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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乐园不在辛弃疾笔下“茅
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茅屋里，
也不是范成大诗中“梅子金黄杏子
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的菜园，而
是在一年四季美如画，充满欢声笑
语的学校大操场上。

学校的大操场坐落在校园的南
边。操场绿树环绕，整洁、宽阔。
紧挨着操场，有一个大花坛，里面
种着两棵笔直的大松树。据说，在
爸爸上小学的时候，这两棵松树就
已经长得很高了。它们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陪伴着这片操场走过四季
轮回。

每到春风拂面，花坛里的花就
竞相开放了。远远望去，松树好像
穿上了花衣裳，将操场点缀得漂亮
极了。当花香扑鼻时，五颜六色的
蝴蝶和勤劳的蜜蜂在花间翩翩起
舞，沉闷了一整个冬季的操场一下
子焕发出了生机。

夏天，在烈日当空的课间，同
学们喜欢躲在松树的树荫下乘凉，
听着金蝉“协奏曲”，盼望着暑假
的到来。

秋天，在短暂的告别之后，操
场上又热闹了起来。这时候暑热渐
渐消退，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操
场四周的桂花树开满了金色的小
花，学校里飘溢着淡淡地花香，闻

起来心旷神怡。
到了冬季，如果下雪的话，操

场上免不了一场“战斗”，冻红的
小手和刺骨的北风，丝毫阻挡不了
我们与雪亲密的热情。此时，虽然
万物凋零，但花坛里的两棵松树依
旧碧绿，为我们带来春天的希望。

操场上有四季美景，是全校开
展主题教育的绝佳地方。每周一，
我们都会在操场举行升国旗仪式。
站在国旗下，校长会为我们作一些
主题报告，使我们懂得爱国、明
理、修身。

要说操场最大的作用，莫过于
进行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你看，
体育课上，同学们有的在环形跑道
上跑步，有的在草地上踢足球，有
的在跳绳……同学们一个个充满了
活力。当学校里举办运动会的时
候，呐喊声、加油声，在操场上空
此起彼伏，大家谁也不服谁，掀起
你追我赶的浪潮。放学后，操场变
成了足球小将们的乐园。他们一个
个在操场上挥汗如雨、磨练技术，
只为有朝一日为学校争光。

我爱这个既美丽又热闹的大操
场，它是我心目中的乐园，也是带
给我快乐和美好回忆的地方。

（指导老师：周迪）

致敬抗疫英雄
沙洲小学小记者站 邹昕彤（指导老师：张晶晶）

在浩瀚的宇宙中，哇咔咔星球
上的外星人们正在寻找新的家园。
这时，他们发现了在距离哇咔咔星
球一亿多光年的位置有一颗水蓝色
的星球，他们觉得这颗名叫地球的
星球很漂亮，于是派了外星人代表
前往地球。

外星人驾驶着飞船降落到了海
边，他看到海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
的垃圾：玻璃瓶、塑料袋、快餐盒
以及一些翻着肚皮随着海浪飘荡着
的鱼虾。这时，一只海龟缓缓地朝
外星人爬来，它吃力地抬起头望向
了外星人，外星人发现海龟的鼻子
里插着一根吸管。外星人想要帮海
龟拔出鼻子里的吸管，剧烈的疼痛
让海龟忍不住想将头缩进壳中。他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地拔出了
吸管。海龟朝外星人点了点头，好
像在表示感谢。

外星人又来到了一个烟雾缭绕
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工厂。一个

个烟囱不断地冒着滚滚浓烟，旁边
的小草、小花、树叶、房子上落了
一层厚厚的灰尘。一阵风吹过，一
股臭味扑鼻而来，外星人连忙用手
捂住鼻子，还是忍不住咳嗽了好几
声。外星人抬头望向天空，一片片
浓浓的黑云笼罩着天穹，它们带着
恶意嘲笑着人类的杰作。

外星人将这些看到的景象用信
和照片的方式留给地球上的人们，
信中写到：你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美
丽的家园，不然就会像我们一样无
家可归。从此以后，我们的城市里
到处都有垃圾分类站，人们不再乱
丢垃圾、砍伐树木，养成节约水电
的好习惯……2022年的北京冬奥
会开幕式上，一个小小的火炬在向
全世界的人们呼吁低碳环保的理
念。

