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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之后，我们来到了英
语村，等了一会，看到一位外
国人向我们走来。“难道这就
是我们的外教老师？”我暗
想，结果我的猜想是对的。我
以为老师会用中英文给我们讲
课，结果全程是用英语来跟我
们交流！

首先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
模拟“医院”，随后他说了一
句：“I’m a doctor.”接着
给我们量身高，做体检，让我
们体验躺在病床上是什么感
觉。我们还模拟体验了坐地
铁、坐飞机时的安检。虽然外
教说的话我们并不能都听懂，
但我们还是很开心。我在想是
不是要好好地学习一下英语，
争取下次能够跟外教老师直接
交流。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室内

攀岩墙前，这一堵5米高的攀
岩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活动设
施。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攀岩的
要点：1.手臂垂直；2.脚尖内
部踩点；3.要根据攀岩石来选
择不同的抓握方式。

攀岩开始了！我一马当
先，运用着老师教给我们的方
法，在别人眼中，我好似一只
灵活的猴子，我不停地向终点
一步步地攀爬。虽然在攀岩时
手臂非常痛，但是我已经忘记
了疼痛。终于，我领先其他小
记者，率先到达了终点。再看
看别的小记者，有的还在起点
徘徊，有的中途掉了下来，有
的已经放弃了。

攀岩真的是一个考验胆量
与毅力的体育项目。

（指导老师：南麻小学 张
华英）

胆量与毅力
小记者 陈喆宇

我们七都小学小记者来到
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近距
离了解了垃圾处理的过程。

进入大厅，映入眼帘的是
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屏幕上
还有一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赵
叔叔亲切地欢迎我们到来，并
给我们播放了一段公司介绍视
频。我们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
全息投影介绍，进一步了解了
光大国际。

跟着解说员的步伐，我们
来到了二楼，参观工作器材，
有垃圾焚烧设备、烟气处置设
备、除尘设备等，我们还时不
时向工作人员提问哩！

那么，垃圾会变成什么
呢？听了解说员的讲解，我恍
然大悟。原来，垃圾都被焚烧
处理再加工之后，达到了标

准，燃烧垃圾产生的热量可以
转化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电！我们还亲眼目睹了2万多
吨的垃圾，工作人员正在用巨
型机械手抓它们，真有趣！但
又有一个问题让我疑惑不解，
为什么垃圾场没有异味呢？解
说员告诉我们，那是因为这个
垃圾场整体采用了密闭结构，
使垃圾仓长期保持微负压状
态，不会有异味外逸；焚烧炉
的垃圾经过高温焚烧后，彻底
得到净化，不再有异味产生。
我对光大这种高科技的垃圾处
理方式竖起了大拇指。

环保是每个人的责任，让
我们携手关爱地球，关爱家
园，为“乐居之城”而共同努
力吧！

(指导老师：七都小学 叶
建珍)

关爱家园
小记者 梁津瑜

妈妈，有件事一直埋藏在我的心
底。也许这件事对您来说微不足道，可
是对我来说，却是天大的委屈。

去年，我们全家和金灿灿一家去台
湾旅游。随着归家时间的临近，依依不
舍之情油然而生。在前往机场的车上，
原本和我说说笑笑的灿灿瞟了一眼窗
外，眼睛里突然满是泪花。我奇怪极
了，也往窗外望了望，原来前方不远处
就是机场了！我明白了：对于回家，他
有一百个不情愿。

我正想安慰安慰他，谁知灿灿眼眶
里的泪水一下子喷涌而出，开始嚎啕大
哭起来。

我急了，不知所措地拨弄着手中的
玩具，哑口无言。这时，坐在前排的您
转过头来，先瞧了瞧灿灿，又瞅了瞅
我，随即勃然大怒，脸上阴云密布，两
眼放射出万道“凶光”，恶狠狠地对我
骂道：“好你个臭小子，把人家灿灿给

弄哭了！有你好果子吃……”这些骂声
就像一把威力十足的机关枪，嗒嗒嗒地
扫射着我。“可是——”我刚想辩解，
您更加火冒三丈，又是一梭“子弹”迎
面而来，“还想狡辩，啊”。您又把我收
拾了一顿，直到珠珠阿姨上前劝阻，您
才住口。

