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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记者活动 □

饭后，我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风筝，一人拉线，
一人奔跑，开始玩耍起来，而我，却想独自一人完成
这重大的使命。我左手紧握着线柄，右手提起风筝，
乘着一阵风，轻巧地将风筝拉了起来，慢慢地将手中
的风筝线一点点地放向天空。慢慢地，起飞了，我娴
熟地往后退着，长尾巴的风筝像一只巨大的彩色蝌蚪
从我的手中“蹦”向天空，越飞越高，好像在追逐那
雪白的云朵……

这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去郊外放
风筝。当时我还很小，也不知道风筝应该怎么放，我
见一阵大风刮过，急忙跑起来，埋着头，大步跑了好
久，双手一用力，放！风筝笨拙地飞上天空，在空中
晃晃悠悠的，好似无头苍蝇在垂死挣扎。不过一两分
钟的时间，风筝不再挣扎，而是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我不甘心，还想再尝试一次，于是，央求爸爸帮我拉
线，我再次迎风而跑，到一定速度的时候，放手！风
筝慢慢起飞，一路畅通无阻地向蓝天翱翔着，很快就
占领了天空，成为蓝天下最高的“雄鹰”。

现如今的我，已经不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也可
以独自放飞风筝了。在独自放飞的那一瞬间，我终于
发现，如果命运是风，亲情是线，那我就是那只童年
的风筝，不管我飞多高，飞多远，线的那头总有亲人
在永远守候着我。

春日里，暖阳下，我和小伙伴们迎着风，一边放
线，一边努力奔跑着。跑向明天，跑向远方，跑向梦
想……

(指导老师：七都小学 叶建珍)

风筝线上的童年
小记者 沈一朗

我们小记者兴致勃勃地踏上前往迷笛营的欢乐之
车。路边的花儿草儿全部换了新装，笑嘻嘻地迎接我
们的到来，感觉没多久，我们就已经到了目的地。

首先，我们来到了小记者希望林，这片樱花树组
成的希望林是几年前的小记者亲手种下的，经历过风
吹雨打，樱花树仍坚韧挺拔地站立着，这片樱花林不
就是在向我们展示我们应有的小记者精神吗？走进樱
花林中，眼前突然一亮，樱花树上开满了密密层层的
淡红色花朵，这繁花从树枝开到树梢，不留一点空
隙。我们走进深处，樱花树的花瓣纷纷飘落，树上的
叶子翠绿翠绿的，好像抹了一层油，显得更加生机勃
勃。

走出希望林，也走出了梦想之地，载着新一代力
量的我们，向下一个任务——烧野火饭进发。从没有
烧过饭的我，本想着要“退隐江湖”，打打下手，洗洗
菜得了，结果我被选为组长。我好想让给徐易泽，但
不好意思开口，只好同组员说“请多多指教”。

首先，我得合理分配任务，让金振宇、俊豪、志
祥几个大力士和我一起去搬石砖。接下来，我安排

“秀才”徐易泽和帆帆帮忙搭砖，考虑锅台如果搭得不
好容易翻倒或烧不好，而他们两人做事细心又有耐
心。搭了半小时，锅台搭好了，其他人柴火捡好了，
菜也洗好，锅也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等了好久，终于有了火苗。因为烟太浓，烧火的
组员呛出了眼泪，我在边上充当服务员，给他们递送
湿纸巾。过了一会儿，饭终于好了，打开锅盖，一阵
香气扑来。大家早就饥肠辘辘，拿起筷子，夹起饭团
就往嘴里塞了。我也是一样，狼吞虎咽还不满足，挨
家挨户去品尝野火饭，都快成吃百家饭的了，吃着大
家集体合作的野火饭，更加香甜可口。

夕阳西下，当落日余晖照在迷笛营的地上时，我
们踏上了回归的路，大家早已疲惫，在车里呼呼大
睡。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在梦里还沉浸在那片希
望林和那充满暖意的野火饭里。

（指导老师：铜罗小学 徐欢）

梦中回味
小记者 计晓卓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小记者们也迎来了参
观苏州汽车研究院动力系统检测中心和博众精工的活
动。

