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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
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
平。”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而今
年的端午节，就由我来当家。

首先，我把家人们都集中起来，然
后告诉他们要做的事，“爸爸拖地加扫
地，妈妈、奶奶包粽子，爷爷炒菜，至于我
嘛……插艾叶、照顾妹妹！开始！”我一
声令下，全家都开始行动起来。

我拿出一卷胶带、一把剪刀和一捆
艾叶，然后又拿起一把凳子，就出去插
艾叶了。“刺啦刺啦”的胶带声回响在
空旷的走廊里。插好后，有一只蚊子

“嗡嗡”地飞过来，可它一闻我手上的
艾叶气味，立马昏倒在地。“这艾叶真
是个好东西哦！”我自言自语道。

爸爸从阳台上拿出拖把和扫帚，将地
面打扫得一尘不染。妈妈和奶奶包出一个
个三角状的粽子，有豆沙的，有蜜枣的，
还有咸肉的……走进厨房，闻一闻，尝一
尝，看一看，爷爷炒的菜可以说是色香味
俱全。

洗完手的我跨进妹妹的“游乐场”，与
她一起闹。她要玩球，我就陪她玩球；她
要看电视，我就陪她看电视……她要怎
样，我就陪她怎样，没有人约束我们，都
是自由的。玩累了，我们就坐在沙发上休
息；休息好了，又继续玩……

这次过端午节真是开心，多么期待下
一次的端午节快快到来！

（指导老师：山湖花园小学淞南阳光校
区 李逸皓）

小鬼当家过端午
小记者 杨佳怡

六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来，儿
童节也悄悄地来到身旁。我们暂时
放下学习，像一只只小鸟，飞向远
方；像一架架飞机，突破云霄……
我们自由地奔向儿童节。

阳光悄悄爬上了树梢，我们的
节目一一上台。一支整齐的队伍走

上舞台，一首好听的歌从口中唱
出，听，“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我
们似乎成了那蜗牛，一步步前进，
见到了阳光。愉快的旋律再次响
起，“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
又好像来到了船上，静静地看着倒

映在水中的白塔和红墙绿瓦。
看，随着美妙的音乐，小演员们

翩翩起舞。舞台上，那一次次的敬礼
是我们对祖国的祝愿，鲜艳的红领
巾，让我们的爱国之心沸腾起来。

“人之初，性本善……”紧接着，清
脆的童音响起，说出了做人做事的道

理。
舞台帷幕落下，我们的节日渐渐

离去，但节日的快乐留在我们心中，
不会离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
儿童节的趣事。

（指导老师：绸都小学升明校区
沈骁雯）

节日远去，但快乐不会
小记者 何琦宸

在阳光灿烂的五月，我们又一次
迎来了小记者采风活动，这是一次探
索未来之旅，给了我们别样的体验。

“欢迎来到苏州清华大学汽车研
究院……”一进大门，叔叔阿姨们热
情招待，让我顿时有了亲切感。在工
作人员和带队老师们的引领下，我们
首先观看了宣传片，时间虽短却让我
们身临其境，赞叹不已！宣传片用简
洁明快的语言介绍了研究院设计的未
来汽车方案。这使我们不禁感慨未来
科技创新的大胆设想，更是敬佩科研
人员潜精研思、一丝不苟的工作态
度。

接着，我们参观了研究院，只见
各种样式、各种功能的汽车展示在我
们眼前。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无人驾
驶汽车。对于工作人员的讲解，我虽
然似懂非懂，却依然津津有味地听
着……我想：假如我也拥有这样的
汽车，那该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想
去哪里就去哪里，上车设定好目的
地，然后在车上睡觉、看书、玩游
戏……到达目的地，车子还会自己
找停车位，简直太高科技了。因为常

常听到大人们埋怨停车位难找，车子难
停。有了无人驾驶汽车，出行多方便
啊！我不禁得意地笑着……这时，旁边
的同学推了推我，对我说：“你一个人自
言自语，在说什么呀！”我不好意思地笑
道：“那是我对未来的希望啊！”

