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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什么都好，就是太爱
唠叨。

有一次，我正在开开心心地玩
着手机。妈妈干完活从屋里出来，
看见我正在打游戏，脸立刻像三九
天的帘子拉了下来，拉得好长好
长。我想，这下完蛋了，不经受一
顿唠叨是不可能的了。果然，妈妈
扯着嗓门嚷道：“你的眼睛本来就
不好，怎么还在玩手机？赶紧给我
下去运动运动，不要老宅在家里
……”

不等妈妈说完，我就吓得赶紧
拿起跳绳跑下了楼。大概十分钟过
后，我跳完绳回到家。妈妈似乎不
满意，又开始唠叨起来：“咋这么
快就上来了？跳绳跳了多少个？”

“五百个。”我回答道。“这么少！
十分钟应该跳一千个，一分钟一百
个。跳不够就不要上来！你看你整
天在家待着，胖成啥样了？赶紧下

去……”
“好！”我立马以百米冲刺的速

度又跑了下去。
这次我比之前多跳了几分钟才

跑上楼，底气很足地对妈妈说：
“我跳了一千个，这下总可以了
吧。”谁知老妈竟不按常理出牌，
又说：“这次跳了一千个呀，还
行，但为什么不继续跳呢？你看你
胖成什么样了！”

“哎呀，烦死了！”我不小心说
出了自己的心声。你们知道接下来
会怎么样吗？

“烦什么呀！你咋还不耐烦了
你……”

这就是我的唠叨妈妈，但我知
道，她这样整天唠叨个不停，是为
我着想。妈妈的唠叨听着是有点
烦，但其实饱含着她对我的关心和
爱。我爱这个唠叨的妈妈。

（指导老师：朱娜琼）

《愚公移山》讲述了年近九旬
的愚公动员全家老小，将影响出行
的太行山和王屋山搬移的寓言故
事。读后，我觉得愚公不仅不

“愚”，他的精神还很令人敬佩。
愚公是一位善于思考、勇于付

诸实践的老者。故事中说道：愚公
第一天提出搬山的想法，第二天就
带了全家动手开山。面对太行、王
屋两座大山，精明的智者觉得将它
们移走是天方夜谭，但愚公却不畏
困难、坚持奋斗，向着既定目标，

“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底。
智者不智，愚公不愚。愚公才

是真正的大智若愚，值得我们尊重

和学习。遇到困难时，我们不妨发
扬老愚公身上的闪光点，不畏缩，
不怕苦，不怕累，坚持到底，就一
定能成功。

我在学习方面，尤其是在解数
学难题时，经常会有畏难情绪，但
自从读了 《愚公移山》 这篇文章
后，我努力改正以前的消极做法，
主动用“愚公精神”来解决难题。
几次下来，我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决
心和信心。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
中，我要争做一位名副其实的“愚
公精神”传承者。

（指导老师：高雅慧）

我有一个动物朋友，它是一只
可爱的小黑狗，名叫“豆花”。它
有两颗玻璃球似的眼睛，大大的，
圆圆的，还闪着光！它还有一个湿
漉漉的小鼻子和一张长长的嘴巴，
嘴巴里长着无数颗雪白的小尖牙，
要是被咬上一口，嗯——那可不得
了！一般情况下，豆花是不会咬人
的，尖牙只是用来啃骨头。它的皮
毛乌黑发亮，就像穿了件黑皮袄。
它的腿纤细又灵活，可以轻而易举
地跳上桌子，奔跑的时候可快了，
就像一只灵活的小鹿，难怪人们称
之为“小鹿犬”。

