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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森林之王”的日子
到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位竞选的是小兔，
小兔对大家说：“只要你们让
我当‘森林之王’，我就每天
给你们发一根胡萝卜。”蜗牛
尝了一口胡萝卜，皱着眉头
对小兔大声喊道：“这是哪来
的胡萝卜，好苦啊！”因为大
家觉得胡萝卜很苦，所以没
有让小白兔当“森林之王”，
要不然他们每天都要吃难吃
的胡萝卜。

第二位竞选的是小猴，小
猴对大家说：“只要你们让我
当‘森林之王’，我就带你们

玩转世界。”这时，一把年纪
的老山羊说：“我这么老了，你
再带我玩转世界，那我这把老
骨头哪能承受得了呀！”因为
老山羊这个理由，所以小猴也
没有当上“森林之王”。

第三位竞选的是布谷
鸟，布谷鸟对大家说：“只要
你们让我当‘森林之王’，我
就教你们唱出最动听的曲
子。”乌鸦难过地说道：“还
是算了吧，我的歌声这么难
听，唱起歌来还不得被别人
笑掉大门牙了？”所以布谷鸟
也被淘汰了。

最后一位是老虎，老虎
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如果

当上‘森林之王’，你们还是做你
们喜欢的事情，而且我还会保护
你们。”老虎一说完，台下就响起
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长颈鹿说：“我宣布，本
年度的‘森林之王’是老虎！”

老师点评：
“失败——失败——失败——

胜利”，前面三位竞选者都失败
了，最后一位赢了，三年级的小
朋友能这样构思，真是太了不起
了。还有，小作者的对话也写得
好，点赞！

评后感言：
谁说小孩子没有想法？看了

常訾瑜的作文，你就不能不相
信，今天的孩子只要你放手，给
他们一片自由写作的天地，就会
有人“噌噌噌”地往上长，而我
们大人只要在旁边准备双手，给
他们鼓掌。 （指导老师：沈宁）

老虎为什么当上了“森林之王”？
长安实验小学三（5）班 常訾瑜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
中国的美食数不胜数，有北京的
烤鸭，天津的麻花，广州的沙河
粉，江南水乡的大闸蟹……而我
喜欢的，你肯定猜不到，告诉你
吧，我最喜欢的是那又麻又辣的
重庆火锅。至于重庆火锅有多麻
多辣，那就听我这个“小吃货”
慢慢道来吧。

去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一
起来到重庆，一下飞机，我就闻
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香辣味。这真
是一座“有味道”的城市，我们
迫不及待地去了一家店名叫“火
尧”的网红火锅店。刚坐下，就
响起了服务员的吆喝声：“上锅
咯”，只见四大块像砖头一样的
牛油在九宫格的锅里时而沉，时
而浮地融化着，那一块块橙红色
的牛油在锅里翻滚着，跳跃着，
像一朵朵绽放的菊花，我看了兴
奋不已。

“上菜喽”，随着一声清脆的

吆喝声。一盘盘配菜被端上了桌，
有粉嫩的鲜鸭肠，有鲜红的牛肉，
有招牌菜脆毛肚，有鲜郡花，有极
品耗儿鱼，还有鲜猪黄喉，神仙豆
花……看着那满满的一桌菜，我口
水直流。只见妈妈夹起了一片黄
喉，在一个格子里涮了涮，然后放
入口中，津津有味地嚼着，我也学
着妈妈的样子，夹起一块牛肉去涮
了涮，直到它变色时，我迅速地
夹到嘴里，好家伙，浓香的汤汁
立刻在嘴里狂奔，实在是太烫
了。我被烫得“嗷嗷”直叫，等
我回过神来，才真正感受到重庆
火锅的麻，辣，鲜，香，牛肉香
辣有嚼劲，豆花鲜嫩很爽口，毛
肚鲜香又爽脆。

这九宫格的锅就像一个神奇的
魔法盒，任何食物在里面烫一烫，
涮一涮，都能成为人间美味。

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正宗的重
庆火锅，至今让我不能忘怀。

（指导老师：黄晓瑜）

重庆的火锅
吴江实小爱德校区五（1）班 石恩澜

“为什么我的屁股凉凉的？”
我向后一看，遭了，我的裤子破
了一个洞。我连忙把校服往下
拉，生怕被眼尖的同学识破。

无巧不成书，老师点到了我
的名字“徐恺晨 ，上来演算一
下这道题目！”“啊？”我只好硬
着头皮上了。我把校服扯了又
扯，走路别提有多别扭了 ，同
学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笑我的样
子像一只怀孕的鸭子。

当我走到黑板前时，却发现
老师写的题目很高。我要踮起脚
才能够到，这样一来，我的秘密
就暴露无遗了。我的脸涨得通
红，我喃喃地对老师说：“我够
不到。”幸好老师通情达理，“你
来说我来写……”

