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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零零……丁零零……”闹
钟响了，我伸手把闹钟关掉，
翻了个身。“还早，再眯几分
钟吧……”这样想着，我又迷迷
糊糊地进入了梦乡。再睁眼，
啊！已经过了半小时。完了，迟
到了！我赶忙起床，套上衣服，
直冲洗手间，刷了两下牙，抹
了把脸，抓起书包往肩上一
甩，伸手从桌上拿起了三明
治，边跑边吃。

到了学校，校园里空荡荡
的，只有朗朗的读书声。我快速
往班级跑去，见同学们都在认
认真真地读书，班主任在教室
来回走动。我心想：“惨了，这回
班主任一定会狠狠地骂我。”

我在外面干着急，想学
习，又不敢进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你在干什么？怎么在外面？”
原来戚老师去打印试卷看见了
我。

“我……我……”我支支
吾吾地说，戚老师好像看透了
我的心思，说：“时间宝贵，
不可浪费，快进去吧。”

我慢慢地挪到教室门口，
小声地喊了一声：“报告！”这
时，同学们都把目光投向我。
我低着头，看看自己的鞋子，
脸憋得通红。心中想：“下次
绝不迟到，这样太丢人了！”

班主任严肃地问我：“你
为什么迟到？”

我鼓起勇气：“老师，我
起床迟了。”

全班同学听了哈哈大笑。
老师为了维持班级秩序，

让我回到自己座位上学习。我
低着头在同学们的哄笑中走回
自己的座位。

经过那次事件，我知耻而
后勇，再也没有迟到了。

（指导老师：苏州湾实验
小学 杨倩茹）

迟到小记
小记者 郑晨雪

□□ 阅读阅美阅读阅美 □□

圆圆的小脸，弯弯的眉
毛，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
睛，挺直的鼻子下是一张灵
巧的小嘴，笑起来还有两个
迷人的酒窝，哈哈，我是不
是很可爱啊？我叫吴嘉轩，
如果你想对我有更深一步的
了解，就请听一下我的自我
介绍吧！

我是一个身体健康、积
极向上的小男孩，兴趣爱好
十分广泛，喜欢画画、书
法、打球……不过，我最喜
欢的还是阅读。我读过许多
书，如 《小王子》《战马》
《吹牛大王历险记》《窗边的
小豆豆》等。每当我沉浸在
书海的时候，我就会忘乎
所以。记得有一次，我正
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我的
好朋友来找我：“嘉轩，我
们去放风筝吧！”我头也不
抬地说：“不去，不去，我
正看得入迷呢！”他不死

心，几次央求，最后不得不恨
恨而去，临走时，还说：“你可
真是个名副其实的‘书呆子’
啊！”

我读书我快乐，书是我的
良师益友，伴我健康成长，促
我勇往直前……这就是我，一
个热爱生活、热爱读书的男
孩，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

（指导老师:吴江区横扇学
校 黄惠荣）

我读书我快乐
小记者 吴嘉轩

“词语总围着我打转，像雪
花——每一片都精致娇嫩，与众
不同，我的手还没有碰，就开始
融化了。”这本书的开头让我惊
艳，令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了解
这个女孩的故事。

《听见颜色的女孩》的作者
是美国女作家莎朗·德蕾珀。虽
然她的名字不像马克·吐温那样
家喻户晓，但她的这本代表作却
值得男女老少共同学习。

本文的主人公美乐笛已经
11岁了，可她不会说话，不会
走路，甚至连笔都握不住，所有
人都认为她是个愚笨、患有脑瘫
的、只会流口水的女孩。但没人
知道，美乐笛有着惊人的记忆
力，她的大脑就像一台摄像机，
一直不停地记录着她的日思夜
想、她的耳闻目睹、她的爱、她
的愁、她经历的一切。女孩美乐
笛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学生，但老
师、同学、医生却都认为她无学
习能力。在美乐笛绝望到近乎失
控的时候，美乐笛发现了一种可
以让自己发出声音的方法……一
切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可
是由于美乐笛是个残疾儿童，同

学和老师还是看不起她，以至于
在华盛顿参加知识竞赛时，他们
抛弃了她。结果，她从第一名的
好成绩跌落至第九名。那一天，
美乐笛快发疯了。但美乐笛没有
放弃，她是个坚强、执着、聪
明、独特、有个性的孩子，她用
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是金子总
会发光的。