豆花不仅可爱，还很机灵。它
能听懂我说的话，当你远远地喊：

“豆花，过来！”它就会立刻“噌噌
噌”地飞奔而来，然后像弹簧一样

“啪”一下跳到你身上；你对它说
“坐下”，它就会立刻坐下；你伸手
向它问好，它就会伸出一只前爪和
你握手……它也很“尽职”，每当
有人在门外走动，它会立刻竖起耳
朵，警惕地盯着门口；如果有人敲
门，那就更了不得了：它会飞奔到
门口，趴着前腿，翘着屁股，对着
门口狂叫，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
别看它个头小小的，嗓门可不输大
狗，叫起来像是大炮发射，“轰隆
隆”之声不绝于耳。要是那会儿正
抱着它，我就会感觉像是拿了一把
机关枪，在不停地发射，胆小的人

听了肯定要落荒而逃了。
豆花虽然机灵，也十分淘气，

它可会“拆家”了。有一次我们出
去吃饭，它自己就在家玩嗨了：把
餐桌上的一包抽纸拖到地上，撕扯
得满地都是；在阳台上东闻西嗅
的，找到“合适”的位置拉了一条
大粗粑粑；把沙发上的毯子扯下
来，用嘴巴拖到门口，自己趴在上
面睡觉……妈妈回来后训了它一
顿，它耷拉着耳朵，垂着小尾巴，
趴在自己的窝里，一声不吭地听
着，仿佛在说：“我知道错了，下
次不敢了。”

豆花还特别喜欢绕着人转圈
圈。有一次它挣脱了狗绳，远远地
向坐着几个老奶奶的长椅跑去。老
奶奶似乎不喜欢豆花，骂了它几
句，它就围着长椅转圈圈，转得奶
奶们头晕，还时不时停下来对老奶
奶叫，气得老奶奶们用袋子打了下
它的屁股。它惨叫了一声后立马跑
回了我的身边，仿佛寻求帮助一样
地看着我,我无奈地拍拍它的头
说：“看你以后还要不要这么淘
气，被人揍了吧！”

这就是我的朋友——可爱的小
鹿犬豆花，它是爷爷在我生日时送
给我的礼物，带给了我无数的欢
乐。我很爱它，也一定会好好照顾
它的！

（指导老师：宓秋冬） “吱吱吱……”是谁在叫？呵
呵，是我的好朋友——小仓鼠“土
豆”。

为什么叫土豆？因为它全身都
是黄色的，而且长得也像个土豆。
土豆的眼睛滴溜溜一直转，显得十
分狡猾；那雷达般的小耳朵，只要
外面有一点点动静，它就会躲进它
的“山洞”里；它的嘴巴吃东西可
快了，你给它一片白菜，一会儿工
夫就消灭干净了；它有细细的后
腿，但能支撑起整个身子，再配上
能当手用的前腿和一个小圆球一样
的身体，真可爱！

土豆洗澡的时候特别皮。一次
我把它放进澡盆里，它却趁我们不
注意，从澡盆里爬了出来，还故意

将浴沙弄了一地。我刚想批评它，
但一见它那极度可爱的模样，我一
肚子的怒气刹那间烟消云散了。

土豆不仅会捣蛋，还会演杂技
呢。有天晚上我刚想去刷牙，听见
鼠笼里有“吱吱”的声音，我过去
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
跳——土豆把它那可爱的小山洞啃
了个稀巴烂。这回，气急败坏的我
准备把它的山洞拿走，但是它用前
爪使劲抓住，小眼睛瞅着我，仿佛
在说：“主人，别拿我房子，千万
别拿我房子。”看它可怜的模样，
我又心软了，给它放了回去。

这就是我的小土豆，一只超级
可爱的小仓鼠。

（指导老师：宓秋冬）

今天，爸爸妈妈带我和哥哥一
起玩气球大战，规则很简单：两人
一组，哪一组的气球先掉在地上，
哪一组算输，三局两胜。

我和妈一组，哥和爸一组。
“大战”一触即发！我向哥哥扔气
球，哥哥眼疾手快，把气球拍给了
爸爸，爸爸顺手把气球朝着我这里
一拍，气球就像一阵疾风飞了过
来。我双腿用力一蹬，人像弹簧