当来年的春风拂过树梢，我们
的地球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指导老师：谢金男）

我的爸爸是个烟迷，经常把家
里弄得“仙气飘飘”。妈妈每次都
很生气地冲着爸爸吼：“要抽出去
抽，家里不能抽香烟，会影响家人
健康！”爸爸每次总是笑了笑不说
话，惹得妈妈更加生气了。为了让
爸爸戒烟，我和妈妈想了很多的办
法。

这天，我看到一段话：“有的
家庭因为家长抽烟，孩子长时间处
于有烟味的环境下，导致孩子注意
力不集中，成绩下降。”我把这段
话读给爸爸听，爸爸听了说：“网
上的都是谣言，不要乱说。”看着
爸爸完全不把戒烟当回事，我气得
跺着脚喊着告诉妈妈，让妈妈把爸
爸这个月零花钱全部没收，不准买
香烟。这下爸爸着急了。妈妈心平
气和地跟爸爸说：“我们天天跟着
你吸二手烟，孩子现在又是居家学
习，你这样抽烟完全不把家人的健
康放在心里，你太没责任心了！”

“爸爸，你要是戒烟，我们都会帮
你的。”我调皮地和爸爸说道。爸
爸听完也觉得不好意思，和我们保
证现在他就开始戒烟。

我和妈妈先扔掉了家里所有的
香烟。听说泡泡糖有助于戒烟，我
们又去买了很多的泡泡糖，可是这
个方法好像没什么效果。我又去网
上查了好多的戒烟小妙招，比如：
要早睡早起，多吃水果，多喝水，
饭后去散步等等。我帮爸爸制定了
一个详细的戒烟作息计划表，爸爸
有时候烟瘾犯了，想着要偷偷出去
买烟抽，我们就让爸爸陪我们一起
玩，分散他的注意力。经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爸爸戒烟成功了，我和
妈妈都感觉到他比之前精神了许
多，就一个劲儿夸他。爸爸自己也
说：“戒烟后我的饭量也变大了，
果然戒烟对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
的！”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我写
下爸爸的戒烟故事，想对那些还没
戒烟的人说：“世上无难事，只要
你肯下决心，为了家人和自己，你
肯定可以戒烟成功的。”如果大家
都不再抽烟，那我们生活的环境一
定会变得更加洁净！

（指导老师：侯玉华）

我喜欢看书，特别是《中国古
代寓言》这本书，这个寒假我一直
在看，还把每个故事里面的情节绘
成了简笔画。读着、画着，我突然
觉得《中国古代寓言》这本书，就
是一朵硕大的牡丹花，那一个个故
事，就是一片片花瓣；那故事里说
的道理，就是花朵里的花蕊。它也
是智慧的种子，种在了我幼小的心
田。

《中国古代寓言》里有许多故
事，如《八哥学舌》、《五十步学百
步》、《杞人忧天》、《鼠屎断
案》……其中，《画蛇添足》这个
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给我启
发。

故事主要写了；楚国有一家人
祭过祖宗后，赏给仆人一壶酒。因
为酒少，怕大家喝不痛快，所以有
人提议，每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
画得最快、最像，谁就能喝这壶
酒。于是大家都开始画蛇了。有一
个人很快画完了，他一看别人没画
好，他就想再给蛇美化一下，添上
了四只脚，心想我画得这么好，这
壶酒非我莫属了。于是，他自信地

把酒壶拿到了手里。另一个人也画
好了，看了第一个人画的蛇，一把
就把他手里的酒壶夺了过来，说

“你画的什么呀？蛇那有脚啊，酒
是我的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多此一举，不但无益，反而会坏了
好事。

想想自己有时候也有点像寓言
故事中那个画蛇添足的人。那次期
末考试，我把作文写完了。看看同
学们都在埋头苦干。我心想：作文
占分数最占分数最多，再好好修改
一下吧。我一看文章字数不多，又
在文中加了一个事例。这一下字数
多了，我也满意了，心想：冲进班
级前五名，没问题了。可当试卷发
下来，三十分的作文，我被扣了十
五分。原来，题目要求，用一件事
反映人物特点，我写了两件事，偏
题了。马屁拍过了头，多此一举、
适得其反！唉！！