这本书给了我很大触动。不
管是在网络上还是社会中，我们
都能见到残疾儿童的身影，但即
使身体不完整，他们也是需要
爱，也值得被爱的啊！

这本书的故事情节跌宕起
伏，引人入胜。莎朗·德蕾珀女
士以自己的女儿为原型，写了这
本送给世界上所有脑瘫儿的书。
同时也告诉我，生活中，我们要
做“V阿姨”“凯瑟琳”，而不是

“狄明老师”。每个孩子都是天
使，即使有时没有那么完美。在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见那么一些

“与众不同”的人，请给予他们
足够的信任与尊重，帮助他们点
燃心中的希望之灯吧。

（指导老师 山湖花园小学本
部校区 董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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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由于疫情的原
因，我们去了乡下奶奶家过
年。刚刚进家门，奶奶就告诉
我，家里养了两只小白兔，既
可爱，又好玩。我听说后赶紧
和弟弟去找小白兔玩。

我们来到院子里小白兔
的笼舍，一人抱起一只。只
见它们身上长着雪白雪白的
毛，摸上去又柔软又舒服；
两只长长的大耳朵，竖在脑
袋上，非常可爱；两只红红

的大眼睛，就像两颗晶莹漂
亮的红宝石；小小的鼻子，
却总是一翘一翘的，真好
玩；别看它的嘴巴是三瓣
的，我喂它们吃青菜时，吃
起来速度可快了。

我们正逗小白兔玩得开
心，一不留神，它们居然从我
们手上溜了下去，然后撒开
腿在院子里又蹦又跳，我们
怎么也抓不到。后来，我们干
脆停下来不追了。撒开欢的

小白兔就在院子里搞起破坏来，
一会儿工夫，把奶奶在院子里种
的两畦小白菜都糟蹋个精光。

正郁闷的时候，我突然想
起书上说小白兔拔胡萝卜的故
事，心想它们一定最爱吃胡萝
卜。于是，我赶紧拿了几个胡
萝卜去喂它们，小白兔果然上
当了，赶紧跑过来吃萝卜。我
们趁机把它们“逮捕归案”，关
进了笼舍。

之后的每一天，我和弟弟
都要去地里拔胡萝卜喂给小兔
子吃，每次看到它们吃得津津
有味的样子，我心里就充满成
就感，小兔子也被我们养得越
来越肥了。

（指导老师：思贤实验小
学 沈勤芳）

奶奶家的小白兔
小记者 沈诗瑜

今年劳动节那天，妈妈
拿回来几株草莓苗，刚到楼
下，她就大喊起来：“妍
妍，我们去种草莓啦！”我
听到后以光速冲下楼，一边
喊“万岁”，一边拉着妈妈
往外走。

“呀！太漂亮了！”我细
细端详着草莓苗。草莓苗的
梗是墨绿色的，上边布满了
小细毛，嫩嫩的梗上还长出
了一个个小小的花苞。我轻
轻抚摸着它翠绿的、毛茸茸

的叶子，心中满是欢喜。但
是，我并不知道怎样种草
莓。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
思，轻轻对我说：“放心，
种草莓不难，就像种花一
样。”我顿时有了信心。

第一步，挖土。我们带
着塑料泡沫箱和镰刀来到田
地里挖土。我深一脚浅一脚
地在田地里搜寻着合适的大
土块，没过多久，就和妈妈
一起挖满了三箱土。

第二步，凿土。我们把

土块搬回家，开始凿土。因为
我挑的土块都比较大，所以凿
得很艰难。大土块就像穿了铠
甲的士兵，任 我怎么 “ 攻
击”就是纹丝不动。这时，
妈妈让我把镰刀反过来敲，
一击下去，它们就“土崩瓦
解”了，碎成了一个个小块。
我又拿起一把铲子，轻轻地把
土铲松，用手在中间的土里挖
了个坑。然后我把草莓苗轻轻
地放进挖好的坑里，在妈妈的
指导下培上土浇上水，心中默
默祈祷——快快长大，一定要
结出好多好多的草莓哦。

种上草莓后，我每天去
看，虽然草莓现在还没有长出
来，但我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

（指导老师：芦墟实验小
学 凌丽芳）

种草莓
小记者 叶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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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假期是啥样的？睡睡
吃吃？吃吃玩玩？反正我的假
期就是“换个地方学”。

