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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40年，我结束了对
南极的科考任务，搭乘着私人的
亚光速无人驾驶飞机，回到了我
阔别已久的家乡——吴江。

此时的吴江已不是那个小城
市了。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物流
系统，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城市。
我一出飞机，就被家乡的沧桑巨
变所震撼了。原来一遇到很高的
温度就易融化的柏油路变成一条
条铺设了新型塑胶的信息化公

路。在公路之下，深藏着白玉一
般的磁铁，一辆辆磁悬浮车疾驰
而过，如同湖中的一条条银鱼。
原来路两旁的一排排居民楼变成
了一座座摩天大楼，在太阳的金
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巍峨、壮
丽。再环顾四周，天更明、水更
清、树更绿、花更艳了。

饭后，母亲带着我去那令
我回忆满满的步行街。此时的
步行街，早已不是那个熙熙攘

攘的步行街了。它拥有了一条崭新
的全智能街道——人们只要踏上这
条路就可以从手机中得知各种商品
的所在地。路的两旁是一家家全智
能化的无人超市，有的超市还有机
器人为人们引路。在阳光的沐浴
下，整条街显得格外悠闲。

二十年，家乡的变化翻天覆
地。我相信，再过二十年，家乡一
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指导老师：李莹）

二十年后的家乡
吴江实小爱德校区五（3）班 吴亦唐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我和妹妹，还有我的朋友准
备到草地上放风筝。

当我们来到草地时，发
现天空成了风筝的舞台，有
活泼可爱的小金鱼，有昂首
飞翔的老鹰……形态各异的
彩色风筝，就像顽皮的小精
灵在空中自由翱翔。

远处是一家三口，那个
小男孩已经让他的彩色风筝
飞上了天空，好像在喊：

“爸爸、妈妈，我的风筝飞
上天空啦！”爸爸和妈妈依
偎在一起，微笑着说：“宝
贝，你可真能干！”看到这
一幕，我好生羡慕，真希望
我的风筝也能飞上天空。于
是我赶紧对妹妹和小华说：

“我们也来放风筝吧！”妹妹
和小华异口同声地说：“好
呀！好呀！”我指着远处的
风筝喊道：“我们也要把风
筝放得那么高！”我拿起风
筝线，小华托起风筝，等风
来了，我就喊：“一二三！

跑！”话音刚落，我俩就配合
着一起往前跑，跑着跑着，
感觉手中的风筝线绷得紧紧
的 ，好像快 要被拉断了似
的。我对小华急切地喊道：

“小华，快放手！”小华把风
筝往天上一抛，啊！风筝飞
起来啦！我手中的线越放越
长，风筝飞得也越来越高，
它自由飞翔在广阔无比的天
空，时而左右晃动，时而直
冲云霄，大家的心里别提有
多高兴了。

可就在我们洋洋得意的时
候，妹妹跺着脚大声喊：“哥
哥，你快看！风筝快掉下来
啦，快掉到树上啦！”听到妹妹
的喊声，我和小华使劲把风筝
拉过来，只见风筝翻了好几个
跟头，终于又平静下来了，我
俩却累得满头大汗。

整个草地上到处是欢声笑
语，耳畔响起了那句“儿童散
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诗句，春天的感觉真好！

（指导老师：赵加春）

放风筝
盛泽实验小学三（9）班 沈徐尧

午自习，曾老师布置完作
业后，我们安安静静地写作
业。就在这时，熊同学小声
说：“我好像发烧了，我的脸
好烫啊！”我们几个看了看
他，又各自低头写作业了。过
了一小会儿，熊同学一边摸自
己的脸一边问我们:“我的脸
红不红啊？”我们点点头。熊
同学马上站了起来，对曾老师
说:“老师，我好像发烧了，
我的额头好烫啊！”老师也吃
了一惊，马上说：“我用体温
计给你量量！”