第二站，我们驱车来到了苏州博众
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走进大厅，一个可
爱的机器人正向我们招手示意，仿佛在
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十分好奇，赶紧
迎了上去，仔细地打量着她，这个小家
伙也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突然，

“小家伙”奶声奶气地说道：“我叫小博！”
瞬间，大家兴奋极了，你一句我一句地抢
着问小博，她都一一作答，好不神奇！
小博甚至还能和我们握手、拥抱。最不
可思议的是，小博还能跳舞，跳完后撒
娇卖萌地问道：“小博跳得好吗？”于是大
家异口同声回答着：“好，真好，满分！”

经过这次小记者采风活动，我们了
解到时代的飞速发展和变迁，不得不感
叹科技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知
识，为未来科技发展出一份力。让我们
一起期待美好的未来吧！
（指导老师：吴江平望实验小学 蒋林芳）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小记者 马书瑜

今天，作为平望实验小学小记者
的一员，我很荣幸参观了苏州吴江光
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脑海里
就浮现出一幅幅画面：垃圾堆得像山
一样高，不时传来阵阵恶臭，苍蝇、
蚊子满天飞。可是，一进公司大门，
这里既宽敞又明亮，还不时飘来阵阵
花香，让我感到心旷神怡。

一位向导阿姨满脸笑容地向我们
走来，带着我们去见证垃圾“变废为
宝”的过程。首先，我们来到吊车操
作室，隔着透明的玻璃，我看见垃圾
堆积如山，被一个又一个大爪子抓来
抓去。向导阿姨说：“这爪子叫抓
斗，我们可以利用它将不可回收的垃
圾进行充分搅拌，然后经过五到六天
的发酵、烘干，送入焚烧炉……”向
导阿姨还自信满满地说，“焚烧垃圾
时会排放出浓浓的黑烟，里面有许多

有害物质，但是经过过滤系统的过滤，
从烟囱中冒出来的青烟是绝对环保的。”

听了这些介绍，我们瞪圆了眼睛，
嘴巴都变成了“O”形。大家激动地开
始交头接耳，有的说这垃圾焚烧场真
牛，有的说这里的设备真先进，还有的
说我们就该多建些这样的垃圾场……

参观完毕，向导阿姨还带着我们去
玩垃圾分类等小游戏，大家玩得不亦乐
乎。我知道：这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垃圾
分类和一些环保小知识。

时光匆匆，转眼间就到大家返校的
时间了，我们依依不舍地上了车。通过
亲身体验，我了解了“变废为宝”科
技的神奇，懂得了垃圾分类和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我知道：地球是无法克
隆的。从今以后，我们要小手牵大手，
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垃圾分类，保护环
境。

（指导老师：平望实验小学 蒋林芳）

神奇的光大之旅
小记者 沈周宸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吴
江日报的小记者在黄老师的带领下来
到了太湖迷笛营。

汽车刚到迷笛营，我们就激动
万分，一个个“叽叽喳喳”地跑下
车。我们先来到一片樱花林，据说
这是 5年前的小记者亲手种下的，
因为这段时间正是樱花盛开的日
子，所以这里樱花漫天飞舞，花瓣
十分玲珑，白如雪，粉如霞，香味
幽远，地上像铺了一层粉地毯，我
们纷纷拍照留念。

参观完樱花林，我们兴致勃勃地
朝烧野火饭的地方进发。我们来到烧
烤区，老师将我们分成三大组，每组
都有任务。随后我们开始分工合作，
我是负责搭灶台的，于是就和伙伴们
一起用砖头搭了一座漂漂亮亮的灶
台。清洗组把锅洗干净，放到了灶台

上，然后开始洗铲子、咸肉、豌豆，接
着淘米，每一步都很认真。洗好后，食
材放进了锅里。接着，我们又找来了一
些柴火，开始烧野火饭啦！看着负责烧
火的同学把火生起来了，我们都很兴
奋。随着大块木头的加入，火越烧越
旺。不一会儿，就飘出了饭香味。我们
灭了火，等了一会儿，就开始排队盛饭
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品尝着
自己的劳动果实，感到十分幸福。