一直期待放假，想好好
放松一下；本以为逍遥日子
终于“开始”了，但万万没
想到……

假期第一天，我从梦中醒
来，才 9点！不行，我还要
睡。结果刚要闭眼就被爸爸拖
起来去游泳了。原来爸爸给我
报了上午的游泳班，在教练严
格的训练下复习蛙泳和学习自
由泳，2个小时一刻也偷不了
懒。12点回家，匆匆吃了中
饭，等待我的是一下午的“老
课”：毛笔、国画、钢琴、素
描，每天课表轮流排。我晕！
每天要上到下午5点。

一天一天就这样没了。5
天后，“大Boss”来了——新
东方的英语课。每天晚上，爸
爸陪着我来回奔波，每次都要
弄到夜里10点才能睡觉！

这样又挨过5天，游泳课
完美收工，但是“老课”“扩
张势力”，又霸占了我上午的
那点时间！

又是5天，英语课终于结
束，编程课又来填补“空白”，
真是一天比一天难！这样又过
了10天，编程课下线了，对，
没错，艰难的奥数课来袭……

好不容易，所有课都结束
了，日子却更惨了！“来了，来
了，它来了，它带着钢琴十级
考级走来了！”妈妈说五年学琴
生涯胜败在此一举！就好像一
路闯关打怪，面对终极Boss
能不拼尽全力吗？为了最后的
冲刺，我整天都在练钢琴。我
等啊等，熬啊熬，终于考级
了，考得还可以，终于可以松
一口气了。

扛过了如此满满当当的每
日行程，本以为这次真的解放
了，想要彻底放松一把。然后
一想到“暑假作业”，再看看，
只有9天就要开学了，我还没
来得及好好享受这个假期呢！

唉，我太难了！
瞧！这就是我的假期生

活！还真是一个忙忙碌碌又收
获多多的假期啊！

（指导老师：江村实验学校
沈银花）

忙碌的假期
小记者 奚敬涵

疫情当前，大家只能宅在
家里不出门。家长们一个个晋
级成大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变着法子给我们做好吃的，什
么火锅、煎饺、毛血旺、麻辣香
锅……应有尽有。妈妈的微信
朋友圈里有80%都是在晒自
家的美食，刷朋友圈能把口水
都给刷出来，这年头不会下厨
都没脸见人啊！于是，我决定也
要练习一下厨艺，就从最基础
的开始学起吧。

我拜外公为师，学煎荷包
蛋。学习正式开始！

“首先，开小火往锅里倒
点油。”外公一副大师傅的模
样，背着手在我边上发号施
令。我打开煤气灶，拿起油瓶
向锅里倒了点油，然后转动锅
子，让每一处都沾上油，等了
大约10秒，锅里的油开始冒
泡，并散发出好闻的香味。

外公指着鸡蛋说：“然后
把蛋打进去，这一步要不要我
示范？”

“不用，没吃过猪肉，还
没见过猪跑吗？我看外婆打过
鸡蛋。”我自信满满地回答。
说着我拿起一个蛋，在锅沿边
上轻轻敲了一下，然后把拇指
放在裂口处一掰。

“嗞啦——”
“哎呀，好痛啊！”
“怎么了，没事吧？”外公

紧张地问道。
“没事，被油溅了一下。”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蛋落在
了锅里，下面的蛋清迅速凝固
变成了白色，好像在咧着嘴嘲

笑我：“让你不虚心一点！”
“好，现在放盐。”
我小心翼翼的拿起盐罐，

从里面舀小半勺盐，慢慢地倒
入锅里。还挺简单的啊！我心
想。

“接下来把蛋翻个面。”外
公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嘞！”我拿起锅铲，想
把蛋翻一下，可这蛋似乎不想
被做成荷包蛋，赖在锅里不起
来，还被我的铲子推得满锅跑。

外公见了，建议我：“你锅
子侧过来，把铲子放在蛋的下
面，然后左右晃动，蛋就滑到
铲子上了。”

真的吗？我赶紧试了试。
“咦，真的很灵耶！”我兴奋极了，
“啪”的一声把蛋翻了过来。

“好，接下来你把蛋多翻几
次，让两面都煎成金黄色。”

“嗯，知道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蛋被我

翻转几次后，慢慢变成了金黄
色。

“哈，我的第一个荷包蛋出
锅了！”我拿起锅铲，小心翼翼
地把它盛到盘子里。

“我先来尝尝味道怎么
样。”我拿起筷子，夹起荷包蛋，
咬了一口。嗯！盐放得正正好，多
一点则太咸，少一点则太淡，咬
上去脆脆的。真香啊！我三下五
除二就把它解决了。

