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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积小学小记者站 朱禾伊

致敬大白
兆丰学校小记者站 韩晨馨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谁是
付出最多的人呢？当然是美丽的白衣
天使了。
当新冠疫毒袭来，
“ 大白”们毅然
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夜以继日地奋战
在抗疫一线，甚至出征他乡，援助当
地。在医院里，
“大白”
总是马不停蹄
地拿着医具，
救治患者；
在隔离区内，
他
们用最温柔的话语安抚着每一个人。

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
他们不辞劳苦，连轴转地为人们做核
酸检测。
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
“大白”在无怨无悔地付出，他们都是
令人尊敬的无名英雄。当云开
“疫”
散
时，就没有了
“大白”
，因为他们重新回
到了我们的身边。
（指导老师：
陆美娟）

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
大新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赵启明
不知从何时起，爸爸突然爱上了
养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爸爸买回
来各种各样的花，“看！这棵长得高
高大大的，叶子翠绿翠绿的，像扇子
一样的是龙血树，是欣赏叶子的；这
棵是茉莉，夏天的时候会开出雪白的
花，香味扑鼻；这是蟹爪兰，它会在
春节前开花，能为节日增加喜庆气
氛；这是吊兰，这是令箭荷花，这是
……”爸爸兴奋地介绍着他的花，仿
佛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妈妈一看到这些花，嘴巴像机关
枪 一 样 ：“ 买 这 些 花 花 草 草 有 什 么
用？又难看又占地方。看这里，看那
里，到处都是你的花。养这么长时间
也没见它们开花呀，还那么贵。买这
些东西的钱都能买好多吃的菜和洗衣
粉、垃圾袋……”听到这里，爸爸赔
着 笑 脸 ， 努 力 跟 妈 妈 解 释 ：“ 再 等
等，再等等，会开花的。”
最后妈妈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它
们，可懒得看一眼。爸爸则给它们浇
水、施肥、剪枝，精心地照料它们。
有时还会盯着这些花草发呆，仿佛这
些花都是他的老朋友。
这些花草也没有辜负爸爸对它们
的期望，一直非常健康地生长着。终
于，经过了多日微风的吹抚和阳光的

照耀，茉莉花最先开放了。先是长出
许多花苞，像一颗颗白色的珍珠，过
了几天就全盛开了，阳台上充满了茉
莉的清香。爸爸兴奋得一天要看好多
次呢！妈妈看到后，脸上露出了惊讶
的表情：
“这小花儿挺漂亮呀！”于是
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
圈。从那以后，妈妈对爸爸养花好像
不那么反对了，而爸爸，也越发细心
地照顾这些花草了。
转眼间，春节快到了。家里的蟹
爪兰开出了红彤彤的花。红色的花一
朵朵挤在一起，花瓣调皮地向上翘
着，仿佛舞动的精灵。妈妈看到后，
兴奋地跑过去，抱起花盆，放到桌子
上，摆来摆去，找好角度，拿起手
机，拍了许多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并配了文案：亲手种的花开花了，心
情和花儿一样美美哒。妈妈的朋友们
看到了，纷纷点赞、留言，都夸妈妈
贤惠能干，花养得好。妈妈露出了骄
傲的表情，半天都沉浸在这种快乐
里。我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发朋友
圈呢？你的花被妈妈‘抢’走了。”
爸爸只是淡淡地一笑。
从此，家里花香四溢，在鼻尖，
更在心头……
（指导老师：裴培）

白 鹭
德积小学小记者站 陆彦舟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阵阵的微
风拂过脸颊，舒服极了。树叶“沙
沙”作响，不时有小鸟飞过，“叽叽
喳喳”地唱着歌，让人心旷神怡。
这时，一只站在河中铜钱草上的
大水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身洁白
如雪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
两条又长又细的腿，加上尖尖的嘴
巴，组成了这样一只强壮帅气的大水
鸟。它好似也看到了我，扇动了几下
翅膀，便展翅高飞了，没几下就消失
得无影无踪了。
正当我意犹未尽的时候，那只大
水鸟又飞了回来。只见它小心翼翼地
走在一块木板上，聚精会神地望着河

里。突然，它把长嘴伸进河里，猛地
一啄，就抓到了一条美味无比的小
鱼。吃完后，它又向另一处水面猛地
一啄，又一只小虾精准地进了它的肚
子。不一会儿，它好像吃饱了。只听
它轻轻地叫了几声，显得心满意足。
回家后我查找了相关资料，原来
那只大水鸟是白鹭，鸟科动物，羽毛
价值很高，主要是以小型鱼类为食，
通常喜欢漫步在河边。因为人类的捕
捉，数量骤减。不过妈妈说，我们这
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几乎每年
春天都有白鹭飞来这边安家落户呢！
（指导老师：宋丽清）