一进研究院的大门，我就想这么气派，不愧是跟
清华大学合作的呀！大家在展厅门口看了一个关于未
来汽车的片子，接着就进入了展厅，里面的内容丰富
极了。

讲解员哥哥先给我们介绍装了激光雷达，可以进
行全自动停车、疲劳驾驶警告、压线警告等一系列操
作的智能车及无人驾驶汽车。有利用电、太阳能等

“大自然的礼物”来行驶的新能源汽车，还有能减少有
害气体排放的节能减排汽车。小记者们个个听得入了
迷，抢着回答老师的提问。虽然后来讲解员哥哥一串
串的专业词语我不是听得很懂，但我为祖国科技发展
的日新月异而自豪，我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强
大贡献一份力量！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博众精工。一进门，三个小
机器人映入我的眼帘，一个上面有显示屏，一个长得
像人，一个上面有垃圾桶，工作人员说像人一样的机
器人还能互动呢！凌凯同学上去跟他剪刀石头布，没
想到却连输两局。小记者们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其
它的机器人本领也大着呢，它们有的可以用机械臂组
装手机，有的可以帮客人冲咖啡、拿拖鞋，还有的可
以陪主人聊天呢！

我们为吴江喝彩，为祖国喝彩。
（指导老师：长安实验小学 王蕾)

为祖国喝彩
小记者 梁奕轩

老师的眼睛，像一束温暖
的光照亮我的心；老师的眼
睛，像一泉清水流入我的心
田。

记得有一次语文课，姚老
师在辛辛苦苦地讲课，而我也
在十分投入地听课，但是我越
听越觉得枯燥，忍不住和同桌
聊起天来。我们越聊越起劲，
甚至还打扰了边上的同学，可
我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就连旁边同学在给我们提
意见也没有听到。

当然，姚老师并不是没有
看到、听到。我突然停下来，
瞄了一眼姚老师，发现姚老师
正在用凶狠而严肃的目光看着
我俩。我暗示同桌，她立刻明
白了。我们乖乖地坐好，用眼
睛和姚老师沟通：“对不起，
我们错了，再也不敢了！”而

姚老师的目光柔和了些，似乎
在原谅我们，但仍有责备的意
思，好像也在用眼睛与我们说
话：“这次就原谅你们，再被
我看到一次……哼！”虽然我
们用眼睛给姚老师保证过了，
但还是忍不住继续讲话。我
们不可能逃过姚老师的追
击，这次，老师绝不放过我
们了！

我们开始谈论一件搞笑的
事情，弄到最后不禁哈哈大
笑，笑声震耳欲聋，在座的每
位同学，包括老师都被影响到
了。老师停了下来，用目光扫
了一遍教室，最后将目光落在
了我和同桌身上，我猜想老师
已经忍无可忍了！果然，姚老
师的眼睛射出了怒火，然后大
吼一声：“你，还有你，站起
来！叽叽喳喳的，你不嫌烦，

老师和同学都嫌烦了！”
我们偷偷地看了一眼全班同

学，发现他们都投来了讥笑和嘲
讽的目光。我们突然不约而同地
说：“我错了！”但是老师并没有
让我们坐下去，反而用她那会说
话的眼睛望着我们，好像在说：

“就算给你们再多的机会，也是屡
教不改！”

记得还有一学期，我们进行
了课前一分钟演讲，轮到我的时
候，我异常紧张。不过，当我看
到老师那鼓励的眼光时，我不知
道为什么，突然全身充满了勇
气，讲完课前一分钟，同学和老
师都为我热烈鼓掌！

老师的眼睛就像两个会说话
的人，随时赞扬、责备、鼓励着
我，我爱老师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指导老师：吴江实小爱德校
区 姚洁琼）

老师的眼睛
小记者 濮静怡

仿佛还能看见她那阳光般
的笑容，好像还能感受到她那
母亲般的关怀。

校园还是那样亲切的校
园，样子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
了。坐在教室里的也已经不是
当时的我们，而是新的一批

“小树苗”。
现在的我们也不是当时什

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用想的我
们，而是一棵棵小树，我们已
经不是不管什么都需要别人帮

忙的幼儿了。石老师，请您放
心，现在的我懂得了怎么照顾
自己，怎么照顾身边的人，我
已经不需要您费心了！因为您
身边还有更多需要您的人——
新的一群幼儿。

不过，虽然现在的我已经
懂事了许多，可我还是希望假如
时光能倒流就好了，这样我又可
以回到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生活
了——妈妈在我的身边陪我，
爸爸每个月都会从网上给我买

玩具，刘教练还在教我跆拳道，还
时不时地跟您撒娇。如果时光能倒
流，我一定不会不听您的话，一定
乖乖的，不会再调皮了……

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回去
再听一节您的课，哪怕是最后一
节也可以。可惜这一切的一切都
是想象，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好想回去再看您一眼，就
一眼，我就满足了。