“飞”向气球。“啪”一声响，气球
像一只小鸟似的从哥哥头上飞了过
去，哥哥再怎么用力往上跳，也没
能接住。“太好啦！我们组赢啦！”
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心想：再赢一
局就好啦！哥哥和爸爸不服气地
说：“第二局给点颜色你们看看！”

第二局开始，照样是我先发
球。我把气球拍出去，哥哥像风似
的把气球又拍给我。我还没来得及
站稳，气球就已从我的头顶上飞了
过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妈妈冲
到我身后，轻轻地跳了起来，快速
地把气球拍向爸爸。爸爸也不甘示

弱地反击……第二轮打了好几个回
合，也没能分出胜负。越到后头，
就越激烈越精彩。就在我和妈妈马
上要胜利的时候，爸爸使出了全身
力气，把气球使劲向妈妈扔去，妈
妈一个箭步冲过去，但还是没能接
住，气球和大地来了一个大大的拥
抱。“我们胜利啦！”哥哥兴奋地欢
呼雀跃。我心想：爸爸可真厉害，
竟然翻盘了。

第三轮又开始了，我的心紧张
地怦怦跳。我一会儿朝后，一会儿
朝右，一会儿朝左，令笨拙的爸爸
和气呼呼的哥哥忙得不可开交。在
他们筋疲力竭的时候，妈妈趁机往
一个角落一拍，气球和地面“粘”
在了一起，我们胜利了！

这次小游戏让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只要专注，善于思考对策，抓
住机会，就会成功。快乐的时光总
是短暂的，简单的小游戏却给我们
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原来快乐如此
简单！

（指导老师：李香）

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很高
兴跟随爸爸妈妈去了紫金山。

紫金山又名钟山，素有“金陵
毓秀”之美称，是个天然大氧吧。
它位于南京市中山门外，主峰北高
峰海拔448.9米。自从紫金山免费
向公众开放以来，每天早上，上山
晨练的市民成为了紫金山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一到景区，我首先看到的是人
山人海。放眼望去，有个湖泊非常
清澈，在太阳的照射下，波光粼
粼，十分显眼。我连忙跑过去，看
见了一块醒目的牌子——紫霞湖。

爬山了！我好激动，赶紧搓搓
手心。一开始，我精神很饱满，可
爬了没多久，我就累得坐了下来。
休息了一会儿，正要起身，没想到
摔了一跤，幸好不太疼，于是继续
前行。很快我们便到了半山腰，这

里有举世闻名的紫金山天文台。最
吸引我眼球的是浑天仪，我忍不住
上前摸了又摸。

我们再次往山上前进。功夫不
负有心人，总算到了山顶。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刘基洞。听说当年刘伯
温就是在这里躲开了朱元璋的追
杀。这里有江南最大的弥勒佛雕
像，底宽6米，高4米，重达百余
吨。我们在此上香祈福。接下来，
我们又去了观景台，登高望远，心
旷神怡，整个南京城尽收眼底!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终
于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我迅速拿
起手机，记录下这美好瞬间。

我喜欢南京，更爱紫金山，这
里有看不完的美景，吃不完的美
食。它带给我无穷无尽的快乐，真
让人流连忘返呀！

（指导老师：孙晓婷）

“小哥，93号！”一个骑手急匆
匆地跑进奶茶店，对着柜台里喊了
一声。平日里我见过各种身着制服
的外卖小哥，可送外卖的姐姐，我
还是第一次见到，感觉很特别。

那天，我和妈妈在中骏世界城
买奶茶，突然感觉眼前一亮，我居
然见到了一位送外卖的姐姐，她的
风风火火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仔细
打量了她一下，只见她穿着一套蓝
色的“饿了么”制服，头戴一个蓝
色的头盔，头盔下露出半张消瘦的
脸。可能是因为跑得太急，脸涨得
通红。口罩的一端挂在耳朵上，侧
身靠在门框上，一边喘着粗气，一
边拿着手机，手指不停地上下滑动
……她随即又问了一声：“还要多
久？”奶茶小哥应了一声：“快了。”
这时，骑手姐姐好像一下子松懈了
下来，找了店门口一张椅子瘫坐在
上面。我想她肯定已经送了好几
单，所以这么累。