合兴小学小记者站 刘鑫雨
2021 年末，在欢笑声中我们
仿佛回到了没有疫情的快乐往昔。
没想到 2022 年初，疫情又一次严
重了，白衣天使再次拿起“武器”
奔赴抗疫一线。
上海，是一座国际现代化大都
市，近期被疫情折腾得疲惫不堪。
我们张家港，也没有幸免于难。即
便如此，同住长江边，共饮长江
水，江浙两地在第一时间派出大量
医护工作者前往上海支援。他们义
无反顾，勇当逆行者！
虽然我无法切身体会医护工作
者们的艰辛，但是在众多新闻报道
中，我总能看见他们疲惫劳累的身
影。他们起早贪黑地为这座城市付
出努力，贡献力量。在这里我想对
白衣天使说：“在我们国家有困难
的时候，在人民有危险的时候，你
们奋勇在前，筑起了一道安全防

线。防护服下，从羽绒服到短袖，
你们不曾离开过；护目镜上的水
气，眼角的勒痕，你们完全无视，
一心只想着早日战胜疫情……如果
可以跨越年龄这个槛，我是多么想
帮你们分担工作啊！”
当爸爸问我如何看待医护人员
时，我油然而生的是感激和敬佩。
疫情防控这两年，他们为社会、为
人民的付出是无法用任何东西去衡
量的。他们就像是云间的一束光，
是那样明亮，那样温暖。他们像光
一样照进了人们惶恐的内心，驱散
了阴翳带来光明，赶走了恐慌带来
了安宁！
他们用无声的付出铸造起一座
丰碑，万千言语都不足以表达我对
他们的感激，向他们致敬！
（指导老师：丁奇婷）

疫情让我变得勇敢

我家的金桔树

东渡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盛婉玲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方习斌

当我正在美美地睡觉时，妈妈
喊道：“起来啦！八点半了！”我一
脸懵，完了，今天不是要上学吗？
我怎么睡到这个时候……妈妈继续
说道：“因为疫情影响，老师说暂
缓开学，在家等通知。
”
接下来的每一天，爸爸和妈妈
几乎都在讨论疫情的有关情况，说
得最多的就是哪儿又确诊了几例，
听得我赶紧问道：“我们这儿有几
例？”爸爸答道：“我们这儿如果
有，你就不会这么安稳地在家呆着
了，会要求我们每天做核酸的。”
没过几天，爸爸和妈妈回来说
张家港有人确诊了。我害怕了，因

为做核酸时棉签伸进喉咙的滋味可
不好受。过了两天，果然不出所
料，小区里通知要全员核酸。
做核酸之前我差点哭了，不过
心里想着我要做勇敢的孩子。轮到
我的时候，我壮着胆子，睁着眼
睛，张大嘴巴，“啊”了两三秒就
好了，没有第一次做时那么难受。
这一刻，我很开心，因为我变得勇
敢了！在疫情防控期间，我要戴口
罩，勤洗手，讲卫生，不窜门，配
合疫情防控工作，做一个勇敢的好
孩子。
（指导老师：缪黛娟）

小小的愿望
港区小学小记者站 黄靖皓
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我看到了
许多。
春天，农民伯伯在广阔的田野
中播撒种子；夏天，他们顶着狂风
暴雨在呵护幼苗成长；秋天，他们
冒着烈日不知辛劳地收割粮食；冬
天，他们忙着为来年播种松土。一
年四季，劳作不息。汗水布满了他

们的脸庞，但他们却喜笑颜开。这
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
小小的我，也有小小的愿望，
期盼人们丰衣足食，社会和谐稳
定，祖国繁荣昌盛。
（指导老师：卢忠惠）

美丽的小河

不一样的感受
今天下午，因为爸爸厂里的货
还没有做完，所有我央求妈妈带我
一起去帮忙。可是，我的作业还没
有做完，妈妈想了一下说：
“去厂里
写吧！”
我一到厂门口，就听到响亮的
工具磨擦声。接着我走到办公室
看到没有人，于是就在爸爸的办公
桌上写作业。
刚写没多久，外面又传来了一
阵响声，不光有锤子的声音，还有
其它的工具声。写完作业后，好奇

