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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植树活动
沙洲小学小记者站 刘语欣

新时代“众神”——白衣天使
——读《西游记》有感

实验小学（南）小记者站 钱昱含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述的是唐僧、孙悟
空、猪八戒、沙悟净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
难，在众神仙帮助下终达西天的故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人物就是孙悟空。自从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来后，他就用
心保护自己的师傅，在取经的路上，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即使是粉身碎骨，而且有时还被唐僧误会，他仍旧不忘初
心，陪伴左右，终成正果。这样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在书中，有这样一回：法力无边的钢圈，讲述的是太上
老君的青牛坐骑偷了太上老君的金刚琢，化身青牛精在金兜
山金兜洞兴妖作怪。师徒路过，除孙悟空外其余人被抓，孙
悟空的金箍棒也被套住。悟空败走，请来众神仙帮忙，由于
对青牛精不了解，师徒四人和众神仙吃了大亏。后来在如来
的指示下对症下药，青牛精被打败。这个过程跟我们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多么相似啊。

想当初的武汉，由于不熟悉新冠病毒的底细，造成疫情
蔓延，医护和物资出现紧缺，即便是悟空，估计也难挡各方
妖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像众神仙一样的“白衣天
使”们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和新冠病毒展开了殊死搏斗，
他们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随着像钟南山爷爷一样
的“大神”出现，我们慢慢摸清了新冠病毒的底细，对症下
药，终于战胜了病毒。在这场疫情中的“白衣天使”们，不
畏生死，意志坚定；它们就像蜡烛，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
人；它们是最美逆行者！

今天，新冠病毒仍旧像想吃唐僧肉的小妖怪一样，在各
地层出不穷地出现，像“众神仙”一样的“白衣天使”们仍
旧在跟它们作不折不挠地斗争，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将
小妖怪们打败。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向他们致敬；
等长大了，我们要做像它们一样的人。

（指导老师：施海亚）

一天晚饭过后，我们一家人各自干着自己的事，忽然，
眼前一黑。“停电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喊道。妈妈忙借着一
丝月光，跑到厨房，找了几根蜡烛，点在客厅。爸爸却若无
其事地在那看手机。我和妈妈联手把爸爸的手机抢了过来。
爸爸瞪大眼珠子，疑惑地看着我。我向爸爸妈妈提议：“停
电了，不如我们来玩成语接龙吧！”妈妈爽快地答应了，爸
爸也点点头。

妈妈第一个说：“举世闻名！”我快速接道：“名——名
利双收！”爸爸皱着眉头，一时竟想不起来。妈妈见状，连
忙说：“如果回答不上了的话，做一件家务活——拖地。”爸
爸狡猾地笑笑：“刚才我没有准备好！最终谁能获胜？第二
轮成语接龙开始，我来开头——漫不经心。”

我略加思索，立马接道：“心有余悸！”这下，轮到妈妈
迟疑了：“悸，悸什么呢？”妈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啊，风
水轮流转！这次妈妈输了，她也要拖地。不过，他们一商
量，这次做家务扯平了。也就是爸爸不用做家务了，妈妈也
不用做。难道第三轮，他们想让我来做？接下来的第三轮，
我真的输了。算了，拖地就拖地，本小姐啥都会做！

不知玩了多久，游戏让大家都接到词穷了。这时，爸爸
说：“我要去睡觉喽！”我想：多么好的家庭娱乐时间，不能
因为一个人反对，就泡汤了。我又建议道：“我们来玩拼图
吧！”“好的。”爸爸妈妈异口同声地说道。

于是，我从房间里找出来我压箱底的拼图，它是12星座
的专属拼图，到现在，我还没拼全过。“这么多一起拼的话
太久了，我们找到自己的星座拼吧。”爸爸说道。“好主意，
我们开始吧！”

我说，“但是，我们得制定游戏规则：1.不能乱拼，不可
以冒充。2.不能打乱别人的拼图。”“知道了。”爸爸妈妈说
道，“我们就开始吧。”