熊同学摇摇晃晃地走到
老师身旁，正在排队批作业
的同学立刻离他一米远，生

怕他真的发烧了，传染给他
们。老师给熊同学测量了一
下，说：“体温正常呀！”熊
同学傻了眼，说：“啊，不
会吧？”听他的话，好像体
温没如他的意，熊同学居然
要老师再测一下。曾老师无
奈，又给熊同学测了一下，
然后曾老师开玩笑:“体温正
常，你骗人的吧，是不是想借
装病的理由回家，真是的，装
也装像点！”

曾老师话音刚落，全班同
学都开怀大笑，熊同学急忙向
曾老师解释……

作后点评：
作文有好几处对话，如：

“然后曾老师开玩笑:‘体温正
常，你骗人的吧，是不是想借装
病的理由回家，真是的，装也装
像点！’”这就是生活的话，非常
传神。

“听他的话，好像体温没如他
的意，熊同学居然要老师再测一
下。曾老师无奈，又给熊同学测
了一下”这里也有说话，小作者
却故意不写。有的时候要写对
话，有的时候要这样转述，这个
本领学会了，作文就能上一个台
阶。

评后感言：
每个班都有熊同学这样的开

心果，他们或耍宝或卖弄，每天
上演着喜剧片。这样有趣的事情
就是作文的源泉，写下来，大家
读了都哈哈一笑，又成了快乐的
源泉。作文写什么？看看《“发
烧”》，你就知道了。

“发烧”
长安实验小学六（5）班 张方方

春天不是丰收的季节，却有
一种作物在春天才能收获，它就
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香椿。

香椿长得可奇怪了，是长在
树上的，是树枝的嫩芽。我特地
去看了，可它一点都不像又粗又
黑的树枝，更像是又细又绿的香
菜茎。

虽然香椿是树枝的嫩芽，但
味道却和树枝完全没有关系。它
的味道有点像芹菜，刚进嘴里有
点苦苦的，有点发涩，过一会

儿，它的苦味慢慢地散开，感觉
变甜了一些，再后来嘛，直接没
味道了。但一般人应该不会嚼这
么久吧。香椿可以水煮，保留它
的原汁原味，是一道减肥菜，毕
竟它维生素的含量和无花果的维
生素含量差不多。香椿原来有点
儿生，可以提供营养，和鸡蛋一
起炒，就可以去掉它原先的涩
味，更好吃。

人们常说：万物炒肉皆美
味。营养最高的蔬菜，肯定只有

营养最高的牛肉才配得上，顺滑牛
肉与香椿一同吃下去，荤素两界的
王者味道在味蕾上跳动、翻转，让
人飘飘欲仙，如痴如醉，如坠云
雾，如同闪电击中味蕾，滔滔不
绝，延绵不绝。

古人云：雨前春芽嫩如丝，雨
后春芽如木质。说明香椿的美味，
只有在夏天前才能品尝到，否则香
椿怎么会像肉一样贵呢！

这样的香椿你爱了吗？
（指导老师：陈丽芳）

香椿
横扇学校五（5）班 李苏晨

从小，我遇到不懂的问
题，就会向爸爸妈妈问个为
什么：花儿为什么在春天开
放？为什么天上会下雪？为
什么会有白天和黑夜？下了
雨为什么会有彩虹？蚯蚓为
什么喜欢在泥土里？蚊子为
什么最喜欢叮爸爸？……我
慢慢长大了，许多问题爸爸
妈妈答不上来了，上幼儿园
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套插
图版的 《十万个为什么》。
再后来上了小学，在老师的
推荐下，我又阅读了青少年
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许
许多多的为什么，我都在这
儿找到了答案。

读了《十万个为什么》
以后，我知道了每次下雨过
后天空那一道道美丽的彩虹
是怎样形成的：其实，彩虹
是飘浮在空中的小水珠折射
和反射太阳光而形成的。揭
开了彩虹的神秘面纱之后，
我觉得离彩虹更近一步了。