您不知道，当时的我是多么的委屈
和难过；您不知道，一丝愤恨已经涌上
我的心头。对您来说，这只是一件很平
常的小事，“修理”我已经成为了您的
习惯，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极大的侮
辱：又不是我惹灿灿哭的，凭什么骂
我？再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我，我
不羞恼才怪呢！我呆呆地望着窗外，不
经意间，我抹了一下眼角……

亲爱的妈妈，我希望您以后不要这
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怒，批评、指责
我，您的儿子更需要您的信任，好吗？

（指导老师：松陵小学 沈静华）

我需要您的信任
小记者 庄沛元

人世间，很多人的思想、性
格、脾气……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发生变化。我妈妈这两年来，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四年级开始，因为作业量变
多，我的字也开始写得歪七扭八，
一开始妈妈心平气和地跟我说，让
我每天坚持练习一页字。一开始我
也没多说什么，欣然接受。但在坚
持数十天后，我的字非但没有写好
看，反而越写越难看。按照往日，
妈妈顶多批评我几句，可是这次她
变了，拿起我的练字本，劈头盖脸
地骂了我一顿：“你看你的字，跟
过山车似的，一会上一会下，整齐
你不会吗？重写！”我很委屈，你
就不能好好和我说吗？

从那以后，妈妈回家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看我写的字，嗓门也越变
越大了，把“河东狮吼功”发挥得
淋漓尽致，真是可怜了我的耳朵
啊，又是一场暴风雨。从开学到现

在，就像网络上说的那样：“不做作
业时母慈子孝，一做作业时鸡飞狗
跳。”因为我的字入不了妈妈的
眼，所以没一天好日子过。

虽然我也想过把字写
好，但有时候一急，写
得就跟五线谱似的，
高高低低。五年级的
第一次调研测试，因为
自己写的字不工整，作文
失分严重，我妈就顺口来了
一句：“看吧，字不整齐，吃
亏的是你自己，听不听由你，以
后我不管了！”渐渐地，妈妈都不
愿意和我说句交心的话，每次都很
敷衍我，以前温柔、善解人意的妈
妈去哪了？

我现在心里很难受，妈妈变
了，变得如此陌生。如果可以，真
希望妈妈能变回从前的样子！

（指导老师：山湖花园小学本部
校区 周静）

妈妈变了
小记者 杨文硕

2019年4月25日上午，我家
的狗——旺旺，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

这件事情真的令我很难忘，也
真的很伤心。那天早晨，我起得很
早，想去看旺旺，发现旺旺不见
了，便非常着急地寻找起来，可是
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我就叫奶
奶一起找旺旺，还是没找到，我着
急得哭了起来。

第二天，我依旧早早地去找旺
旺，但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在
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
熟悉的背影，呀！旺旺居然奇迹般
地回来了。可再一看，旺旺有气无
力的，像是生病了一样，我就连走

带跑地去找奶奶来看，也不知道它到
底是怎么了。

正在我们很疑惑又很着急的时
候，爸爸妈妈和妹妹从上海回来了，这
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爸爸一看，说
旺旺可能是中毒了。顿时我的心如刀
割，特别难过，心里非常自责，觉得是
自己没有照顾好旺旺。很遗憾，最终旺
旺还是没有逃过死神的魔掌，离开了
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泪如雨
下，就像是失去了亲人般的痛苦。

一切好像还是在梦里，我幻想这
一切可以重来，可以重新好好地照顾
旺旺，但为时已晚。 这件事令我难
忘且无比伤心。

（指导老师：青云小学 赵加春）

我真的很伤心
小记者 周安琪

在嬉戏声中，在父母的爱护关
怀下，我度过了一个绚烂的童年。
可我不想离开童年，不想离开那有
着绚烂梦想的童年。

小时候，我和那些天真、可爱
的朋友在一起，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不会有竞争，不会有嫉妒，肆
无忌惮的玩耍也不会被限制。