（指导老师：盛泽小学兴桥校
区 周智超）

好想回去再看您一眼
小记者 彭子莹

升入四年级的第一天，我
期待着新班主任的样子。“哒
哒哒——”高跟鞋声愈来愈
近，来了！我端正姿势，只见
一位身材窈窕的女老师映入眼
帘，穿着长裙，如同身穿彩衣
的孔雀仙子一样，她就是我的
新班主任——潘老师。

经过一个月的认识，我发
现潘老师总喜欢穿各式各样的
漂亮裙子，时而配双高跟鞋，
时而配双平底鞋，但在我眼
里，不论穿什么她都很美。
她的脸蛋白里透红，好像一
个红苹果，秀气的眉毛下面
长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就
像两颗水晶葡萄。潘老师一
笑，还会露出深深的小酒窝，
好看极了。

潘老师不仅人美，还写得
一手好字。老师说，她之所以
热爱书法，是因为受她爸爸的
影响。她的爸爸一直非常喜欢
书法，家里摆放着许许多多的
作品，久而久之使得那时年纪
小小的潘老师也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不过潘老师也提到，在
她很小的时候，写字也不是很
工整，爸爸就会打她手心以示
惩戒和鞭策。正是父亲的严加
指导，才有了老师在小学一、
二年级的时候，就获奖无数，
让人不得不佩服。凡是潘老师
教过的班级，没有一个学生的
字是不好看的，我相信经过潘
老师的指点，我们班也必定会
如此。短短一周的时间，潘老
师的嗓子已经沙哑了，为我们
操心的实在太多。这样尽心尽
责的老师，让我由衷地敬佩，
也希望老师的嗓子能快点好。

教育事业真的很崇高，不
只是倾尽所有传授我们知识，
还要为我们的成长费心费力，
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只是
想让我们能成为更好的人。我
想对潘老师说：很高兴能够成
为您的学生，我一定会好好学
习，回报您为我们付出的汗水
和用心。

（指导老师：盛泽小学目澜
校区 吴新雅）

我的新老师
小记者 林雨晨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教我英
语的张老师，她就像我们的大
姐姐！

张老师有一头长发，卷卷
的。眼睛亮闪闪的，像天上的
星星一般。她偷偷告诉我们，
她戴着隐形眼镜呢。怪不得这
么好看呀！平常上课没见张老
师穿过裙子，我很好奇：老师
这么年轻，为什么不穿裙子
呢？难道老师不喜欢？不可能
呀，小姑娘不都喜欢穿裙子的
嘛。你是不是也很困惑，很好
奇呢？

张老师的教书方法很特
别，常常边上课边带我们玩小
游戏，比如：警察抓小偷、单
词接龙……这些游戏当中，我
最喜欢玩警察抓小偷了，游戏
规则是这样的：老师选出两名
同学，分别是“警察”和“小

偷”，大家开始读课文，那“小
偷”假装在读，其实并没有发
出声音，而“警察”就得去抓
那个滥竽充数的人，但常常胡
乱抓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课间十分钟，张老师会把
五花八门的零食分给我们，我
们就像一群贪吃的小猫咪，而
老师就像我们的主人，一定要
把我们喂饱似的。张老师还常
常把别人给她的糖果分给我们
吃。看来，我们是准备把老师
吃穷呀！

听了我的诉说，你是不是
也觉得张老师是一位大姐姐型
的老师呢？

我想大声对她说：“您是一
位特别美丽的老师！您让我感
受到了快乐！”

（指导老师：南麻小学 张
华英）

“大姐姐”
小记者 林书涵

我有点发愁，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就是母亲节了。我在
烦恼送妈妈什么礼物，鲜花？
贺卡？没有新意。而且妈妈也
说不要花钱，心意到就可以
了。我左思右想，那么就为妈
妈做件事吧！可是，做什么事
呢？端茶倒水，妇女节做过
了，敲背洗脚去年做过，到底
应该做什么？我仔细回忆妈妈
喜欢什么。突然灵光一闪，
嗯，我想到了妈妈喜欢蛋炒
饭，我可以为妈妈做一碗蛋炒
饭。

说做就做，趁妈妈还没下
班回家，我要给妈妈一个惊
喜。先做准备工作，我从冰箱
里拿出两个鸡蛋，一碗冷饭，
还找了妹妹的零食——一根火
腿肠，再去院子里剪一把葱。

我先把鸡蛋打在碗里，用筷子搅
拌均匀，然后把火腿肠切碎，点
火起油锅，等油热了，开小火，
把鸡蛋放进去，等蛋液慢慢凝固
起来时放入米饭，开始不停地翻
炒，炒一会再放入香肠，再翻
炒，饭有点黄的时候就放入盐、
生抽调味，再炒一会最后放入葱
就好了。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完
成了，金黄的鸡蛋、米粒，红色
的香肠，绿色的葱，颜色非常诱
人。