享受完美味的野火饭后，我们去放
风筝了！大家拿着风筝在草地上快乐地
奔跑，看着自己的风筝飞上了蓝天，迷
笛营的草坪上洋溢着欢笑声。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结束了这次活
动，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迷笛营，但我们
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活动带给我们的快
乐。
（指导老师：横扇学校小学部 黄惠荣）

太湖迷笛营游记
小记者 盛楷源

□□ 小记者活动小记者活动 □□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段必经之路，有

的是水平的，有的是垂直的。今天，我就
挑战了一段垂直的人生路。

在项目众多的游乐场中，有一个垂直
滑道一直备受瞩目，它有着20米的落差，
体验者在下滑的过程中要经过一段自由落
体的过程，又惊险又刺激。可是旁观者
多，参与者少。今天，我鬼使神差地站上
了滑道的高台，想要挑战这段虽然只有短
短3秒，却需要付出无限勇气的垂直道路。

望着直直的滑道，我的心里毫无底
气。一个声音在左耳响起：“算了吧，既然
害怕就不要尝试了，放弃吧！”一个声音在
右耳反驳：“坚持吧，既然下了决心，就别
轻易放弃！”我被这两个声音搅得慌乱异
常，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走下去。直到工
作人员帮我绑上了护肘护膝，我才沉下心
决定一试。

我慢慢挪到高台的边缘，双脚悬空，
两手抱胸，做好了准备姿势。此刻，工作
人员把我悬到了滑道的上沿。我向下一
望，天呐，这90度的滑道又长又直，瞬间
喘不过气来，心头的小鹿乱撞，我感觉自
己都快被恐惧的深渊吞噬了。我的腿一
撑，心开始动摇了——不行，我想放弃！
工作人员看我脸色发白，又把我拖回到高
台上，安抚道：“如果实在害怕，不要勉强
自己，没关系的……”我把头一探，望见
了站在滑道终点的妈妈和用期盼的眼神注
视我的弟弟，我心一横，决定必须挑战一
次。

我重新被悬到滑道的上沿，双手紧紧
环抱胸前，默默地对自己说：“哥哥，拿出
点勇气，不要让家人失望，也不要让自己
失望！”一切准备就绪，我静静地等待出
发。突然间，风声在我耳边呼啸而过，我
感到背部悬空，心脏跳到了嗓子眼，好在
我闭紧嘴巴，不然心肯定要蹦出来了！我
在空中自由落体了三秒钟，忽然背部有了
承托，回过神时，我已经滑到地面，稳稳
地经过了这段垂直的滑道。

弟弟为我欢呼，妈妈为我骄傲。
这短短三秒钟的路程，我克服了恐

惧，增加了勇气。这不仅仅是一段滑道，
更是我的一段成长之路，我懂得了坚持和
勇敢的意义。

这段垂直的人生路，我铭刻心间。
（指导老师：吴江实小爱德校区 沈明霞）

垂直的人生路
小记者 缪鸣轩

暑假里的一天，隔壁邻居家姐姐买了一辆
粉白色的自行车，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觉得
好可爱好漂亮。于是我就缠着妈妈帮我也买一
辆，妈妈爽快地答应了！

没过几天，自行车到货了，刚拆开来，我便迫
不及待地上去试了一下，我颤颤巍巍地骑了几
米，谁知一没把握好就摔了下去，胳膊上擦破了
点皮。但也正是因为这一跤，激起了我的“斗志”。

第二天一早，我早早起来了，吃好饭休息
了一会就上了我的“战车”。我小心翼翼地上
车，小心翼翼地骑，一直很平稳，这时我心里
暗暗窃喜。但就在这一刻，我一失神，“啪”，
我的“战车”和我一起摔在地上。这一跤，让

我有了放弃的念头。
就在这时候，我身后一个温柔的声音传

来：“快快，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做到
一半气馁的是不会成功的！妈妈相信你可以
的！”妈妈的话语激起了我的斗志，我心里暗
自想着，一定要征服这辆自行车！

从那次之后，我从早到晚一直练，甚至有
几次一到家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时间没有辜
负我，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坚持不懈下
学会了骑车。