小时候，我没有任何压力，
更没有考试与作业。累了就倒头
大睡，不管三七二十一；闲了就
和小伙伴快乐地玩耍，不在乎任
何眼光……不用面对什么，不用顾
忌什么，只要快快乐乐的就好。我
永远都不想长大，这样就不用背那
历史悠久的古诗，不用背语法知识
点。我只要轻轻地数1、2、3，开
心地看简单的童话书，看电视里聪

明的喜羊羊和听老师讲故事。
如今上了小学，每天都要从早

到晚忙得马不停蹄。终于等到双休
日，却还是忙碌着：学校布置的家
庭作业要做，新概念英语课要上，
古筝课也不能落下……我的时间表
被排得满满的。老师们为了我们考
上重点学校，作业如“小山”一
般，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叹口
气，继续奋战在作业中。我终于认
识到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买寸光阴”的道理。

我想奔跑在绿茵茵的草地上，
拥抱大自然；我想坐在秋千上，享受
着午后温暖和煦的阳光；我想……但
我不想长大。

（指导老师：绸都小学升明校区
沈骁雯）

我不想长大
小记者 沈晨玥

我的妈妈是个名副其实的“啰嗦大
王”，只要我一惹她生气，她就会暴露
出自己的啰嗦本性。

听，她又开始啰嗦了。“你晚饭已
经吃过了，怎么又在吃！”“不是才吃了
串糖葫芦吗？怎么又要买冰淇淋了！”

“什么，还没饱？”……一串串句子从妈
妈的嘴里“蹦”出来，简直要把我弄疯
了。亲爱的妈妈，你还不了解你的儿子
吗？我的肚子就是个无底洞，怎么填得
满呢？

于是，每天放学，我和妈妈就会展
开一场和零食有关的攻防战。我一走进

家门，妈妈就会上下打量我，看看我有
没有带什么“违禁品”，我只好蹑手蹑脚
地跑进自己的小房间，偷塞面包进嘴
里。谁知，妈妈似乎有一双“透视眼”，
她立马小跑过来，一句句话似乎要把房
顶掀开：“谁让你吃的？”“你知道吃多了
对身体不好吗？”“面包哪来的？”……妈
妈超强的声波攻击，让我的血槽迅速放
空。

虽然我知道妈妈的啰嗦是为了我
好，但她的啰嗦功夫也实在是太厉害了
点，希望她以后能更温柔地爱我。

（指导老师：坛丘小学 计冰菁）

啰嗦大王
小记者 钱奕宏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公园花坛里的花朵开得正盛，
过往的人们不免啧啧赞叹，这
让花朵骄傲起来。

她昂着头，以傲慢和嘲讽
的语气，洋洋自得地对脚下她
认为丑陋不堪的根须炫耀道：

“嘿！被黝黑泥土所污染的臭
家伙，你现在怎么日渐消瘦了

呀，可不像我，可以无限地享
受这温暖柔和的阳光和人们的
赞叹，而你只能永远被我踩在
脚底，被埋在阴暗潮湿的泥土
里，永无出头之日。”根须听
了这话，鼻子一酸，但他仍
然面带笑意，心平气和地说
道：“朋友，我虽然被迫埋
在了这泥土里，没有受到阳

光的普照和人们的赞叹，但我
可以吸收土壤里的营养成分，
再由茎输送，才能维持你的生
命。”

花朵仍不以为然地说：“那
又怎么样，你看起来又老又
丑，像极了早上在公园里打太
极的老爷爷的胡子，谁知道是
不是你在胡言乱语。”被夹在花

朵和根须之间的茎和叶终于按捺
不住，发言反对花朵：“花朵，
你怎能辱骂日夜为你提供养分的
根须，如果不是根须，何来我等
今日的荣光？而你，不但不敬重
他，反而来嘲讽，简直是忘恩负
义！”

然而，花朵听了这一番话，
心中更是怒火熊熊，毫不犹豫地

挣断了自己和茎叶的连接处，她
执意要独自生活。可还没过一两
个钟头，因为失去了根须输送营
养成分和茎的支撑，花朵就开始
枯萎凋谢，花朵至死也不明白，
因为她的以貌取人，断送了自己
的生命。