于是，“噼噼啪啪”的拼图声音开始了，我们找到自己
的星座，开始手忙脚乱地拼图了。十分钟不到，爸爸已经高
兴地说：“完工了！”我和妈妈也不甘示弱，手里的速度加快
了。就在我准备把最后一片拼图放上去的时候，只听见一
声：“我拼好了！”难道妈妈比我快吗？我眼睛一瞄，再仔细
一看，大声叫喊道：“哈哈，妈妈，你作假啊，有一块拼错
了。我是火眼金睛呢。”这次，妈妈输得心服口服，她无奈
地说：“看来，拖地又轮到我做了！太苦命了啊！”

突然，我们眼前一亮。来电了！哎，为什么电来得这么
早啊！我心里竟然期待着下一次停电的到来了。

（指导老师：徐寒燕）

有趣的家庭游戏
万红小学小记者站 翁欣月

滚来滚去的土豆
万红小学小记者站 陈顾仁

有一个小土豆，整天都呆在家里，它觉得太无聊了，于
是决定出去转转，看看外面的世界。

它先滚进的皇宫。滚啊滚啊，突然感觉脚底下有什么东
西又软又硬，低头一看，哎呀，原来是碰到国王的脚了。国
王顿时火冒三丈，大声说道：“我不管它是什么豆，我要把
它煮了吃掉！”士兵和仆人赶紧去抓小土豆，可是时机已
晚，小土豆早就伺机滚走了。

逃出了皇宫，小土豆松了一口气，心想：终于逃出皇
宫，那个国王肯定是暴君！居然要把我煮了吃了！滚着滚
着，它突然觉得周围的环境越越来越暗，抬头一看才发现，
自己居然滚进了老鼠洞。这时，一大群大老鼠走了过来，看
见了小土豆，它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决定把它当球
踢。一只老鼠力气太大把小土豆直接踢到天空中去了。

只听见“扑通”一声响，小土豆掉进了池塘里，小鱼儿
发现了它，游了过来，它们碰碰它，擦擦它，给小土豆按摩
按摩。虾兵蟹将们给小土豆理了一个发，因为小土豆发芽
了！小乌龟背着小土豆在池塘里游来游去，两个人嬉戏着，
玩耍着，玩得不亦乐乎。他在池塘里泡了一个温暖的SPA，
然后小乌龟把小土豆送上了岸。

小士豆继续滚啊滚啊，滚回了自己的小屋。它心想：这
次旅行真有趣，真希望再来一次这样有趣的旅行！

（指导老师：蒋思雨）

春姑娘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
她带着一支神奇的画笔，
在大地上轻轻一挥，
小草探出了头，
花儿露出了笑脸，
柳树扭动着曼妙的身姿……

小朋友们带着春姑娘的神奇

画笔，
画一画碧绿的小草，
画一画粉红的桃花，
画一画随风飞舞的柳条，
在草地上奔跑、欢笑！

（指导老师：张晶晶）

春天来了
沙洲小学小记者站 邹昕彤

心中有梦想 脚下有力量
——读《笑猫日记之转动时光的伞》有感

实验小学（南）小记者站 黄湘尧

我梦见，
鱼儿长在了枝条上，
像一个个小青椒，
跑也跑不掉。

我梦见，
云彩慢慢地，
从天空飞到地面。
软软的，
等着奶奶把她当被单，
等着馋嘴的小孩把她当棉花糖。
可爱的小猫咪，
长了条像松鼠一样的大尾巴，
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连葡萄，
也在树上摇来晃去，
像一串串迷人的风铃。
发出优美动听的旋律，
让我在树下歌唱。