正当我准备收回目光时，突然
看见她从口袋里掏着什么东西，好
奇的我就继续注视着她。只见她从
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
装着一个被压得有点变形的面包。

她拿起面包咬了一大口，又猛又
急，几秒的时间，面包就被她吃完
了。因为面包太干，她努力地往下
咽着。看着这一切的我，多想把手
里的水递给她啊！这时，从我身旁
走过一个高挑的女子吸引了我的注
意，一身连衣裙，细长的睫毛，即
使戴着口罩也挡不住她的美貌。当
我回过神，再次把目光转向骑手姐
姐时，她急匆匆地向柜台跑去，眼
疾手快地拿起外卖，转眼便消失在
茫茫人海中……

妈妈说：骑手是我们这个快节
奏时代一道极具特色的风景线，他
们很辛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
寒酷暑，都可以看到穿梭在车水马
龙中的骑手的身影，他们给我们带
来了许多便利。即使是在严峻的疫
情防控期间，他们依旧发挥着特有
的作用，他们的“骑士”精神值得
我们敬佩。

我拿着奶茶走在路上，这时，
正是饭点时间。我放眼搜索，希望
能再次见到那位特别的骑手姐姐
……

（指导老师：朱娜琼）

爱美是人的天性。我的妈妈就
是个很爱臭美的人，不管是在家还
是要出门，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
亮亮的。

有一次晚上，我和爸爸都要进
入梦乡了，妈妈却毫无睡意，在衣
柜前扭来扭去地挑衣服，嘴里还不
停地说：“这件怎么样啊？不行，显
我肚子。那件怎么样啊？不行，太
难看了……”我和爸爸都哈欠连天
了，妈妈居然还在挑衣服，真是服
了！

好不容易找到心爱的衣服了，
结果第二天她又跟自己的脸“杠”
上了。我和爸爸都早早地把衣服穿
好，就等她了。可是老妈又左扭扭
右扭扭地对着镜子臭美了，原来是
在化妆。对着一个梳妆镜，她这里
涂涂，那边抹抹，还自言自语道：

“这样的话，会不会太艳了？”我不
知道会不会太艳，只知道我和爸爸
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我和爸爸都
说：“没事，你化成啥样都很美！”

“很美？”老妈转过头来，“宝
贝，你帮妈妈看看，头发乱不乱？
衣服整齐吗……”一连串的问题让
我不知所措。

好不容易化完妆，她竟然又对
着镜子挨个试穿衣服。我和爸爸的
脸都快拉到地上了。

终于可以出门了。本以为妈妈
对自己的形象已经满意了，可是，
没想到她又开始对着手机在照“镜
子”呢！

天呐！我的老妈，真是太臭美
了！

（指导老师：朱娜琼）

一个安静的中午，小凡正在练
习钢琴。突然，面前出现了一道
门，他好奇地推开门，看见一片神
奇的森林。森林里的树枝是黑色
的，树干是白色的，树叶是音符形
状的。

小凡慢慢地往里走。突然，一
个小精灵从草丛里冒了出来。只见
它长着尖尖的耳朵、圆圆的蓝眼
睛。它躲躲藏藏的，好像在害怕什
么东西。小凡问：“你是谁？这是什
么地方？”小精灵说：“这里是音乐
王国。我的家人被邪恶音符控制
了，我需要你的帮助。”小凡答应帮
助小精灵消灭邪恶音符。

