请仔细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不是真
的，或者有没有可能是真的，而我又是否
应该将它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不
是盲目轻信其言论并随意传播，让更多人
被那些似是而非的信息误导。

在我们点击“新闻”的时候，我们要
做明辨是非的“谎言终结者”。

指导老师：姚莉萍

点击
盛泽中学 刘世杰

这一天，我第一次在学校哭，不是因为委屈，也不是
因为被老师批评，而是因为感动。

这天，我早早地起了床，吃过早饭。本想让爸爸送我
上学，见爸爸还忙于刷牙洗脸，我心想：算了，我还是步
行吧。

一路上，我很郁闷。今天是我13岁生日，爸妈又忘
了。上周二，妈妈还跟爸爸提起我快过生日了，可是……
想着想着，我不禁流泪了。

不知不觉到了校门口，想到今天是我值日，我要打扫
教室卫生。我是语文课代表，还要收作业。我无奈地摇摇
头，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校园。

我生怕自己迟到，迅速爬上楼梯，走进教室。
几个打扫卫生的同学看到我，放下了手中的扫帚，回

到了自己的桌位上。我说：“今天我值日！”
他们笑着说：“我们帮你打扫好了。”
再看我的课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摞作业本。教室

里很安静，同学们都在预习新课。
难道大家今天一起抽风了？管他呢，我先把作业收齐

再说。我数了数桌上的作业本，一本不差。咦，怎么回事
呢？我心里布满了问号。

上午最后一节课是语文课。上课铃声一响，几个同学

把窗帘拉上了。顿时，教室内暗了下来。班长走上讲台，
在黑板上用红色粉笔写“Happy birthday to you！”

突然，灯亮了。老师从教室外推了一个大蛋糕进来。
同学们高唱“祝你生日快乐……”这时，老师大声说：

“祝李悦同学生日快乐！”
我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我把头埋在桌上，哭了。
老师走下讲台，用温柔地语调说：“请李悦同学上台

许愿。”我真不好意思，被同桌硬拽了过去。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许了愿，一口气吹灭所有蜡

烛。
老师面带微笑，说：“请李悦同学切蛋糕。”我有点手

足无措。老师又说：“请李悦同学切第一刀……请班长切
第二刀……请学习委员切第三刀……”

大家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蛋糕。我心里既高兴又激动。
最后，老师告诉我：“这是你爸妈昨天特意安排的。

他们没时间陪你过生日，让老师、同学陪你过。”
原来，爸妈没有忘记我的生日呀！我的眼泪又涌了出

来。
我要记住这美好的一天，记一辈子。长大后，我要为

爸妈庆生，让他们过幸福日子。
指导老师：姚文秀

记住这一天
佳诚中学 李悦

我的家乡——盛泽，位于江浙交界处。盛
泽有个美丽的公园——潜龙渠公园。

来到潜龙渠公园大门口，我首先看到了
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面写着五个通红的大
字——潜龙渠公园。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熠
熠生辉。大石头两侧的花坛里，一年四季春色
满园。红的、黄的、白的……各色花卉，五彩
缤纷。悠闲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勤劳的
蜜蜂闻闻这朵，嗅嗅那朵，忙个不停。孩子们
也没闲着，赏花、扑蝶，好不热闹。

往里走，正对大门处，有一个帆船雕塑，
像一个巍峨的巨人守护着潜龙渠。据说，那是
潜龙渠公园的标志。

公园西面有一片沙滩。它有一个好听的名
字——银滩。银滩上的游人最多。大人们边照
看孩子，边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光脚的、穿鞋
的孩子们，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他们有的堆沙
堡，有的打沙滩球，有的玩过家家……在那碧
波荡漾的湖水中，我们能看到鱼儿正快活地游
来游去。湖中架着一座桥，名叫彩虹桥。晚
上，桥上的灯光亮起来，就像一条七彩的虹。
难怪，人们把这座桥叫做“彩虹桥”呢！

晚上的潜龙渠公园也很热闹。喷泉随着音
乐舞动，时而快，时而慢，时而高，时而低
……再配上悠扬的音乐，晚上的潜龙渠公园真
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来我的家乡——盛泽。我会当你的小
导游哦。