我还梦见，
我和小伙伴们，
都变成了小雨点。
唱着歌，跳着舞，
从天空中落下。

（指导老师：蒋思雨）

梦中的动物和植物
万红小学小记者站 黄婧茜

我的妈妈叫“大白”
万红小学小记者站 滕子芯

“叽喳，叽喳”，
窗外的小鸟叫醒了太阳，
我也从睡梦中醒来，
揉揉眼睛，伸个懒腰。

咦，
家里怎么这样安静？
哦！
天还没亮，妈妈就已出发。
因为，我的妈妈是医生，
今天，她的名字叫“大白”。

小心，再小心，
我要自己煮鸡蛋，
我会自己热牛奶，
为让妈妈多睡会儿再上班，
我早已学会自己做早餐。
因为，我的妈妈是医生，
今天，她的名字叫“大白”。

“喵呜，喵呜”
家里的小猫缠着我。
我来喂水喂猫粮，
妈妈不在家，我会照顾它。
小猫，小猫，知道吗？
我们的妈妈是医生，
今天，她的名字叫“大白”。

戴好口罩，拿好身份证，
我也下楼做核酸。
不急不躁先排队，
前后保持一米线。
志愿者阿姨问我为啥一个人？
我自豪地笑着把话答：
因为，我的妈妈是医生，
今天，她的名字叫“大白”。

啊！

细长的棉签伸进我嘴巴，
虽然有点不舒服，
但我还是笑着说“谢谢 ”。
我想，阿姨也会有个孩子，
或许正在向我的妈妈说“谢

谢 ”。
因为，我们的妈妈是医生，
今天，她们的名字叫“大白”。

轻轻，再轻轻，
妈妈忙完回家了！
我要自己上网课，
我要认真写作业。
嘘！
小猫，小猫，不要吵，
妈妈明天还要忙，赶快让她补

个觉。
因为，我们的妈妈是医生，
今天，她的名字叫“大白”。

好想啊，
好想出去看看春天的花；
好想回到热闹的学校，
听老师讲课，
跟同学欢笑；
更想和妈妈一起，
走遍祖国的山川和湖海。

我知道，
这一天很快会来到。
因为，
无数个我们，
就有无数个妈妈。
她们是医生，是护士，
她们是警察，是志愿者，
是每一个在疫情中的大英雄。
今天，她们共同的名字叫“大白”。

（指导老师：朱建红）

神州十三号
实验小学（泗港校区）小记者站 龚梓轩（指导老师：阮琦玮）

全球抗疫，最美逆行者
沙洲小学小记者站 蒋陈浠（指导老师：朱科伊）

过几天就是植树节了，
小区群里通知组织一次亲子
植树活动，只有十个名额，
等我和妈妈报名时，已经名
额满了。经过我的软磨硬
泡，管家阿姨终于同意给我
加个名额，我一蹦三尺高。

到了植树节的那天，我
一大早就拉着妈妈赶到植树
的地点，过了一会儿，大家
都陆陆续续到了。管家们拿来
了一些桃树、枇杷树，还有月
季花树苗。我和妈妈领到了一
颗枇杷苗。

首先，开始挖坑，我拿起
一把铲子，没等妈妈教我，就
开始挖，可是怎么也挖不动。
后来妈妈告诉我，铲子应该竖
着往下，才能挖的下去。在妈
妈的指导下，我终于挖了一个
大坑。第二步，就是把树苗放

到坑里，然后填土。我让妈妈把
树苗扶好，然后我用铲子把土一
铲一铲填了进去，又用脚踩了又
踩，最终把小树苗栽好了。妈妈
又从河里拎了一桶水，我小心翼
翼地把水浇在树根的位置，一切
都好了。我还特意写了一块牌子

“爱护树木，人人有责”。妈妈笑
着对我说：“欣欣，看看你的脸已
经成了老爷爷的脸啰！”原来在劳
动中我的脸上不知不觉沾了好些
泥土。我摸了摸脏兮兮的小脸，
身体也觉得有些累，但看着小树
在阳光中对我点头微笑，我开心
极了。我深情地看着那棵树，仿
佛看到了一树金灿灿的枇杷了。

我还给我的小树取了个名字
——星辰号，希望我的小树能长
到宇宙星辰里去，带我去和星星
捉迷藏呢！

（指导老师：张琴）

“如果说生命是一次旅行，
那么总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会
让我们的旅途精彩纷呈。”笑猫
偶然发现一把古老的油纸伞秘
密，从此时间就能在他眼前神
奇地流转……杨红樱老师笔下
的故事总是那么吸引着我，笑
猫的故事富有童真，又包含哲
理。而这本《转动时光的伞》
让我人生成长旅程中多了一次
感动，也带给我一些感悟。

