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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噼噼啪啪……”一大早，
密密麻麻的雨点，敲打着我的窗
户，仿佛在嚷着：“快快起床，
快快起床！”布谷鸟也“布谷布
谷”地叫着，仿佛催促着我快快
钻出被窝。朝窗外一望，我发现
整个世界都蒙着轻纱般的雾。雨
既是丝线，也是花针，把“轻
纱”越织越密。

一会，我们从家出发。路
上，行人脚步匆匆，走得甚是谨
慎，生怕被那细细密密的雨洒落
一身。小雨点呢？就在花伞上起
舞，欢快不已。马路上的汽车也
排成了长龙，壮观得很。

春雨，是江南最美的调。春
来了，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小太
湖”，今朝也变了样儿。它见了
我，“笑”得更甜，一个接着一
个的“小酒窝”如雨后春笋般冒
出，又慢慢地漾开去，突然就找
不着了。小鱼呢，似乎睡了懒
觉，继续在水底安静地休息。今
天的亭子，也“热闹”着。雨滴
成了弹跳的鼓点，“滴答滴答”
地演奏着。梅花树和竹林，也挂
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让人怀疑

是不是雨公公不小心落下了珍珠
串……

风淅淅，雨纤纤，难怪春
愁细细添。雨，也给大家带来
了“愁怨”。“由于外面下雨，
我们的大课间活动改为室内进
行……”“嗯，今天外面下雨，
我们不能出去散步了，回教室写
作业吧！”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两句话。要知道，大课间活动和
饭后散步是每天的保留节目，
在雨天被取消，大家当然不高
兴啦。这不，又是议论纷纷：

“多想让柯南来寻找太阳公公
啊！”“是啊，这不太阳流浪了
吗？”

……
放学了，雨越下越大，简直

像雨公公打翻了一缸水。邻居家
的老奶奶也发着牢骚：“瞧瞧这
天气多么差！这雨下得没完没
了，现在衣服干不了，菜也买不
了，甚至连运动都不行，这天到
底怎么了……”

是啊，江城的春雨，让人欢
喜让人愁。

（指导老师：凌洁）

雨落江城
吴江实小教育集团太湖校区五（3）班 陈子轩

一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一张
普普通通的彩纸，就能创造出色
彩缤纷、生动形象、美不胜收的
艺术品，这就是剪纸！

在博物馆里，一幅精妙绝伦
的剪纸呈现在我眼前，我便抑制
不住内心的猜测和想象：在一个
星光璀璨的舞台上，一个有着新
疆特征的姑娘，非常漂亮。她有
着一头乌黑靓丽的长发，鹅蛋脸
上长着一双水波粼粼的大眼睛，
挺拔的高鼻梁，一张樱桃小
嘴。她穿着拖到地的长裙，就
像是童话里走出来的白雪公
主，自带魅力，美丽极了。她
的头上稳稳地顶着一个碗，慢
慢地往上叠，然后迈着优雅而又
高贵的舞姿。

妈妈站在一旁说道：这种舞
蹈是“顶碗舞”，是中国少数民

族流行的舞蹈，在内蒙古、新疆
等地区，尤其受大众的欢迎！这
种舞蹈对演员的要求是极高的，
要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才
能做到熟能生巧，轻松驾驭。演
员们不仅要勤练舞艺，而且必须
具备熟练的顶技，这两者的完美
结合后，才能站在向往的舞台
上。

精妙绝伦的表演使台下观众
赏心悦目。美丽姑娘一阵阵细碎
急促的舞蹈，自然而又流畅，犹
如一名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子，有
一种自然美，让人们赞叹不绝，
叹为观止。她再一个急速的旋
转，好似百花盛开。舞蹈接近尾
声了，姑娘把头顶的碗一个个慢
慢地取下，令人惊讶地是最后竟
倒出了清水。