我去找朋友比了一场赛，得了第一名，那
时我心里别提多美了！

（指导老师：北厍小学 周迎飞）

学骑自行车
小记者 徐佳怡

5岁时，妈妈提议让我学钢琴，我高兴极
了。因为可以听到钢琴那美妙的声音，能像钢
琴家一样用两手演奏出动听的音乐，我便欣然
答应了。

可是，我学了一段时间后就不想学了，
弹钢琴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每天
都要花一个小时坐在琴凳上练琴，很枯燥。
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意味深长地说：“做事
不能半途而废，既然学了，就要坚持学到
底，有志者，事竟成！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学
好。”我听了，强忍住无奈的泪水，使劲点点
头。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认真地练习着老师
布置的曲子，碰到难弹的乐句时，我就想办法
左右手分手练习，一遍，两遍，三、四遍……
练得最多的时候长达三小时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钢琴比赛中，我
得奖了！我站在台上，拿着证书，面对着评委
老师，我想起了妈妈说的那句话。

如今，我10岁了，今年钢琴过了八级，
我时刻牢记着妈妈说的那句话：有志者，事竟
成。妈妈，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会一直学
下去，练下去！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学 郑湲）

有志者，事竟成
小记者 杨薇可

翻开我的相册，里面有一张张的照片，有
点点滴滴的回忆，随着一张张地翻阅，我的目
光停留在其中一张照片上。照片是我在苏州的

“勇敢之路”上拍摄的，灿烂地笑着，我拿了
出来，回忆起来。

那是五月的一天，我高高兴兴地去苏州参
观科技展，之后爸爸妈妈带着我去附近逛逛，
一个叫“勇敢之路”的项目吸引了我，我很好
奇，就缠着爸爸带我去玩。我和爸爸穿上安全
装备，踏上了“勇敢之路”，我刚上去的时候
就后悔了，这比想象中的更难，我站在一楼高
的位置再也不敢移动了，有点犹豫是否退回
去，这时爸爸说：“不要怕，跟我来！”我害怕
地跟着爸爸。

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挪动着，生怕一个不小
心，摔了下去。只见爸爸拉着绳索飞快地走了
过去，我心里给自己打气：“没事的，可以
的。”我拉着绳索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5分
钟过去了，我才走了一半，这时爸爸说：“加
油，不用怕，快点！”我开始加速了，我的惊
恐感消失了，飞快地走到了对面……终于我能
自如地走了，还摆好了姿势叫爸爸给我拍照。
只听“咔嚓”一声，照片拍好了，这件事告诉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怕困难，要相信自己能做
好。

我把这张照片牢牢地记住了，轻轻放回了
相册。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学 郑湲）

勇闯“勇敢之路”
小记者 吉庄杰

3 月 16日下午，风和日丽，阳光明
媚，我和妈妈来到西交利物浦附属学校，
准备参加FED少儿英语趣味配音秀的复
赛。当签到时知道因为来得早而被分在第
一组上场时，我心想：晚点来多好呀！

等待比赛的那一个小时里，我在场下
十分紧张，身体有些微微颤抖，小动作不
断。妈妈安慰我说：“这是你第一次站上外
面的舞台，有点紧张是正常的，尽量放轻
松，正常发挥就好，重在参与嘛。”

比赛正式开始了，我们第一组8个小
选手上场了。我坐在7号座位上等候，感
觉肚皮里有只小兔子在乱窜，手心里都是
汗，直到我接下话筒，才终于稍稍镇定下
来。先是自我介绍环节，我刚说了两句，
就卡壳了，原先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居然
忘得一干二净，大脑里一片空白。我努力
回忆，终于疙疙瘩瘩地把自我介绍讲完
了。

第二个环节是我比较擅长的部分——
动画配音。我选的内容是要用不同的语音
语调念四个人的台词。最后评委老师点评
时说我声音洪亮，一进入角色，气势就出
来了，很适合配音。

妈妈一直说外面的世界很大。在FED
这个舞台上，我看到了很多厉害的小朋
友，我和他们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两天
后，比赛结果出来了，我很幸运地入围了
决赛，兴奋得一蹦三尺高。我想对自己
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能行！
少年，继续努力吧！
（指导老师：绸都小学升明校区 沈骁雯）

外面的世界真大
小记者 厉瑞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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