我还知道雨和雪是怎样形
成的呢：由于太阳照射，使水
变成水蒸气升上天空，在天空
中形成了云，当云积满后就会
有雨水来，这就形成了雨；雪
的形成是因为：水蒸气在天空
遇到冷空气，凝成了一点一点
的小冰点，落下来就成为了
雪。原来，雨和雪就是小水滴
的旅行，天上地下，循环往
复，真是太神奇了！

我还知道了“为什么石头
鱼有毒”“什么是三角洲”……
太多的奥秘等着我去探索，我
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十万个为什么》真是一部
百科全书，里面的知识包罗万
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科
学、地理、动物、植物。它不
仅帮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无
穷的知识，还提高了我的阅读
兴趣，让我认识到世界的丰富
多彩，它真是我们生活中的良
师益友！

（指导老师：卫华芳）

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读《十万个为什么》有感

梅堰实验小学四（4）班 王昱晨

2020年，一个不一样的
年份，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
乱了人们正常的过年节奏。疫
情，形势严峻；我们，宅坐家
中。这个特殊的寒假，我认真
完成了学校布置的作业：种向
日葵。当播下的葵花子发芽
时，我感觉，春天离我们不远
了。那，应该又是一片阳光新
天地。

自从种下向日葵，我就天
天惦记它们。我惦记着小家伙
们是否可以早日破土而出，惦
记着小苗苗们是否可以茁壮成
长。一天、两天、三天……终
于，一棵棵青翠欲滴的小苗从

土中勇敢地探出了小脑袋。我的
向日葵终于发芽了！掩饰不住内
心的喜悦，我悄悄地俯下身，仔
细观察它们。翠绿翠绿的叶，粗
粗矮矮的茎，上面还布满了细小
的绒毛，看上去生机勃勃。一阵
风吹过，我的沐浴在暖阳下的小
苗们起舞着，更让人怜爱几分。
此后，我悉心照料这些小苗，就
怕它们渴了，饿了，蔫了，一点
都不敢大意。

有段时日，我因为功课繁
忙，好几天没有为向日葵们浇
水。有一天跑去阳台一看，它们
有些干枯了，不再是鲜艳夺目的
一抹绿，而是变成了黯淡的深

绿。微风中，它们轻轻摇头，好
像可怜巴巴地在说：“小主人，我
好渴，可以给我喝点儿水吗？”看
着它们那弱不禁风的身影，我心
疼，也难过，于是赶紧为它们浇
上水，并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忘
记。夜晚，风儿继续轻轻袭来，
向日葵又在微微点头，好像在表
达对我的感谢……

不知不觉，我的向日葵们已
经长大，个儿噌噌地一个劲儿往
上长。美丽的春天如约而至，祖
国的疫情防控战也初告胜利。我
眼前闪现的，是向日葵那最美的
容颜，它的积极乐观时刻感染着
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向日葵花开
吴江实小太湖校区五（8）班 袁依晨

我不想做你心头上的那
片花海，我想让你的步伐跟
紧春日里的油菜花。美好，
总是稍纵即逝，但这里的春
天像梵高的星空图，简单的
几何图形被看似无意的几笔
油彩点缀着，恰到好处地

“放肆”又不失优雅，看似
简单又不可替代。

春雨总是来得及时，连
续几天的暖阳，一天天升
温，当你误以为快进入初夏
时，它会轻轻在你耳边细
语：“别担心，我还在。”
春雨也温柔得酥化了我的
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门前含苞欲放的桃
花过了两三天就绽放了，
水珠从花瓣上欲落，但好
像又留恋花色。花瓣几乎
透明得能看见经脉，宛若
刚出浴少女的脸颊，蜜桃
色的水珠更显青春活力。
与此同时，我的春天也将
伴随着雨后落花短暂地离
开，但百花还是那般努力地
盛放。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躲
在油菜花田里，弄得满身花
粉也舍不得拍掉，因为那是