（指导老师：王宏伟）

顶碗的小姑娘
铜罗中学初二（1）班 陈佳妮

中午，我趴在桌子上，手
机械地在作业本上描画着杂乱
无章的字符，混沌的大脑急需
一些什么，来满足它对刺激的
需求。暖洋洋的午后，困倦席
卷着每一个人，直到一声惊雷
让我们如梦初醒。我抬起头，
大脑还有些恍恍惚惚，直愣愣
地望着窗外的景象。

乌云压顶，黑漆漆的一
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移动
着，如墨汁般渲染着天空白色
的画布，与那还未被污染的白
色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不时
有一道光从云的深处迸发出
来，使天地一震，深黑还在蔓
延，如患上无可救药的疫病一
般，不断将苍白吞噬。天空，
变成了一片让人不快的颜色。
明暗苟合，极不协调，毫无一
丝适宜的过度。阴沉得寸进
尺，苍白苟延残喘，在天空中
上演着混沌初开时的那种闹
剧。

突然，一丝雨帘从天而
降，不留一丝余地，卷袭着尘
世。雨丝初生之时，还是极细
微的，打在身上也不疼，凉丝
丝的。我微微扬首，黑蒙蒙的

世界中，雨丝带着几分不纯的
灰，从空中洒下一面略歪的幕
布。直到最后一丝苍白消失也
没有停下。这下子，再无所谓
黑白分明，只是一片不清不洁
的阴霾，那原先觉得不纯的雨
丝，在无际的乌霾中也显得明
净的可贵。

高楼朦胧的剪影若隐若
现，窗上的水纹不知困倦地流
动，那阴霾似乎倦了，渐渐地
已经散去了一些。天际边缘灰
白色的雨丝，似乎也在竭尽全
力净化那沉重的色彩。没了与
白的对比，这沉沉的霾早没
了原先的生气，自己也消停
下来，一点一点地淡下去，
变回那有几丝污浊，却白得
透亮的苍白色。雨还未停
下，但变得清亮亮的，沐浴
在日光下。

我收回了目光，只觉得那
干干净净的天际没了阴沉时的
那种壮观与豪迈。虽然明净，
但也太平常，太无趣了。我打
了个哈欠，低头看了看桌上才
写了一半的作业，埋下头，继
续奋笔疾书……

（指导老师：俞迎芳）

雷雨
七都小学六（2）班 宋欣冉

有一种颜色，是绿色，它代
表着生命。绿色是纯净的蓝色加
灿烂的黄色组成，蓝色代表天
空，黄色代表大地，而绿色，则
代表着生命。

慢慢地慢慢地，绿色离我们
越来越远了。曾经，那些高大的
烟囱吐着滚滚的黑烟，直冲天
空。霎时，它的脸黑压压的，皱
着眉头，仿佛在哭泣！那些棕灰
色的污水向小河涌来，所到之处
满目疮痍。路上车来车往，呼啸
而去，尾气像毒气弹一样摧毁着
绿色的家园……

绿色去哪儿了？难道绿色就
这样消失了？不，我们要找回绿
色，找回生命，找回绿色的家
园。

看！绿色，在我的窗台上，

郁郁葱葱的吊兰，婀娜多姿的绿
萝，火红火红的一串红……各种
各样的盆景，像小小的绿色精
灵，让我的生活充满了绿色，我
的心情格外舒畅！

看！绿色，在公园里，柔美
的柳树用她纤细的枝条，在空中
谱写着绿色的诗篇；青青的小
草，洋溢着满腔的热情，公园里
充满了生机！

看！绿色，在祖国大地上，
茂密的森林，无垠的草坪，清澈
的河川，翠绿的山谷，染绿了我
们的眼睛，净化了我们的心灵。

绿色去哪了，噢，它在我们
的眼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
保护绿色，珍惜绿色，创造绿
色，让绿色充满世界。

