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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最光荣的职业，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

老师是园丁，为祖国山川
添秀色；

老师是春雨，让神州大地
尽芳菲；

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
亮别人；

老师是北斗星，为我们照
亮前进的路。

老师，是您给了我们一把
尺子，

让我们自己去丈量生活；
老师，是您给了我们一面

镜子，
让我们有学习的榜样；
老师，是您给了我们一根

发奋的竹竿，
让我们慢慢支撑起祖国的

脊梁。

尽管，您不是工程师，
却构建起我们知识的大

厦；
尽管，您不是太阳，
却温暖了我们稚弱的心灵；
尽管，您不是甘泉，
却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

亲爱的老师，您唤醒了多少
迷惘，

亲爱的老师，您培养了多少
信心，

亲爱的老师，您扬起了多少
航帆，

亲爱的老师，您做出了多少
奉献。

老师，如果您是蚌，
那我们便是蚌中砂粒；
您用爱来舔、用情来磨，
用知识来浸润、用严格来清

洗，
在您的坚持不懈下，
在您的日积月累中，
我们变成了一颗颗珍珠，
我们个个都光彩熠熠！
（指导老师：金家坝学校 赵

彧）

师赞
小记者 黄怡菲

秋天静悄悄地走了，冬
天迈着轻盈的脚步来了。

寒冷的空气占领了大街
小巷，路两旁，银杏金黄的
叶子留在了秋天，深褐色的
枝干直指苍穹，映着黑色的
柏油马路，显出了冬天独有
的峻冷。只是，这份峻冷却
衬托出了太阳的可爱与温柔
来。没有风的日子，暖融融
的阳光慢慢抚过一寸寸的寒
冷与坚硬，白霜覆盖的冻土
变得柔软了；僵直的柳枝微
微颤动起来；角角落落里，
老人们挨个坐着，脸渐渐红

了，亮了……
冬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季

节，虽然没有春天的生机勃
勃，但是它比春天多了一份纯
洁与天真。凛冽的寒风呼啸
着，带着雪花一起来了，雪花
纷纷落了下来，大地变成了白茫
茫一片。有的雪花喜欢褐色，便
落在瓦片上；有的雪花喜欢灰
色，便落在地面上；有的喜欢绿
色，便落在大松树上；还有的落
在我们的花衣服上，变成一滴滴
晶莹的水珠……那一簇簇雪花，
看起来像白绒毛扎成的小花，风
一吹玉屑似的雪沫飘飘洒洒，
像一只只白蝶在翩翩起舞，看
起来是那么美好！

啊，我爱冬天，爱它的独
特，爱它的天真，爱它的纯洁！

（指导老师：汾湖实验小
学 陈小红）

冬
小记者 金淼

盼着，盼着，我的第一次
军训来了。

军训前一天晚上，我一边
嘴里哼着小曲，一边手上不停
地忙碌着。“水杯、皮带、口
罩……”又清点了一遍要带的
东西，我心满意足地放好了小
包，心里美滋滋地躺上床。你问
我为什么兴奋？当然是因为“军
训”太让人激动了！带着这份激
动与兴奋，我渐渐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早，我换上衣服，

吃好早饭，背上小包就直奔学
校。此时已来了不少同学，要知
道现在才六点五十几分啊，看
来大家都很期待这次军训呀。
人到齐后，老师带着我们上了
大巴。大巴车上，人声嘈杂，个
个都在畅想自己的军训生活。

我们军训的地点在玫瑰
园，一下车，我们就被要求换
上了迷彩裤，到大操场上集
合。我发现这里的教官真能
说，虽然后来腿都坐麻了，但

我们都听得很认真。
吃过中饭，我们开始了下午

的课程。
下午一共有两节课，第一节

课的内容是摘毛豆，第二节则是
种花体验。摘毛豆时真是趣事连
连，先是女生被虫子吓得连连尖
叫，有的男生也学着女生的样子
尖叫起来，后是有人唱起了歌，
结果那声音，惹得同学捧腹大
笑。种花的时候也是欢乐不停。
有几个调皮的同学，从土里找来
很多蚂蚁，弄得桌上狼狈不堪，
被老师好一通骂。

这一天我们既学到了知识，
又好好玩了一番，真期待下一次
军训！
（指导老师：汾湖实验小学 韦添）

军训
小记者 吴有津

大家都知道，得语文者
得天下，但想得天下，可不
是那么容易的。为了激发我
们学习语文的兴趣，老师规
定，考全班第一，可获得一
面小镜子。我一听立马斗志
昂扬，自此大门不出，二门
不迈，天天在家“闭关修
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成
功了！期末考试，我以九十
五分的优异成绩坐上了班级
语文第一的位置，得意洋洋
地把小镜子收入囊中。小镜
子可漂亮了，镜子用一张黄
色的纸包着，上面印了可
爱的小狗、威武的狮子、
凶猛的老虎，镜面闪闪发
亮，白色的镜框上印有金
色的花边，我对小镜子爱不
释手。