《中国古代寓言》里面的故事
虽不长但寓意深刻，给人启迪，是
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指导老师：侯玉华）

我读过的寓言有很多，唯独最
喜欢《伊索寓言》，书中一则则小故
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个大道理，让我
受益匪浅。

书中有许多故事，譬如《披着
狮子皮的驴》、《狼来了》、《农夫和
蛇》……其中《狼来了》讲述的是
从前有个牧羊人，傍晚的时候都会
去山上放羊，夜里因为一个人孤零
零地坐在山坡上，而山下的人却都
在美美地睡大觉，只有他独自一人
在帮他们放羊，觉得很不公平。于
是牧羊人就开始第一次撒谎说“狼
来了”，村民们相信了他说的话，都
拿起武器去帮助他赶走狼。狼没
来，牧羊人还不承认自己说谎，继
续骗村民们守候着。村民们发现被
骗了。第二次，又重蹈覆辙，村民
们还是选择相信他，结果依然没有
发现狼的踪迹。牧羊人洋洋自得。
当狼真的到来的时候，却再也没有
人相信他了。狼一连咬死了十几只
羊，牧羊人遭到了村民们愤怒的质

问，他不但失去了村民们的信任，
还损失了许多羊。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说谎
会丧失别人对自己的信任。

文中另一则小故事是讲狐狸和
葡萄，狐狸饿极了，一心想摘葡
萄，偏偏够不着，还说是葡萄没
熟。我看呐，这葡萄又甜又大，又
红又紫，色味都很不错。只是狐狸
不甘心，爱面子，才编了这么一个
谎言。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只能
骗自己，不会想法子，只知道找借
口，志大才疏，不足成事。

着迷于书中的一个个精辟的故
事，我细细地体会、吮吸、思考
……

《伊索寓言》这本书，给我带来
了很多的好处，既培养了我的阅读
能力，又让我领略了生活的智慧、
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我要好好珍藏
这本书，让小故事伴随我成长。

（指导老师：侯玉华）

2044年，我在全国小学生文具
科技所成立了书包研究室。

我把芯片七号安装到书包芯片
卡槽里，又把各部分零件组装好，
我的智能书包就研制好了。我呼了
一口气，精疲力竭地瘫在了沙发上。

也许你会问，智能书包能如何
智能呢？我也说不清楚，就打个比
方吧！首先，二十年前的小学生经
常会落东西，我小时候就深受其
害，经常是今天忘带语文书，明天
忘带科学书，令我感到很窘迫；二
十年前的书包一装东西就很笨重，
还很大，就像背了块石头一样。以
前小时候，我背着书包放学，一回
到家，整个人都累垮了；二十年前
的书包容量小，一个书包只能放几
本书，放的东西多的话，要好几个
书包；二十年前的书包不能保持干
净，如果不打扫，里边的书就找不
到以前整洁的家了，几天就要洗一
下，很不方便。从那起，我就下定
决心，要造出智能书包。

现在通过二十年不懈的坚持和
努力的耕耘，我的梦想终于实现

了，我成了一名专攻书包智能芯片
的科学家。我研制出的智能书包有
这么多好处：首先，我研制的芯片
七号是可以装在书包里的，它里面
存储着每天的课程表，会让你选择
几年级、上学期或下学期；选完
后，每到下节课，就会把书传送到
桌子上；其次就是轻便，我用一种
缩小技术把书包重量减轻得仿佛是
一片云彩般，里面装的是文具和无
法传送的主科书；容量大也是一个
特点，智能书包中的书上都会后期
安装上一个缩小器，一般在书包
里，装三百本书都没问题，之后，
它会定期自动打扫，就像魔法一
样。是什么魔法呢？原来它里面有
一个扫描器，会定期扫描书包，如
果书迷路了，就用激光悄无声息地
打扫；最后，它能远程通话。我在
智能书包里安装通话和体检系统，
如同一个医生，一旦生病，马上联
系家长。