这个故事要从笑猫去小白
女主人家说起，有一次去小白
女主人蜜儿的家，不巧的是蜜
儿被召回天上去了，却没带走
她的伞，好奇的笑猫本想带着
伞走，却不料被伞带着在天上
飘、在水里划、在地上跳。最
后，蜜儿的伞把笑猫带回了秘
密山洞。从那时起，他知道这
是一把有魔力的伞，他时时刻
刻观察着这把伞，最终有一
天，笑猫把伞往左转，尘封的
往事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引入
眼帘，笑猫看见了很久以前的
球球老老鼠，老奸巨猾、作恶
多端，这令笑猫非常惊讶。但
当过往继续呈现时，他又发现
原来球球老老鼠也曾经是个英
雄，他救过一个村子。因为村
子里的植物都变异长出了牙齿
身体，人类害怕了。这时只有
球球老老鼠挺身而出，带领他
的老鼠军团把变异的植物啃个
片甲不留”。看完了球球老老鼠
的过去，他又把伞往右转，原
来这把魔法伞里不仅有过去预
见未来。谁也不会想到，经常
调皮捣蛋到处闯祸的马小跳，
长大后却成了一位大名鼎鼎的
设计师，还当上了主管城市建
设的市长。那个被人嘲笑傻乎
乎的女生安琪儿，长大后居然
是一位优秀的小学教师。杜真
子长大后做了一名既懂得儿童
营养会，又会教小朋友们做饭
的电视台主持人。而那个天天
骄傲的鼻孔朝天、自作聪明的
学霸丁文涛，却只能做了一个
普通的银行职员，业绩平平
……

看到这里，我也好期待我
能拥有这样的一把充满魔力的
油纸伞，那样我就有记录过
往、预知未来的能力，那我就
能看见我最爱的爸爸妈妈他们
小时候有趣的经历，看见身边
的同学未来的样子，还能看到
未来这座城市将会发生的一
切。而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我的
未来。这样我就能知道以后会
从事什么职业，是个什么样的

人。那是不是等于我有了未卜
先知的能力？那我是不是能和
漫威英雄联盟一样，行侠仗
义，拯救世界了呢？我迫不及
待地和妈妈分享我的“梦想”。

妈妈听后，笑了笑，问
我：“如果你预知你的未来是一
个 superman，那你现在会怎
么做呢？现在就可以不用努力
的学习，睡睡懒觉，打打游戏
么？如果这样，你的未来真能
如你所愿么？你想过没有，马
小跳、丁文涛他们的未来为什
么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么？他们的成长中又发生了什
么么？”妈妈的一连串问题让我
沉默了，我摇了摇头，陷入了
沉思。

我明白了，未来从来不在
别人的手中，他一直掌握在我
自己的手中，马小跳头脑灵
活，懂得交际，一定是后来努
力学习，加上他天马行空般的
想象力，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
的建筑师，最终成为大家喜欢
的市长，安琪儿虽然头脑不太
机灵，但她有着一副乐于助人
的人心肠，最终成为了学校里
最受欢迎的老师。而丁文涛，
除了会死记硬背、啃书本，做
个老师和大人喜欢的学霸外，
毫无情商，这样的人，又怎能
立足于社会呢？球球老老鼠，
正如我喜欢的漫威人物那样，
曾经拯救世界，成为英雄，但
是这不是我们的生活，过于完
美的结局就会脱离实际；只有
现在不断的积累知识和沉淀自
己，哪怕未来只是一个平凡
人，只要能顺应时代的召唤，
也能成就理想。就像我们当下
的逆向而行的白衣天使和蓝衣
战士那样，他们的英雄之举是
因为他们心中有爱，手中有
力，而不是他们有转动时空的
油纸伞。

我们都渴望成长，想象自
己美好的未来。可是那些只是
梦想，梦想是需要通过努力才
能去实现的。只有通过努力学
习、认真生活、踏实工作，我
们才可能拥有各种幸福的未
来，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
想。同时这本书也让我明白了
童年的可贵，我们要在这段最
丰富多彩的时光里，在玩耍中
学习，在跌倒中坚强，不断汲
取养分，收获知识，珍惜时
光，珍惜身边的人，让想象成
为现实。

（指导老师：祝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