我大摇大摆地拿着镜子
走回家，迫切地想要分享这
个喜讯！可老天爷似乎看不
惯我得意的样子，把爸爸妈
妈全“派”出去了，不会

吧，老天爷，我跟你有什么
仇，什么怨呀？为什么要这样
对待我这个迷人可爱的小宝宝
呢？难得考个第一名想炫耀一
下，咋就这么难呢？

短短的几个小时，在我这
仿佛是一个世纪。时针非常卖
力地指向了晚上十点。爸妈终
于回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
冲到他们面前，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把镜子塞到了爸爸的
手里。爸爸左看看，右看看，
对镜子赞不绝口，但小镜子是
我的战利品，他只能恋恋不舍
地还给我，可眼睛还是死死地
盯着，貌似很想抢回去。妈妈
呢，则笑成一朵花，把我搂进
怀里，一个劲地亲我。此时的
我，心仿佛荡漾在春水里。

我真高兴啊，经过努力，
我终于成功了，终于炫耀上
了！终于让爸妈对我刮目相看
了！

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未眠。
（指导老师：长安实验小

学 李虹）

炫耀不易
小记者 禹欢玲

“丁零零，丁零零……”
午餐时间到！同学们立刻活跃
起来，大家上一秒还在认真听
课，下一秒就像开了闸的洪
水，一起涌出教室，在走廊里
排队准备去食堂就餐。

坐在我一旁的小胖，打好饭
菜就立马回到座位上开吃。只见
他瞪着饭菜两眼放光，大口吞咽
着口水，好像面前放着的是天下
最美味的食物。没吃几口，他嫌
勺子太小，吃得不过瘾，干脆把
脸放进饭盒里，像小猪拱饭似

的，腮帮子鼓了起来，像一个小
气球。大嘴巴一张一合地嚼着，
汁水从嘴里溢了出来，嘴巴上也
沾上了米饭，真是狼狈不堪。

坐在我对面的“艺术家”显
得斯文很多，她先是尝了几口
汤，发出“啧啧啧”的声音，然后
用勺子压了一座“米山”，一股
脑儿地把菜盖在“米山”上，如
同雪山上出现了一个小森林，
看上去十分美味。她用勺子插
入“米山”山顶，米山倒了，她舀
一勺饭菜喝一口汤，有条不紊

地享受着美餐，“愚公移山”似的吃
完了饭菜。最后，她打了一个又大
又响的饱嗝。

坐在我后面的闹闹又要开始
他的“每日打卡”了，边吃边
谈，眉飞色舞地讲着笑话，引得
一旁的同学们哈哈大笑，前仰后
合的，都没发现后面站着值班老
师。老师生气地拍了拍闹闹的肩
膀，吓得闹闹大叫一声：“妈
呀！”逗得大家再次大笑起来。

坐在闹闹身旁的班长则像是
与世隔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专品饭菜香。

看，这就是我们班的“吃饭
众生相”，我喜欢与他们共度这段
美好时光。

（指导老师：鲈乡实验小学越
秀校区 王一美）

欢乐的午餐
小记者 韩丰祺

一行行南飞的大雁，一片
片金黄的落叶，一阵阵凉爽的
秋风，一簇簇飘香的桂花。
秋，就这样悄然而至。

香气四溢的果园里，苹果
涨红了脸，梨树笑弯了腰，石榴
咧开了嘴……各种果树，你不
让我，我不让你，果实沉甸甸地

挂满了枝头。农民伯伯的嘴也
弯成了“月牙”，眼睛眯成了一
条缝，嘴里不停地叹着：“好哇
好哇，真是大丰收啊。”

来到橘园，瞧，一个个橘
子穿着橙色的外衣，扁圆形的
身体就像一个小灯笼，随着风
儿轻轻摇摆，成为果园里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我踮起脚尖，轻
轻地剥开橘皮，“呲”地一声，果
汁溅了出来，在空中洒出一道优
美的弧线。看着鲜嫩金黄的果
肉，我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几
瓣丰满的果肉挤在一起，软软
的，很Q弹，一口咬下去，汁水
便在嘴里肆意流窜，酸酸甜甜，
果然是我喜欢的橘子呀！

我喜欢秋天，喜欢秋天美丽
的景色，喜欢秋天丰收的果实，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农民伯伯
灿烂的笑容！
（指导老师：金家坝学校 赵彧）

神奇的秋天
小记者 邓旭泽

秋天到了，果实累累，
有许多香甜可口的水果，比
如火龙果、橘子、柿子……

前天，我们一起到一片
长满火龙果的园子参观，我
看见火龙果的叶子上有许多
密密麻麻的小刺，如果你不
小心，一定会被这些小刺扎
到。叶子顶端有时会结着一
个或青色或微红的小火龙
果，远远望去，非常可爱。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一
个种满“红美人”的园子，
不要瞧不起这些“红美
人”，它们可是很受大家欢
迎的明星水果哦。据说“红
美人”果肉鲜嫩无比，甚至