花仙子的快乐。我喜欢去触摸
空气中飘扬的柳絮，努力地追
赶它，好像这样就可以留住春
天。春天的泥土带有一丝青草
的芳香，平日里害怕的昆虫也
变成了带着香气的小精灵。它
把我带到竹篱边，那刚开花不
久的蚕豆，仿若翩翩紫蝴蝶停
留着不肯离去。还记得这条快
干涸的小河也给过我快乐，我
坐在船头，外公轻摇船桨，湖
水被太阳照射得犹如无数碎
钻。我拿着渔网，妄想鱼儿会
不 会因 为阳光刺眼逃出 水
面。外公说春天的鱼儿因为
有鱼子最好吃，我想想便哭
了起来，没有妈妈的小鱼真可
怜，于是让外公放生了桶里的
小鱼。小鱼们迅速游进了湖
里，我指间划过水面赶着它们
快点儿走。春天，也是我与外
公的回忆。

春天像儿时，单纯美好，
我们着急长大，期待未来。正
当花期，又盼望着无数次绽
放。每个春天，都是百花凋零
后的光明。但每次光明来临
前，都经历了残冬，再也无第
一次的单纯憧憬。

（指导老师：蔡斐斐）

旧忆里的春天
吴江中专酒店1801 王心怡

去年的3月 30日，校园
里早已鸟语花香，书声琅琅，
可是今年这会儿，我们还没有
开学！因为2020年的春节，
新冠病毒突袭了地球，武汉封
城，道路封闭，商场关门，好
像整个世界停止了转动。

不过，宅在家中的我们可
没有停止学习，从 2 月份
起，我们就进行了线上学习，
每天会有不同风格的老师直播
上课。老师们讲起课来绘声绘
色，我们通过手机、电视、电
脑收看，非常新奇。一开始，
我遇到了各种困难，不会进直
播间，不会连麦克风……老师
直播时喊我回答问题，我总会
发愣，然后努力回想老师刚才
问了什么。后来，我能操作自
如了，上网课期间，还多了许
多有趣的经历。

上网课的第一周，我是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停
地喊“妈妈”“妈妈”。第二周
开始，妈妈把上网课可能出现

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告诉我之
后，就天天找各种理由睡懒
觉。碰到问题，我跑进房间问
她，她说困，还说相信我有办
法解决，让我别吵她。这样吃
了几回闭门羹，我只能赶鸭子
上架。后来，我才知道妈妈是
故意这样做的，她说我依赖性
太大，她必须放手，这是她培
养我独立学习的妙招。原来这
是妈妈睡懒觉的“秘密”啊！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相比去学校上课，在家
上网课时间很自由，还可以
成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但
是，外面早已春暖花开，我开
始想念美丽的校园，还有亲爱
的老师和同学。希望新冠肺炎
疫情早日结束，我们早日回到
从前的快乐时光，和老师、同
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交流、在
阳光下游戏玩耍。

我想，以后我会更加珍惜
在学校里的每一天。

（指导老师：朱维莉）

学在这个特别的春天
北外苏州附校二（2）班 钱玥瑶

我是一片小红叶，像一团
熊熊燃烧的火焰，顶端有一点
焦，大概是缺少水分的缘故。
我和手掌一般大小，叶脉非常
粗糙，就像老奶奶的手，全身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树叶香。

有一天，我从大树妈妈的
怀抱里挣脱了出来，想看看外
面的世界。不过刚开始历险，
我就被一只庞然大物——恐龙
踩了一脚，并且埋在了她的脚
下，随着她的走动，我一上一
下剧烈起伏。我心里很不舒
服：怎样才能摆脱那只大恐龙
呢？我正在想对策的时候，恐
龙脚踩在了小溪里，我被小溪
冲走了。

我在小溪中漂呀漂，漂到
了一个满是鹅卵石的地方，在

那里我遇见了一条五颜六色的
毛毛虫，我好奇地问：“毛毛
虫，这是哪里？”毛毛虫挪动
胖乎乎的身子，慢悠悠地回
答：“这里是岸上。”