指导老师：吴福英

家乡的公园
坛丘小学 李乐璇

作品：美好生活
作者：铁蕴琪（盛泽小学）
类型：绘画

去年12月，一群突如其来的小精灵，闯进了我的生
活，那便是一群雪精灵。

下雪了！
我打着哈欠，趿拉着拖鞋，走出了房间。双眼蒙眬

间，忽然，似乎有一片鹅毛，从我眼前飘过。我揉了揉眼
睛，发现千万片鹅毛接踵而至。哦，下雪啦！好一个白雪
世界！它们像是一个个小精灵，东倒西歪地跌撞下来，像
是等着有个人来接住它们。我缓缓伸出手，接住了一个个
精灵。可是眨眼的工夫，它们就幻化不见了。而那漫天飘
飞的大雪也不见收势，依旧窸窸窣窣，纷纷扬扬，缓缓地
掉落下来……

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这些调皮的小精灵终
于“安家落户”了。

雪停了！
屋顶上，大树上，车子上……全都成了这群小精灵的

家。瞬间，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白雪般的童话世界，与它们
来了一次亲密的约会。这时，我的一个小伙伴说：“要

不，咱们来打一场雪仗，怎么样？”小伙伴们连声说好。
一场雪中激战，已经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

我抓起几把雪，像暴风雨般掷去。没想到，风把我的
雪球又送了回来，劈头盖脸地砸在了自己身上。同时，对
手也扔来了几个雪球，让我措手不及。我躲躲闪闪，并不
时回扔几个雪球。队友也来帮忙，雪球像雨点般打在对手
的背上、脸庞上，甚至脖子里。这酸爽的滋味，可想而
知。

雪化了！
可惜，这些小精灵一天就散了。窗外传来一阵阵

“沙沙”声，原来是下起了小雨。这群小精灵似乎对这
个世界恋恋不舍，在慢慢地与我们告别。此时此刻，我
想起了：“风一更，雪一更，小雪落，大雪飘，不知何
时归？”

雪悄悄地走了，不带走一丝牵挂。不过，我依然期待
与小精灵的再次约会。

指导老师：沈骁雯

我与小精灵有个约会
绸都小学 朱严懿

仲春，一个晴朗的日子，在一片长满野
草的原野上，白居易和友人却在离别。对双
方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白居易和友人一会儿远眺蓝天白云，一会
儿看看原野上的野草野花，都有意不去触动心
里的依依惜别之情。只要是明眼人都知道，他
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只
是，为了不让对方伤心而沉默不语。

白居易看着脚下一片青草，若有所思。他
想原野上茫茫的茂盛青草，每一年都会腐败枯
黄，而第二年春天就会从泥土钻出一簇簇嫩
芽，焕发着如同新生一般的生命力和活力。就
算熊熊烈火都无法斩草除根。只要和煦的春风
一吹，它们便重新降临在大地上，活跃在人们
的眼前。就是不知道我与友人这一别，会是多
久呢？三个月？三年？抑或是永别。

白居易转念又想：世上本来就是有悲也有
欢，有离也有合的。正如这原野上的芳草一
样，有枯败也有新生。芳草遍地，淡淡的馨香
侵入了古道，充满活力的青草连接起了一座座
荒城，把我们的心也连接在一起。谁说芳草无
情？这草象征着我们的友谊，有相聚也有分
离，有相见也有离别。但愿我们的感情也像这
芳草一样永世不绝，生生不息。白居易紧紧握
着友人的手：“此去一别，不知何时能再见，一
路保重！人生无处不相逢，有缘我们自会相
见。”友人也是泪眼朦胧。

白居易凝视着远方，目送着友人踏着青
草，向着天边渐渐远去……

此时此刻，一切的思绪都投入到那应试的
笔中，白居易怀着相思的情绪，执笔苍劲有力
地写下了这首千古传诵的名诗：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
萋萋满别情。
从此以后，这首五言绝句流芳百世，一直

传到今天。而白居易与友人离别的故事，也传
入民间，成为人们口中的佳谈。

指导老师：吴倩倩

那次离别
盛泽小学 陈轶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