可以用吸管来吸它的果肉。在
这里，我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现
象，就是所有“红美人”树上
都挂着一些粘纸板和小瓶子，
原来那是用来引诱捕捉小虫
的，瓶子的口上有几个小洞，
那洞里散发出迷人的香味，可
以让小虫上钩，一旦上钩钻进
了小洞，就再也无法逃脱了。

最后我们来到了橘园采橘
子，这是我最期待的活动。我
们三人一组，开始行动。我左
挑挑，右挑挑，感觉没有中意
的。我请来了工作人员，在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采摘变得简
单许多，不一会儿我们就采满
了一袋子。我一边采摘一边
想，要种出这么多水果，果农
真的好辛苦啊！

我觉得今天收获的不止是
橘子，更加收获了许多人生道理。

（指导老师：山湖花园小
学本部 董菁菁）

采橘子
小记者 俞鸿洁

我们融媒体中心的小记者团队要去
参观位于菀坪社区的景胜家庭农场。路
上，黄老师给我们发了记者证、记者
服、记者帽和笔记本。不一会儿就到了
目的地，我们穿戴齐整，排着整齐的队
伍下车。

老师首先带着我们去参观火龙果
园。暖棚内一个个刚长成的小火龙果真
的很惹人喜爱。红红的外皮，清香的果
味，让人沉醉。我暗自下决心，等到火
龙果成熟，我就和妈妈一起来采摘。

接下来，我们去参观了“红美人”
种植园。我心里想，为什么叫“红美
人”，不是“绿美人”“黄美人”呢？我
采访了农场主，他跟我们说：“因为果
子成熟后，颜色红红的，所以称‘红美
人’。”

参观完“红美人”种植园，我们去橘
园采橘子了，我和好朋友组成了一组，老
师给我们发了剪刀和马夹袋。望着这片

“橘林”，还没开始采摘，我的口水就流下
来了。我们先照着农场主教我们的方法，
采摘了几个皮薄、阳光照得多的橘子，剥
开品尝一下，果然汁水多而甜。我们就拿
着剪刀，专挑这样的橘子采摘，只听“咔
嚓、咔嚓”声响，一个个“黄灯笼”就落
在了马夹袋里。不一会儿，我们组就装满
了一整袋……通过小组合作，我们齐心协
力，不到二十分钟，就采摘了六大袋橘子。

我们提着袋子，到老师处集合，大家
看着手里那一袋袋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
乐滋滋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等到大家整
好队，回到大巴车上，我们就开始比较谁
摘的橘子最大，谁收获的最多，谁的橘子
更甜，大家谈论着，一路上欢声笑语，谁
也不感到劳累。

今天的小记者采风活动，不仅让我们
学到了知识，还让我们进行了劳动实践，
收获满满，真是令人终生难忘啊！

（指导老师：横扇学校小学部 黄惠荣）

采橘乐
小记者 杨俊涵

坚持是一种力量，坚持是一种品
质，坚持是一种成功。愚公因为坚
持，感动了天帝，搬移了大山；盘古
因为坚持，开辟了天地，创造了世
界；纪昌因为坚持，练就了本领，成
了神箭手。而我因为坚持，磨炼了耐
性，做出了菩提挂件。

非遗手工课上，当老师介绍完菩
提后，我便开始了菩提果的打磨和制
作。我看了老师展示的一些成品与图
片，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

我自信满满地拿出菩提果，在砂
纸上磨呀磨，本以为很快就能把外皮
磨掉。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尽管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但菩提果就好像挑衅
我一般，那褐色的外皮牢牢地抓着果
实，总不肯分开。一小时后，我总算

磨掉了一大半外皮，这时我已经筋疲力
尽。我生气地看了它一眼，把它丢在一
边，趴在桌上一声不吭。

这时，妈妈在边上给我鼓劲：“加
油！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成果了，要坚
持，不要退缩……”听了妈妈的话，我
又耐着性子把菩提果捡了回来，按照老
师要求，一点一点耐心地完成。半小时
后，菩提果竟然完全脱掉了外衣，露出
嫩黄色的果实。我高兴极了，继续给它
磨平棱角、修整、抛光，一个富有光泽
的菩提果终于出现了。最后，老师帮我
穿了线，当初不起眼的果子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漂亮的挂件。

拿到这个菩提挂件，我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妈妈说：“看，坚持是不是就
有收获？”我想：是啊，如果我当初放
弃了，就不会得到这么漂亮的菩提挂
件。

当老师让我们写下体会时，我在本
子上写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坚持就是胜利”的感悟。

（指导老师：花港迎春小学 徐娟）

坚持
小记者 徐文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