（指导老师：金家坝学校 赵
彧）

根须和花朵
小记者 梅傲雪

“谁不想早读，给我站到外
面去！”早晨刚走进教室，就听
见她站在讲台边大声地训斥同
学，那声音简直如鸣钟一般洪
亮，可谓是响遏行云，让班上所
有同学立刻如老鼠见了猫般，一
个个安安静静地埋头早读。

她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
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有
一次，老师外出听课，嘱咐同学
们认真写作业，可老师一走远，
教室里便像炸开了锅，聊天的聊
天，打架的打架，吵得不可开
交。班长急得手足无措，左边的
刚安静下来，右边的又开始吵
了，右边的安静下来，左边又开
始了，只见班长急得要哭了。

这时，一直在写作业的她一
出马就平息了这场“战乱”。只
见她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手一
拍，铿锵有力地说道：“谁再吵
一句，我就把他的名字写在‘黑
名单’上交给老师。”她手拿一
本练习册，一双眼睛瞪得圆圆
的，虽然我没有做“亏心事”，

但还是被吓了一跳。这“撒手
锏”也是一绝，让同学们个个回
到了自己的座位，乖乖地写起了
作业。同学们虽心有不服，却不
敢违抗她的命令，只能“俯首称
臣”。她扫了一眼全班，满意地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班长不停
地向她投去感激的目光，而她还
了一个大大的微笑。

她的气场惊人，足以使人战
栗，每次发完“狮吼功”，看到
的都是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画面，
同学们一个个静得出奇。刚刚还
像菜市场一样热闹的班级，怎么
一下就安静下来了呢？

她，就是我们班的王雅静。
瞧！她每次“发功”都是那么气
场强大。

（指导老师：北门小学 周敏
芳）

气场强大的她
小记者 任婷

放暑假了，我和同学们约
好了一起玩，人员全部到齐
后，有同学建议举行一场乒乓
球友谊赛。我们几个力气大的
把乒乓球桌搬了出来，然后就
开始一对一比赛。赛场上的同
学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我
呢，因为不会打乒乓，只能坐
在旁边观赏助威。看着同学们
挥舞乒乓球拍的姿势是那么帅
气，我下定决心学打乒乓。

我把想法告诉爸爸妈妈
后，他们欣然同意，买来了乒
乓球桌，妈妈开始担任我的第
一任乒乓教练，她先教我握稳

乒乓板，练习打球、接球。妈
妈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把球
发过来，但是我一次都没有
接住。我有点想半途而废，但
是妈妈对我说，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攀登。我又重新树立起
了信心。一小时，两小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终于学
会了打乒乓。

学会了打乒乓球后，终于迎
来了我人生中第一场真正的乒乓
比赛。去赛场的路上，我紧张得
攥紧了拳头，爸爸见状，鼓励
我：“加油，只要正常发挥就可
以了。”比赛开始了，我们互相
抽签，抽到同一号的，就在一组
进行单打角逐，我抽到的是九
号，我的对手是有着三年乒乓球

训练经历的老队员。他得意地
说：“对付你一个新选手，那还
不是像大象踩蚂蚁那般容易。”
在那一瞬间我想到：对手如此高
傲自大，说不定会大意失荆州。

比赛开始了，我观察着每一
个选手的特点和弱点。轮到我们
这一组了，对手先发制人，一个
旋球飞了过来，我迅速接住，进

行回击，他瞬间就把球打了回
来，打了我个措手不及。这下我
知道了，他的爆发力十分强，而
快速应对刚好是我的弱点，但是
如果我借助他的爆发力，还击我
最拿手的转球，估计球的旋转速
度会更快，会给对手造成很大的
麻烦。果不其然，我借助这一优
势，打败了骄傲自大的对手。

经过这次比赛，我懂得了，
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用别人的
优势来弥补自己的劣势，从而获
得胜利。

（指导老师：芦墟实验小学
杨志娟）

乒乓成长记
小记者 王梓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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