下课了，终于逃过一劫。但
是班长的一声喊话，我的心又提
了起来“体育课出去排队！”我
突然灵机一动，把校服脱下来系
在屁股上，哈哈，伪装成功！我
大摇大摆地走向操场。今天是四

百米的长跑，发令枪一响，我便飞
快地冲了出去。糟糕！我跑的方向
是逆风，一阵风把我系在屁股上的
校服吹了起来。我连忙把校服摁下
去，又吹了起来……又摁下去……
同学们都以为我想拉屎憋不住了
呢，纷纷在后面笑得前俯后仰。我
的脸涨得通红，恨不得马上消失。

终于，风渐渐小了，我长长地
舒了口气，再看对手们，早已跑到
终点，我也火急火燎地跑了过去。
老师走了过来急忙问道：“你是肚
子不舒服吗？”“不。我只是……我
只是……”“只是什么？”“没什么
我感觉很好！”我尴尬地笑。

终于熬到放学，一颗悬着的心
也可以落定了。这时我突然发现身
后的同学笑得直不起腰了。“你们
怎么了？”我纳闷地回头。“你的
裤子后面破了个洞！” 我猛地一
回头，校服竟然不见了，往地上
一看，一团黑色的东西静静地躺
在那，正是我的校服！

（指导老师：顾冬梅）

尴尬
吴江实小太湖校区六（1）班 徐恺晨

一年一度的校级跑步比
赛开始了，所有人都兴致勃
勃，小明因为奶奶要过生
日，想拿着奖杯回家给奶奶
一个惊喜，所以他也参加了
比赛。

比赛开始了，小明奋力
向前冲，可他还是落在了最
后。在小明灰心丧气的时
候，他们班的同学一起为他
加油，顿时小明的心被点燃
了，心中有了必须要得第一
名的决心。小明向终点飞快
地奔跑，超过一个又一个
人，直到跑在最前面。但意
外发生了，旁边一个人摔倒
了，小明停了下来，扶起摔
倒的人，就这样后面的人一
个个又超过了小明，可小明
还在扶着那个人。此时，所

有人都被小明感动了。
小明没有得到第一名，

但他很开心，因为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此时，裁
判拿着金奖杯走向小明，
颁给了他。同学也扑了过
来，把小明抛上天空，为
小明那勇于帮助别人的精
神鼓起了掌。

放学回到家，小明就把
金奖杯送给了奶奶，奶奶一
看，说：“孙子真棒！”爸妈
也为小明竖起了大拇指，说
儿子真棒，妹妹也开心地笑
了起来。生日会开始了，小
明的爸爸并没有给奶奶戴皇
冠，而是把奖杯带在奶奶的
脖子上。“哇！”温暖的一
刻。

（指导老师：赵加春）

美好的一天
盛泽实验小学四（6）班 黄晨希

我喜欢许多花木，独独不喜
欢藤。

也许是因为它们总是密密麻
麻地爬在一起，令人厌烦；也许
是因为它们总是弯弯曲曲，顺着
他物蔓延而上，时常令我想到那
些趋炎附势、用心险恶的小人；
更是因为它们总长在公交站台附
近的墙面上，时常让烦躁而又心
急如焚的我更加焦灼。

总之，我对藤作物没有什么

好感。
不觉已是初秋。到亲戚家做

客，踱到后院，不禁愕然——在
这末日一般黑暗的一隅，竟然现
出几抹逼人的新绿！

定睛一看，原是寥寥数根新
藤正艰难地攀在青苔点点的古墙
壁上。

大步上前，用手指去掰藤
条，浑身如触电般的战栗，它竟
然不是我想象中的软弱，而是铁

链一般的坚硬。我使劲一扯，它
断了，发出低沉而痛苦的低吟。
但，它又倔强地把身躯“攀”了
上去。我不禁诧异：这藤在这暗
无天日的角落，是如何生存下来
的？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正值傍晚，夕阳喷薄出最后
的光辉——霎那间，天地通亮
了。再看那藤，仿佛在这一瞬间
燃烧了起来。落日的余晖披在它
身上，宛如给英勇的斗士披上了
华美的战袍。空气中弥漫着英雄
壮歌般悲凉的气息，万丈光芒下
的藤条隐隐约约渗透出一股殷红
的血液，我顿时感受到那颗跃动
的“赤藤”之心！

我很喜欢余华的一句：“人
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
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
着。”在这世间，有多少平凡如
藤的人，他们也许匍匐如蝼蚁，
但他们也能焕发出属于自己的人
性光辉。也许他们的生活是贫困
的，身份是卑微的，但他们的灵
魂是丰实、高贵的。他们平凡，
但是坚强。