的我去生产车间一探究竟。只见
工人们都在专心地工作，没有人注
意到我。他们额头的汗珠顺着脸
颊往下淌，后背全都湿透了，却没
有人喊一声累，
喊一声热。
看到这一幕，我怔住了——原
来大人们是这么辛苦地工作着！
感动之情油然而生，我心想一定要
好好学习，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父
母。最后我想对天下所有的父母
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指导老师：
钱玉琴）

春 游
合兴小学小记者站 刘奕涵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陈茹轩
奶奶家门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
小河，弯弯曲曲的，非常美丽。
春天，这条小河变得生机勃
勃，岸边长满了绿油油的草，树木
也抽出了新的枝芽。小鸟飞过来，
在小河边喝了一点水就又张开翅膀
在天空中飞翔。杨柳姐姐婀娜着身
姿，把小河当做一面梳妆镜在打理
自己的头发。
夏天，太阳把小河染成了金
色。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
草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把
小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们争相

来到小河边，散步、嬉戏、拍照。
秋天，小河边树上的树叶变
黄了，风一吹，飘落下来。飘到
小河里，像一条条小船。岸边的
菊花开了，五彩缤纷的，倒映在
河面，把小河染成了一条花布。
冬天，河边的小草穿上了白
色的棉袄。小河不像以前那样活
泼了，变得安静了。河面上结了
一层薄薄的冰，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闪发光。
我爱美丽的小河！
（指导老师：钱玉琴）

赏 梅
合兴小学小记者站 杨欣逸
三月，正是踏青寻春的好时
节。周六，天气晴好，妈妈带着我
们去看漫山遍野的梅花，我既兴奋
又期待。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还未走进公园，一缕缕清香扑鼻而
来，绵远悠长，沁人心脾。远远望
去，梅园一片花海，如诗如画，美
不胜收。
走进大门，我就被满园苔枝缀
玉、穿插奇石间、倚在小桥旁、卧
于溪流边的梅花给深深地吸引了
……走近一看，才发现这儿的梅花

品种众多，有红梅、白梅、绿梅
等。它们千姿百态，有的倒挂枝
头，宛若金钟；有的零星微绽，娇
俏玲珑；有的成群结队，紧紧簇
拥。颜色也各有不同，粉的如霞，
犹如姑娘羞红了的脸庞；白的如
雪，仿佛雪落在了枝头；红的似
火，好像熊熊烈焰……一阵微风拂
过，花瓣纷纷从枝头飘落下来，下
起了一场五彩缤纷的“梅花雨”。
我们畅游在花海中，
感受着梅花
的香气和大自然的美好，
流连忘返！
（指导老师：黄佳妮）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蒋欣晨

江帆小学小记者站 孔若鑫（指导老师：郭海萍）

个尝一尝。”我小心翼翼地摘了一
个下来，先用鼻子仔细地闻了
闻，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萦绕在鼻
间。我又用手摸了摸，金桔表面
凹凸不平。我咬了一口，那味道
酸酸甜甜的，让人回味无穷。
我每天都细心地给金桔树浇
水，希望它明年能变得更美丽，
结出更多金桔。我爱我家的金桔
树！
（指导老师：钱玉琴）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谭雨琦

我的开心果朋友

致敬最美大白

今天，妈妈从婶婶家带回来
一棵金桔树，我们一起开心地把
它种在家里一个大花盆里。
金桔树的树干是棕色的，上
面还有许多小树杈。树杈上面长
满了长椭圆形的叶子。叶子两面
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正面是深绿
色，反面的颜色要浅一些。树上
还长满了金黄色的椭圆形金桔。
我问妈妈这个金桔可不可以吃，
好不好吃，妈妈说：“你可以摘一

雪容融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一
责采蚕豆。我撸起袖子，一手抓住蚕
大早，妈妈把我从美梦中叫醒，说：
豆秆，一手采着蚕豆。五月的阳光虽
“今天我们带你去老家，让你劳动劳
然不似夏日那般炎热，但是很快就让
动 。” 妈 妈 的 老 家 是 什 么 样 子 的
我们一个个汗流浃背了。没一会儿工
呢？我满怀期待地跳到地上，洗漱、
夫，我就累得直不起腰了。我一边擦
吃好早饭，就和外婆、妈妈一起到老
着额头流下的汗珠一边对妈妈说：
家去了。
“农民伯伯们可真是辛苦啊，我才坚
一路上，大片的麦子弯着腰，像
持了一会就不行了，我以后绝对不会
害羞的小姑娘，散发着诱人的麦香；
浪费粮食了。”妈妈微笑着竖起了大
油菜也快要成熟了，结满荚子的油菜
拇指。
秆子，似乎有点不堪重负，个个弯下
费了半天时间，终于把田里的活
了腰……
干完了。中午吃着自己亲手摘的蚕
到达目的地了。
“哇！”这里的农
豆，我的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作物就更多了，有葱、玉米、土豆
毛主席曾经说过劳动最光荣。这
……绿油油一片。我们兴致勃勃地奔
个不同寻常的劳动节，让我感受到了
向田里，开始分工合作——外婆负责
劳动的光荣与乐趣。
割老的菜秆，妈妈负责摘豌豆，我负
（指导老师：宋丽清）