哎！我想念大树妈妈了。
现在我试图回到大树妈妈的怀
抱。一只小鸟飞来了，我连忙
叫住它：“小鸟，你好，请问
你能把我送回大树妈妈的怀抱
吗？”小鸟说：“当然可以，只
不过今天我睡觉的时候，你得
当我的被子。”我立马答应
了，我轻轻柔柔地盖在小鸟身
上，它睡得可香啦！第二天，
小鸟将我轻轻叼起，把我送回
家。

我又回到了大树妈妈的怀
抱。 （指导老师：陈淑芳）

小红叶历险记
吴江实小太湖校区三（9）班 刘孙凯

众所周知，“瞌睡虫”是
指特别爱睡觉的人。我们班就
有这么一位“瞌睡虫”——季
同学。

在科学课上，老师正在讲
课，我们则在认真听课、积极
回答……季同学却睡着了！他
睡得很沉，那磨牙声比过年放
鞭炮的声音还要响。高彦哲费
了好大劲儿，才把他喊醒。

呀！季同学又睡着了！我
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再次发现
季同学打瞌睡。不幸的是，小
沈同学也发现了季同学在打瞌
睡。“老师，老季上课睡着
了。”小沈同学急忙大喊道。
这时，全班鸦雀无声。同学们
都把目光转向季同学，突然，
他们一阵狂笑，而季同学却在
边睡边流口水。

下课后，季同学成为了全

班同学关心的焦点。所有人围
住他，使出各种招式，想要叫
醒沉睡的季同学。他们有的拍
桌子发出噪声，有的大喊大
叫，有的贴着季同学的耳朵大
叫……然而，这些招数都已经
对他无效了。

突然，赵老师来了。我们
迅速回到座位上，个个从“人
体闹钟”变身成了吃瓜群众。
赵老师喊了一声季同学的大
名，可他完全没有反应。赵老
师只得改用其他方案，使出

“阴阳指”戳了季同学脑门一
下，可季同学如同戴了头盔一
般刀枪不入。赵老师再次改变
方案，使出“降龙十八掌”。
只见她开始蓄力，重重地向季
同学身上一推：老季终于醒
了！

（指导老师：赵滢）

瞌睡虫
吴江实小爱德校区四（4）班 郭雨泽

一份礼物让全家人欢天喜
地，一份礼物让全家人其乐融
融。

在红红火火的佳节期间，
全家人收到了一份憨厚可爱的
礼物。这个“礼物”有一张白
白胖胖、微微泛红的小脸，有
一双像彩虹的眼睛，还有一张
嘟嘟嘴。他的嘴永远都是

“o”的形状。他就是我的表
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与
乐。

时间回到三个月前，那是
我第一次见证新生命的诞生。

“优优，去医院啊！”阳光
明媚的早晨，我被妈妈的叫声
唤醒，迷迷糊糊地来到医院。
原来舅舅的二宝要降生了，长
辈们满面春风，又紧张又兴
奋。我的心自然也像是一个调
皮的孩子在玩蹦蹦床，忽上忽
下。我的双腿颤抖着，脑海里
想象着表弟马上出生时的模

样，想象着他第一次叫我姐姐
的样子……我的脑海里浮现出
一幅幅温馨美好的画面，心里
美滋滋的。

漫长的一个上午，在我美
妙的幻想中结束了。表弟洪亮
的啼哭声，打破了医院的宁
静。护士将表弟用婴儿车推了
出来。我惊喜万分，急忙赶上
去看他的真面目。憨厚小巧的
样子真是招人喜爱。我忍不住
伸手轻轻捏了一下他的小酒
窝。突然，他大哭起来，那不
知所措的样子，脸上写满了委
屈。我连忙又抚摸了他的小
脸，他竟然向我露出了他出生
后的第一个笑容。

长辈们一个接着一个，争
先恐后地抱住这个“小肉球”。
水汪汪的眼睛、圆圆的脸，那样
子和我出生的模样真是一模一
样啊。家人们围着这个“礼物”，
欢声笑语，开心不已。

特别的礼物
青云小学六（2）班 田羽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