夜幕降临，一切重归于平
静。藤，茕茕孑立，静默无语。

“千古幽贞是此藤，不求闻
达只烟霞。”庆幸，在那个黄
昏，我触摸到一根“赤藤”之
心。

（指导教师：徐飞）

“赤藤”之心
苏州中学苏州湾创新实验班初一（1）班 钱中天

同里，可真是个好地
方！

同里的风景优美，白天
同里的湖水非常清澈，一眼
就能望到底，真像一面大镜
子。那里的人每天都住在有
白色的墙壁、黑色的屋顶的
屋子里。夜晚，镇上的树上
挂满了形状各异的灯，虽然
同里的河水看不清了，但水
面上能看见色彩斑斓的花
灯，这里真是如仙境般美丽
啊，我去了都不想回来了。
那些小猫小狗似乎也被吸引
了，看得入了迷呢。

同里不仅风景优美，特
产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绕
绕糖”，就是用一双筷子把
像糖浆的东西绕啊绕，最后
就成了一个白色的球，吃起
来非常甜，但是吃着吃着，
我就发现它非常粘牙，呜呜
……我都张不开嘴巴了。还
有一种小吃叫“袜底酥”，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哈
哈，因为它的样子长得像鞋
底，吃起来半甜半咸，口感
很好，而且上面还有芝麻，
咬一口爽脆醇香，一些小碎
粒就掉在了地上，算了，那
些小碎粒就给蚂蚁吃吧，让
他们也尝尝美味的小吃。

同里还有许多风俗，比
如走三桥，听说学生走过
以后就可以考上状元；老
人走过可以长寿；结婚的
新人走过可以心心相印，
白头偕老……这是多么美
好的风俗啊，在那里还可
以看到京剧、锡剧，这可
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呀。这
真是一个有着独特风俗的
小镇啊！

我非常喜欢同里，同里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像一副
美丽的水墨画，那里的人很
自在，快快乐乐地在那里生
活着。

同里
吴江实小爱德校区四（4）班 沈诗颖

一天，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看书，突然，在石板与绿草的交
界处，一条移动的黑线吸引了我
的注意。

蚂蚁？果然是的。它们有标
志性的头、胸、腹呈三段式结
构，头上细小的触角像天线，可
以让它们在同类之间传递信息。
只见它们成群结队，六条细腿协
调地运动着，出出进进，忙忙碌
碌。我看得入了迷，这么多小巧
的器官聚集在一只长不足半公分
的细小生灵身上，令人不得不赞
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一阵风吹过，绿草发出沙沙
声，但匆忙的蚂蚁全然听不到这
些，它们兀自忙碌着，仿佛在做
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好奇
地想，它们这是要往哪里去呢？
我扒开草丛，终于窥探到了它们
的小秘密，原来，它们成群结队
地往一个方向去，是因为那里有
一只死去的苍蝇。一只苍蝇，对

于蚂蚁来说无疑是庞然大物，它们
在瞬息之间聚集了几百个同类，打
算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搬迁运动。

很快，蚂蚁们扛起了苍蝇，向
着草丛深处，神速地向前移动。我
蹲下身子，用一根树枝撩开草叶，
才发现，它们正向不远处的一个蚁
巢行进着。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蚁
巢，后面的蚂蚁陆续跟进，有条不
紊，井然有序。不一会儿，看似庞
大的苍蝇被拖进了蚁巢。我好奇地
想，这地下的蚁巢又是什么样的
呢？以前在书上看到过蚁巢中住着
至高无上的蚁后，而这些从事劳作
的都是工蚁，会不会我站立的地
方，地底下就是一座庞大的蚁城，
是另一个不为人类所知的世界？

世界上有许多像蚂蚁般细小
的、不令人注目的小生命，我们很
少为它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可是，
世界正因为有了我们和它们，才更
加绚丽多彩。

（指导老师：胡兵想）

看蚂蚁
青云中学初一 潘颖哲

我家有一只可爱的泰迪
狗，浑身毛茸茸的，哥哥给
它取名“毛球”。

它一身棕色的卷毛，一
个圆圆脑袋，一对耷拉下来
的耳朵，毛茸茸的，一双黑
珍珠一样的眼睛，还有一个
湿湿的鼻子。因为毛太长
了，眼睛都被挡住了，所以

它常歪着脑袋看人，样子萌
萌，可爱极了。

它很活泼，也能听懂我
的话。每天我放学回家，它
都会摇着短短的小尾巴，绕
着我转圈圈，就像在欢迎它
的小主人。

我很喜欢它，它也很喜
欢我。（指导老师：钱海燕）

我家的小泰迪
花港迎春小学二（14）班 金彦晓凡

人生中，有悲欢离合，
也有许多掌声，让人热泪盈
眶、难以忘怀。

那一次，我读三年级。
老师跟我们说，一个星期后
要举行十岁成长礼，让我们
自由报名表演节目。可以唱
歌、跳舞、表演乐器……听
到这个消息，我们个个心花
怒放，高兴极了。放学后，
我立刻告诉了妈妈，并和她
商量起来。最后，经过激烈
的讨论，商量出了结果，我
表演舞蹈。