最美逆行者

大新中心小学小记者站 李坷炎 （指导老师：张志华）

劳动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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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今年才六岁，红扑扑的脸上，
嵌着一双水灵灵的小眼睛，樱桃小
嘴总能说出让别人开心的话。
她喜欢跳舞。不管在什么地
方，不管有多少人，只要有音乐，她
就会手舞足蹈，
不由自主地跳起来。
她很幽默。有一天，我们在一
起玩的时候，她给我出了一道题：羊
身上有多少毛？我左思右想，也没
有答案。她看我绞尽脑汁的样子，

笑眯眯地说：
“ 让我告诉你答案吧，
是一身毛。
”
她很喜欢臭美，总爱穿各种花
裙子，用手捏住裙摆转圈圈，还一边
摆出各种各样的动作，一边说：
“我
是不是很美呀！”
她就是我们家的开心果，
也是我
的妹妹及我的好朋友——蒋欣宜。
（指导老师：
钱玉琴）

一眨眼，寒冷的冬天过去
了，温暖的春天来了。春暖花
开，万物复苏。周末，阳光洒满
了大地，我们决定出去春游。
我和爸爸妈妈来到黄泗浦生
态公园。一进门，我们就看见几
辆如同七星瓢虫般的游览车，它
们整齐地排列在车库里，胖胖
的、圆圆的，可爱极了！
我们走到花园旁，我深吸一
口气，扑鼻而来的清香沁人心
脾。小蜜蜂正忙碌着收集新鲜的
花蜜，花朵们争奇斗艳：迎春花
笑红了脸、杏花伸着懒腰、梨花
展开笑颜抱住春风……
我们来到美丽的梅园，“邮递
员”布谷鸟兴高采烈地送来春姑

娘的信，含苞待放的梅花打开一
看，兴致勃勃地穿上红艳艳的礼
服、戴上金灿灿的皇冠，与小草
共舞。
我们来到湖边，忍不住上船
欣赏美景。我坐上驾驶室，紧握
方向盘，载着爸爸妈妈一起游览
湖景。湖水清澈见底，就像一面
闪闪发亮的镜子。等我开到湖中
央时，一座小岛出现在我们的眼
前。岛上树木丛生，几只白鹭在
树枝上嬉戏，热热闹闹的。
春天来了，风变暖了，水变
清了，草变绿了，花变灿烂了。
我爱春天的景色，更爱春天的生
机勃勃。
（指导老师：王丽梅）

我的好朋友
兆丰学校小记者站 张子涵
我的好朋友是朱一轩，她和我
住在同一个小区里。
她经常扎着一根大独辫，身材
又高又瘦，惹人喜欢。她长着一张
瓜子脸，月牙似的眉毛下，是一双
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
下面有一张樱桃小嘴，笑的时候
非常美，像春天里开放的花朵。
有一天，朱一轩在小区里玩
耍，看见一位老奶奶手里提着
菜，拄着拐杖，非常吃力地往家

走。她连忙走到老奶奶跟前，
说：“奶奶好，我来帮您提菜，送
您 回 家 好 么 ？” 老 奶 奶 笑 着 说 ：
“好呀！”于是，她把老奶奶送到
家门口，并跟老奶奶说了声再
见。老奶奶说：“你真是个懂事的
好孩子。”她像吃了蜜糖一样，心
里甜滋滋的。
这就是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不仅人长得美，
心灵更美。
（指导老师：
金伟香）

再见，新冠病毒
江帆小学小记者站 葛马欣怡
新冠病毒，
你再强大，
我们也不怕。
我们正齐心协力，
共同克服。
不乱跑，
勤洗手，

多锻炼，
用我们强壮身体抵抗你们，
让你们
“无家可归”
。
我们要跟你永远说——
“Bye Bye”
！
（指导老师：
朱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