小凡和小精灵穿过音乐森林。
路上，小精灵说：“邪恶音符和我们
的声音不一样。”小凡说：“要想抓
住它，需要每个小精灵在我面前唱
歌。”小精灵怀疑地问：“你有这个
能力吗？”小凡自信地说：“我可是
最有名的钢琴家，这件小事难不倒
我。”

他们到了村子里，把所有小精

灵叫过来，让每个小精灵发出声
音。有的小精灵发出“哆”的声
音，有的发出“唻”的声音，还有
的发出“咪”的声音……

这时，小凡看到有一个小精灵
的行动很奇怪，它不停闪躲着，生
怕别人看到它。小凡叫它，它却马
上跑开了。小凡发现不对，便让周
围的小精灵抓住它。大家齐心协
力，你抓着手我抱着腿，奋力把它
控制住了。小凡让它发出声音，小
精灵果然发出了和其他小精灵都不
一样的声音。小凡说：“你就是邪恶
音符。”

大家合力把邪恶音符消灭了，
小精灵的家人得救了。突然，小凡
觉得好像有人在摸他，一个激灵，
小凡醒了。妈妈说：“你怎么练着钢
琴睡着了？”小凡看看自己的手瞬间
明白了，刚刚是一场梦啊！

原来邪恶音符就是小凡弹错的
音。小凡找出了错误，继续认真地
练习钢琴。

（指导老师：季滟婷）

前一阵，我的爸爸妈妈突发奇
想，请工人把家里的墙面顶面全部
重新刷了一遍漆。哇！保洁完之
后，我的家焕然一新。

爸妈的房间变成了温馨的奶茶
色，弟弟的房间有了云朵和星星，
我的房间是粉紫色，客厅里是明亮
的米色，整个家好似重新装修了一
番。

我们一个个都惊叹着，家里太
漂亮太干净了！妈妈笑意盈盈地问
道：“你们感觉舒服吗？”我和弟弟
兴奋地把头点了又点。妈妈接着又
说道：“漂亮整洁的家要靠我们每
一个人来保持哦，以后大家要注
意。”“好的！”我们开心地满口答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爸爸妈妈
把家里闲置不用的物品都清理了。
爸爸很利索地拿起超大包装袋，一
遍又一遍地跟妈妈核实清楚需要扔
掉的物品，原来爸爸的任务就是

“扔扔扔”呀。不一会儿爸爸已经
满头大汗了。“爸爸，你累吗？”

“不累，我就当锻炼了。”爸爸毫无
怨言。妈妈呢，一边指挥我给收纳
盒贴上标签，比如“电器”“零
食”“说明书”“杂物”等等，一边
把东西再分门别类放进去。她真是
个细心的主妇！经过我们的一番操
作，柜子抽屉都腾出了很多收纳空
间。我们再把桌面上的物品放进附
近的柜子里，这样家里就变得整洁
干净了。大家忙活着也收获着。

从此，我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
惯：起床后会把床铺拉平整，学习
后会把书桌整理干净，用完东西之
后会把它放回原处。就连调皮的小
弟也会说“我不想把我的玩具弄乱
了”。

房子变漂亮变整洁了，我们的
内心也改变了。

（指导老师：唐英）

做“愚公精神”的传承者
——读《愚公移山》有感
暨阳湖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张煜轩

小鹿犬“豆花”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张语萌

可爱的“土豆”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沈新然

气球大战
暨阳湖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徐嫒辰

畅游紫金山
暨阳湖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朱贤雅

爱臭美的妈妈
中兴小学小记者站 杜宇琪

风风火火的“骑手”姐姐
中兴小学小记者站 白翼溶

音乐王国历险记
合兴小学小记者站 高楚凡

我的“新”家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唐 菓

爱唠叨的妈妈
中兴小学小记者站 石鸿森

停课不停学
合兴小学小记者站 黄芮郗（指导老师：马媛媛）

京剧少女
城北小学小记者站 展欣怡（指导老师：陆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