怎么样，我发明的智能书包你
喜欢吗？快来买一个吧。

（指导老师：张林怡）

水能炸毁房子吗？乍一看到这
个问题我惊到了！在我以往的认知
里肯定是不可能的。可是读完这篇
文章后我彻底推翻了以往的认知：
虽说水看起来是一种无害的物质，
不过，有时候真的可以像火药一爆
炸。如果你用不正确的方法对待
它，它的力会达到火药的20倍……

文中通过两个事故阐述了水的
威力大到我们难以想象。一件事发
生在40年前的美国，当时因为锅炉
工开小差，没及时往锅里添水，导
致锅炉烧的通红，把锅底几乎熬干
了，当时锅炉工想都没有想，就把
水浇在红热的铁上，你可知道这种
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吗？当所有的水

都转化成水蒸气后，锅里瞬间积聚
了大量的蒸汽，锅壁经受不住那么
大的压力，锅炉就炸了，炸毁了一
幢5层楼的房子，导致23人死亡事
件。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德国：当时
竟有22口蒸锅同时爆炸，将周围所
的房子都炸毁了，炸毁的一瞬间蒸
汽锅的碎片飞得到处都是，最远甚
至飞到了距离爆炸地点半公里外的
地方。

你看，水蒸汽有多可怕！日常
生活中我们看似平淡无奇的水，通
过外力的作用，或者人为的疏忽，
威力真的可以大到火药的20倍！所
以说水真的能炸毁房子哦！

（指导老师：周迪）

我是一个爱吃烧烤的小孩，今
天爸爸妈妈说要去公园烧烤，可把
我高兴坏了。一大早我们就向公园
出发。一路上，我都非常兴奋，根
本坐不住。刚到公园没一会儿，伙
伴们陆陆续续都到了。

大家齐心协力把东西搬到烧烤
区域，各自忙活起来。妈妈们一边
聊天，一边给抹好料的鸡翅、火腿
肠穿上竹签。爸爸们一边喝着肥宅
快乐水一边给炉子生火。而我们小
孩子呢？当然是一会儿逗小猫，一
会捉蜻蜓，快活极了！

我们玩得正高兴时，一阵糊味
飘过来，原来是爸爸把鸡翅烤糊
啦！我们几个从四面八方围到了烤
炉旁，大笑起来。我边笑边对爸爸
说：“你不是号称烧烤高手的嘛，
怎么连鸡翅都能烤糊了？”老爸不
服气地对我们说：“你行，你上
啊！”我当然不服气，上就上！

我想我一定不能把鸡翅烤糊，

于是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过一会
就给鸡翅翻个面。在我不断的翻动
下，原本血红色的鸡翅一点点变
黄。最终香喷喷的烤鸡翅就出炉
啦！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来，咬了一
口，真是外焦里嫩，绝顶美味。接
着，我又挑战了烤五花肉和火腿
肠，均大获全胜。我对爸爸说：

“现在我是烧烤高手，你是烧烤低
手。哈哈哈……”

这时，我见桌上还有一袋无人
问津的馒头，便抓了一个烤起来。
一会功夫焦黄的烤馒头就烤好了，
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脆脆的、
香香的。大家看我吃得这么香，纷
纷抢光了桌上的馒头，拿到火上烤
得不亦乐乎。

太阳渐渐落山了，我们带的食
物也差不多吃光了，大家恋恋不舍
地收拾东西往家走。

（指导老师：徐蓉）

人类觉醒
云盘小学小记者站 张艺元

爸爸戒烟记
梁丰小学（西）小记者站 钱咨延

故事里的道理
——读《画蛇添足》有感
梁丰小学（西）小记者站 江曼玉

一本书的力量
——读《伊索寓言》有感
梁丰小学（西）小记者站 宋嘉祺

智能书包
实验小学（东）小记者站 陈沿霖

水能炸毁房子吗？
——读《十万个为什么》有感

中兴小学小记者站 仲思羽

烧烤记
实验小学（南）小记者站 陈艾薇

学校的大操场
中兴小学小记者站 陆芸熙

美好世界
实验小学（泗港校区）小记者站 朱若曦 （指导老师：夏梦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