于是，妈妈把我送去舞
社里学习，但用四天的时间
学会一支舞，实属不易。所
以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去
学，一直到晚上 6点多结
束。虽然辛苦，但我的舞蹈
水平提高了很多，还认识了
很多朋友。我没有骄傲，不

断加油努力着。
成长礼这一天终于到来

了，放学后，甘当志愿者的
妈妈们帮忙布置教室，吃完
晚饭迎来了表演节目的时
刻。我的心紧张激动，直冒冷
汗，还有三个节目就轮到我
了，我赶忙到卫生间换了一
身苗族服装。该我上场了，

“加油”，我心里默默地对自
己说。面带微笑的我上台了，
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放空，把
舞姿尽情地展示出来，仿佛
时间停住了，也没有观众，只
有自己在不停地跳啊跳。跳
完了一整支舞，台下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我脸红了，很激
动，我完成任务了，得到了大
家的肯定与鼓励，很开心。

在这个十岁成人礼的日
子里，掌声，令我难忘！

（指导老师：赵加春）

掌声
盛泽实验小学四（6）班 李歆妍

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我除
了复习还是复习，可把我给折磨
够了。

就像今天，我快速做完周末
作业，准备放松一会儿。谁知，
爸爸又让我做了些别的练习题，
做完了又让我看语、数、英教科
书，让我再复习。看完了，爸爸
又让我做网上的五年级期中考试
题目，看重点知识，连一分一秒
都不放过。过了一会儿，我实在
做不动了，爸爸只好答应我休息
十分钟，休息完毕，又进入了

“魔鬼训练”！只见爸爸拿出了

《亮点给力试卷》《阅读理解专项
提优》《学霸练习册》《培优训
练》《作文选》……我被搞得头
都要炸了。但爸爸常说：“唐僧
取到真经，是因为走过了九九八
十一难，你要想考到好成绩，必
须这样！”因此，我听得耳朵都
起老茧了，不敢反抗，我只好乖
乖地做。

过了一会，妈妈爸爸要送我
去培训了。我想：千万不要呀！
我都生病了，应该不去了吧，可
是出人意料，妈妈说：“现在是
复习阶段，学习最重要！待会儿

再给你报个别的补习班！”“什
么？有没有搞错？这么多补习
班！我没时间！”“放心！”“今天
晚饭在补习班上吃！碍不着什么
事儿。”我本还想说什么，可要
出口的话，还是咽了下去。我深
呼吸一口：为了不被老师批评，
为了不吃顿“竹笋炒肉”，为了
不跪搓衣板，我决定就将就一下
吧！

上完补习班，已经晚上八点
半了，哎，我真是太累了！可为
了考个好成绩，只有继续努力。

（指导老师：申玲燕）

努力的过程
梅堰实验小学五（3）班 徐雨萱

“我习惯了。”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
一句话，但它却勾起了我幸福的回忆。

小时候，我很贪玩，总是把玩具放
在最底下的柜子里，每次都得低头去
取。

有一次，我又想玩玩具了，刚要
低头去拿，正在看书的爸爸却和我一
起蹲了下来。我非常疑惑不解，却也
没说什么。就在我的头伸进柜子的同
时，爸爸的手也放在了我的头上。我
取完玩具，抬起头，爸爸的手才拿出
来。

刚开始我以为爸爸也在拿东西，就
没太在意。可后来，每当我取东西时，
爸爸的手就会放在我的头上。

那次，我又在拿玩具，爸爸又把手
放在了我的头上。我不禁奇怪地问道：

“爸爸，你为什么在我拿玩具时，总要

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呢？”爸爸先是一
愣，而后却什么也没说。

有一次，爸爸也在那个柜子里拿东
西，调皮的我想和爸爸开个玩笑。我悄
悄地蹲了下来，把我的手放在了爸爸的
脑袋上——我原本以为很好玩，可是，
我的手却卡在了柜子的角上，那一刻，
我感到了一种钻心的疼痛。没办法，只
能等爸爸的头从柜子里出来，我的手才
拿出来，不过，手指却磨出了一道深深
的红印。

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爸爸
是不想我的脑袋碰到柜角，才把他的手
放在我的脑袋上。那他每次都把手放在
我的脑袋上，他的手得磨出多少红印
啊！此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其实，父爱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只
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

感激的泪水
青云小学六（2）班 王馨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