（指导老师：卫华芳）

绿色去哪儿了
梅堰实验小学六（4）班 吴徐昊

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五
彩纷呈。有人会去追求美好的
理想，有人会去享受爱心的阳
光，有人会去感悟成功的喜
悦，有人会去体验亲情与友
情……但我的生活因旅游而精
彩！去旅游是一个陶冶情操，
与世界息息相通的大好机会，
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次九寨沟
之旅！

有句俗话说得好：黄山归
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
九寨沟的水远近闻名，水清澈
见底，湖底的沙石美轮美奂，
山上树林密布，水下是一条条
红色的小金鱼。来到树林群海
之间，水清澈见底，伴着一只
只小燕子的啼叫，只让人感觉

到水的冰凉透体，一棵棵青翠
欲滴的小树，伫立在流水之
中，几只顽皮的小虾，蹦跳着
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几丛茂密
的青草随着水的方向而摆动着
身姿。一缕缕清风，伴着我前
进。我们又来到了熊猫海，只
见水面上是青山绿水的倒
影，在太阳的普照下，水的
颜色竟然是五彩缤纷的。最
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日诺朗
瀑布的雄伟壮观，如阶梯错
落，万马奔腾，一幅“飞流直
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的景象。

九寨沟之旅让我流连忘
返。我的生活因旅游而精彩纷
呈！

生活因旅游而精彩
震泽实验小学四年级 沈朱禹

我们班上有一位卷发“小
屁孩”。他戴着一副黑色加天
蓝色的眼镜，可爱的下巴，肉
嘟嘟的；头上的卷发更有趣，
比我妈妈的卷发还要卷，很像
个“老奶奶”。平时不细看，
还以为他是一位老奶奶。

他很搞笑。英语课上，我
们学“finger”这个单词的时

候，卷发“小屁孩”叫了起来：
“其实，我有十二根手指的，还
有‘两根手指’就长在大拇指旁
边。看，那是一条疤痕！”一下
课，很多人都围在卷发“小屁
孩”身旁。有人说：“给我们看
看吧。”还有人问：“这两根手指
长什么样？”

他很可爱。他对我说：“以

后，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
里！”我觉得他好像在开玩笑似
的，所以我就假装相信他。周五
运动会上，他的声音盖住了我们
全班的声音！连续喊着：“加
油！加油！加油……”

卷发“小屁孩”是我们班的
“开心果”。

（指导老师：徐栋）

卷发“小屁孩”
吴江实小教育集团苏州湾实小校区二（8）班 李抒言

早晨，我在清爽安静的
教室里看课外书。

看得正投入，突然，一
股说不出的味道钻到我的鼻
子里。“哎呀妈呀，什么味
儿？”其他同学们也闻到
了，开始骚动起来。

“这是什么味道？”
“快开窗！再闻下去要

出人命啦!”
“是谁放的屁？”不知哪

位同学道出了这个秘密。
啊，屁的味道？好像是

的，一个超级臭的闷屁啊！
香水有前调、中调、尾

调，怎么屁的味道也可以不
停变化？这让我们怎么安心
看书啊？我们还怎么成为祖
国的花朵啊？必须找出“真

凶”！
环顾四周，骚动的人群

中，刘小胖居然坐在那儿一动
不动，如此淡定，毫无抱怨，
过于反常。我死死地盯着小
胖，小胖的目光与我相交，居
然马上转向其他地方。我已经
看穿了他，这屁一定是他放
的。

我蹑手蹑脚地绕到他身
边，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一
惊，问道：“你干吗？”我斜着
眼睛看他：“刘——小——
胖，你可以啊，干了坏事，还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厉害啊
你！”

刘小胖的脸一下子红了，
喃喃地说：“呃，不好意思，
早上吃多了。”

老师点评：
小作者率真得可爱，写他

一大早破了一桩“屁”案。大
人眼里的“屁”事，小作者眼
里可不是，而是影响“祖国
花 朵 ” 成 长 的 大 事 。“ 童
心”，就是不矫揉造作，想
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
就 怎 么 做 ， 哪 怕 是 一 件