这时，妈妈正好下班回来
了，一进门就喊：“什么东西这
么香？”说着她走进来，我马上
把锅里的饭盛出来，把碗递到妈
妈面前：“妈妈，这是我送你的
母亲节礼物，祝您节日快乐。”
妈妈笑了：“是你做的？”我点
头，妈妈开心地说：“哇！这么

厉害。我来尝尝。”说着她拿起了
筷子，吃了一口。只见她皱起了
眉头，难道不好吃？唉！早知
道，我自己先尝尝的。我正紧张
呢。“嗯，还不错，就是稍微有点
咸了。”我赶紧也吃了一口，真
咸。我有点难过。这时却听见妈
妈说：“儿子，你真棒！第一次就
做这么好了，真让我惊喜。这是
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谢谢你。”
听妈妈这么一说，我又高兴起来
了。

妈妈是伟大的，她平时无微
不至地照顾我们，一有好吃的、
好玩的都留给我们，从不要求我
们回报。而我们为她做一点小
事，她都会高兴很久。我们应该
做个有心人，从行动上感恩母亲。

（指导老师：芦墟实验小学
蔡秋英）

母亲节的礼物
小记者 徐子墨

上课铃响了，大家都迅速地
冲回自己的座位，默默地等待老
师的到来。

等了一会儿，老师迟迟不
来，大家开始窃窃私语。又等了
一会儿，老师还没有来。于是，
大家都放开嗓子，大声喧哗起
来。

此时此刻，教室里乱得像一
锅热腾腾的粥，同学们吵得像一
群嗡嗡乱叫的蜜蜂。假设将一台
电视机的音量调成最大值，或许
都盖不住教室后方钱某和其周围
同学高谈阔论的声音，从火星撞
地球到二次方程式，从人们的穿
着打扮到负数的平方根……他无
一不是口若悬河，并不时地露出
得意忘形的样子，周围的同学虽
点头道是，但根本不懂。（因为
他在瞎说，根本不对）。再看身

边的李某和祝某，他们正在打架、
跑闹，像根本不知道已经上课了一
样。其他同学，也都个个在做自己
的事：聊天、看书、写作业……

这时，不知谁来了一句“老
师来了”，自己也端正地坐在座位
上。大家便都信了，迅急赶回座
位，翻出课本来装认真，教室里
像是突然断电。等了一会儿，老
师并没有来。有一人骂道：“哪个
猪头说老师来了的？”话音未落，
老师就闪现于教室里。“再吵呀，
出去吵呀！看你们都干了些什
么？”老师吼道，这下子，我们都
默默拿出课本来看，谁都默不作
声。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
王。”但“虎”一来，我们又被迫
变回了“猴子”！
（指导老师：北厍小学 沈怡婷）

老师不在的五分钟
小记者 顾晨铭

亲爱的老师

五年级开学，我们迎来了
一 位 非 常 非 常 好 的 “ 朋
友”——袁老师！她既是我们
的语文老师，又是我们的班主
任。

袁老师人如其“姓”，脸
蛋圆圆的，用“宛若银盘”形
容再好也不过了，再配上细细
的眉毛，爱笑的眼睛，好一位
和蔼可亲的老师啊！

袁老师上课不同于别的老
师，她不爱用PPT，认为PPT
局限了我们的思路。她鼓励同
学们大胆发言，踊跃举手，每
次上语文课，同学们都其乐无
穷。而且袁老师还不给我们压
力，让大家可以在学中玩，玩
中学。

袁老师不仅是个好老师，
还是个好的班主任。有一回，
一名同学的尺子丢了，硬说是
另一位同学拿的。袁老师听了
后说：“嗯，让我来处理这起

‘民事纠纷’吧。”可两位同学
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袁老
师皱着眉头说：“这起‘案件’
有点复杂啊。”不过这点小事怎
么可能难倒我们的袁老师呢，
最终在她的处理下终于平息
了。两位同学握手言和，这多
亏了我们的“侦探”老师啊！

这就是我的老师，你们喜
欢吗？是不是有点可爱，有点
小幽默呢？

（指导老师：程开甲小学
顾丹凤）

我的老师
小记者 汪若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