第一次煎蛋，我就做得这
么好，感觉还真不错。现在我
应该也算是个会下厨的人了吧！

（指导老师：松陵小学 韩
娟）

学煎蛋
小记者 马亦郗

“哇……好香呀！真不
愧是我做的，简直是色香味
俱全。”我端着一碗蛋炒
饭，有点像王婆卖瓜，自卖
自夸，不停赞叹着。

妈妈每天早出晚归，不
仅忙于工作，还要负责照料我
的生活起居，想想就够辛苦
的。这个周末，我决定做个蛋
炒饭来犒劳一下我的妈妈。

把妈妈平时做蛋炒饭的
情景在脑海里回想了一下，
心里有了个底，我开始施展
身手了。我先把鸡蛋用水冲

洗干净，沿碗边敲破，蛋清
拖着蛋黄就滑到了碗里；然
后用筷子顺时针把蛋黄和蛋
清搅匀备用；再接着我就把
香肠切丁备用。

真正的“技术活”开始了，
我先把锅预热一下，倒入一小
勺油，这时，“恐怖”的一幕出
现了，锅里发出“嗞啦嗞啦”的
声响，油星到处乱蹦……我吓
得不敢靠近，万一蹦到脸上，
这俊俏的小脸毁容了可咋整？
不行，我得去搬救兵。

妈妈来了，她告诉我说：

“倒油之前，你要先把锅里残留
的水都烧干，因为水的沸点比油
低，密度又比油大，沉在下面受
热气化就要爆……”妈妈说着还
摆摆手，“算了，现在给你讲这些
你也听不懂，只要记着锅里的水
都烧没了才能放油。”

按妈妈说的，我重新操作了
一遍，这次果然很成功。我把蛋
液倒入热油中不停地翻滚，捣
碎，再加入香肠丁和米饭，用锅铲
不停地翻搅，差不多熟了，放点
盐，滴点六月鲜就大功告成了。我
盛了点尝尝味道不错，不咸不
淡，就是这个味，可以出锅了。

妈妈吃着我做的蛋炒饭，
一个劲地说：“小子可以啊！味
道还不错，我不用担心你饿肚
子了，以后可以自己解决了。”

（指导老师：坛丘小学 计
冰菁）

翻滚吧！蛋炒饭
小记者 杨灏

星期天，天气晴朗，万
里无云。我和妈妈一起去我
家南面的河塘边游玩。

我们来到河塘边，看见
被春姑娘唤醒的绿茵茵的小
草已经铺满了河岸，远远望去
就像一条绿色的毛毯，中间还
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小野花正
在盛开，有粉色、有蓝色、有紫
色……花的形状也各不相同，
有的像一个小太阳散发着美
丽的光芒，有的像小伞正在
风中轻漾……许多小蜜蜂在
花丛中采蜜，小蝴蝶在花丛

中翩翩起舞。河塘边柳树的
枝条也在随风起舞，像女孩
子的长发，真美呀！

池 塘 里 的 水 清 澈 见
底，水中的鱼儿，有的在
玩捉迷藏游戏，有的在比
赛跑步……无忧无虑。忽
然，我听到“扑通”一声，
以为是有人往池塘中扔石
子。可是附近没有人，仔细
一看原来是一只青蛙正在往
池塘里跳呢！我赶紧跑过
去，呀！只见水边一团黑乎
乎的小东西正在嬉戏，这些

小家伙“穿着”黑色的衣服，
头又大又圆，好可爱啊！

我赶紧叫妈妈过来，问
道：“妈妈，这些是什么呀？”

“这些是小青蛙的孩子，小
蝌蚪们呀！”妈妈告诉我。

我想伸手去抓，妈妈焦急
地说道：“不能抓，不能抓，小
蝌蚪长大之后，就变成青蛙
了，小青蛙可是庄稼的守护
神，更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我听了以后，连忙把手收
回来了，心想：“原来小青蛙的
孩子长这样呀！”

夕阳西下，我和妈妈准备回
家了，路上，妈妈对我说：“我们
只要留心观察，不放过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就会有新的发现。”我
若有所悟，点了点头。

（指导老师：七都小学 叶
建珍）

河塘里的发现
小记者 沈琰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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