“屁”事，也能写出一篇有
意思的作文。

评后感言：
能让人发笑的就是“有意

思”的作文，“有意思”的作
文孩子们爱读，孩子们爱读才
能称之为“童心”作文。要让
孩子多写“有意思”的作文，
而不是“有意义”的作文。

“有意思”的作文，孩子们爱
写，愿意写，就像“有意思”
的老师，孩子们喜欢他，愿意
听他的话。“有意思”的潜台
词是亲切、安全、好玩。

（指导老师：吴华芳）

破案
吴江实小教育集团苏州湾实小校区六（2）班 黄怡然

今天，陈老师布置了一个
奇怪的作业：立蛋。立蛋？为
什么要立蛋？蛋圆滚滚的，怎
么可能在桌子上立起来呢？带
着满脑子的问号，我回到了
家。

一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
对爷爷说：“爷爷，给我一个
鸡蛋，我要立蛋。”爷爷从冰
箱里取出一篮鸡蛋，说：“挑
一个一头大一头小的鸡蛋，比
较容易立起来。”我按照爷爷
说的，仔仔细细地挑选出一个
最合适的鸡蛋，捧在手里悄悄

说：“你可要争气啊！”
我将鸡蛋大头朝下，随手一

放，鸡蛋立刻倒了。妈妈说：
“你不能着急，要慢慢放。”这
回，我双手扶住鸡蛋，摆正位
置，一根一根手指慢慢松开，
心里祈祷：“一定要立起来！”
可当我松开最后一根手指时，
鸡蛋像一个喝醉酒的汉子，一
头栽倒在桌子上，滚来滚去，
像在挑衅我。我接连试了好几
次，都失败了。这时，爷爷走
过来说：“这个玻璃桌面太滑
了，蛋立不起来的。”我听了，

拿了一张餐巾纸平铺在桌面上：
这回应该行了吧！我小心翼翼
地将蛋立在上面，屏住呼吸，
生怕一点响声就把它吓到。我
慢慢松开手，呀！鸡蛋稳稳地
立了起来，像一个举手投降的
海盗，一动也不动。我开心极
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今天
是春分，据说在这一天，南北半
球磁场相等，最容易把蛋立起
来！”我听了，连连感叹：生活
中真是处处有学问哪！

（指导老师：陈淑芳）

春分立蛋春分立蛋
吴江实小太湖校区二吴江实小太湖校区二（（99））班班 王书斓王书斓

有一个竹笋宝宝，它在竹
笋妈妈的保护下安全度过了冬
天。

春风姐姐来了，用细细的
声音呼唤着竹笋宝宝：“竹笋
宝宝，快看看这美丽的世界
吧！”“不行，妈妈说外面还
冷，我还小，出去会冻坏
的！”春风姐姐叹了口气，无
奈地摇摇头，去呼唤别的植物
了。

春雨奶奶来了，用慈祥的
声音呼唤着竹笋宝宝：“小竹
笋，快来呼吸这清新的空气
吧！”“不行，妈妈说外面太危
险，一不小心就会被踩坏
的！”春雨奶奶说不过它，又
去滋润别的植物了。

小青蛙路过了这片竹林，

被眼前的一片青翠打动了，即
兴唱了首歌。小青蛙的歌里有
许多美景，可把小竹笋馋坏
了，一心要到地面上去。竹笋
妈妈拗不过它，只好松开了
手。小竹笋头刚冒出来，就后
悔不答应春风姐姐和春雨奶奶
了。瞧，小草在春风中摇晃着
脑袋，花儿也秀出了自己最美
的身姿。天空中飘着几朵白
云，一会儿变成正在津津有
味地吃着草的小绵羊；一会
儿变成手拿着气球的小女
孩；一会儿变成火车驶过……
树上几只小鸟欢快地跟小竹笋
打招呼……

现在，小竹笋决定要快快
长大，和妈妈一样。

（指导老师：王震震）

小竹笋的故事
七都小学四（3）班 张婉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