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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小狗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王思涵

合兴小学小记者站 孙一涵

青山不老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郑琪钰
青山是不会老的，青山是不可
能老的，青山怎么会老？
看！现在，窗外是一行行杨
柳。山上全是树，四周全是绿色的
波浪。风一吹，树梢卷过涛声，叶
间闪着点点阳光。谁会想到，曾经
的这里，西伯利亚吹来的狂风常常
肆虐；谁会想到干旱、霜冻、沙尘
暴常来做客？青山怎么会老？生命
永远有着蓬勃的力量。
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
郭酒旗风”到“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再到“停车坐
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北
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 ” …… 文 人 骚 客 笔 下 永 远 的 青

山，永远的自然美景。青山怎么会
老？镌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
里，在笔尖永流传。
环境遭污染，万物不得生。人
类岂能自毁家园？青山怎么会老？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人类和自然是一个共同体。
环保理念是一颗种子，束之高
阁、浮于半空都只能迎接枯萎。埋
于实践的土壤，才能根深叶茂，漫
山青绿。守住青山绿水，才能静候
金山银山。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
猎，发展也不能突破底线。
青山是不会老的，静候漫山青
绿。
（指导老师：朱冰茜）

一本好书的力量
——读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有感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滕
《假 如 给 我 三 天 光 明》 这 本
书，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书中主人
公海伦·凯勒的伟大精神和超于常
人的毅力，使读者们受到了很深的
影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本
书的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海
伦·凯勒在她一岁半的时候就失去
了光明和听力。但是在安妮·莎莉
文老师的帮助下，海伦·凯勒克服
了一个又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困
难，最终学会了读书和写字，并写
出了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这本举
世闻名的书。而且，她像常人一样
去学校上学，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
哈佛大学的学业，真是个了不起的
人！
在这本书中，我认识了两个
人，一个是坚强勇敢的海伦·凯
勒，另一个则是她善良温柔的老师
安妮·莎莉文。
安妮·莎莉文是一位善良且美

瑜

丽的老师。她明白失去光明的痛
苦，因而非常同情海伦·凯勒，于
是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帮助她。在
她的帮助下，海伦·凯勒学会了识
字写字，最后完成了所有的学业。
如果没有她，海伦·凯勒就没有今
天的成就，是她让海伦·凯勒感受
到了生命的美好。海伦·凯勒从失
去光明和听力的阴影中勇敢地走出
来，用心去感受世界，用心去享受
生命，用心去学习一切……她远比
我们常人活得更幸福，更充实。这
些都是知识带给她的力量，知识让
她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给予了她
新的生命。
作为读者的我们，不仅应该向
莎莉文老师一样，拥有一颗善良的
心，更应该向海伦·凯勒学习，像她
一 样 努 力 学 习 ，拥 有 不 服 输 的 精
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要勤奋
好学，克服困难，
努力走向成功！
（指导老师：唐英）

预防病毒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陈艺文（指导老师：马佳波）

我家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我
们给它取名叫“豆豆”。妈妈告诉
我豆豆是中华田园犬，这种狗狗皮
实好养。
豆豆原本是一条流浪狗，在它
小时候就被我们收养了。虽然它不
像宠物狗那样名贵，但同样也给我
的生活增加了许多乐趣。
豆豆长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
就像两颗黑杏仁似的，圆溜溜的，
非常机灵。它有一对椭圆弧形的耳
朵，非常灵敏，一有动静就会机警
地竖起耳朵。一身土黄色的皮毛，
就像刚从泥土里钻出来的一样，有
时候跑到田里还自带隐形功能呢！

每次豆豆一见到我就会使劲地
摇尾巴，然后立马变成“两条
腿”，直立着身体，像是学人行走
似的，两只前腿则像手一样朝我作
揖，把我逗得哈哈大笑。还有更有
趣的。有一回我去给豆豆送饭，豆
豆看到我端着食物的碗，两眼直冒
光，可就在它兴奋地跑过来时，尾
巴却被拴的绳子缠住了，它不由急
得一边嗷嗷叫，一边转圈圈，真是
太可爱了。
这么可爱又有趣的豆豆，你也
喜欢吧！
（指导老师：王阳洋）

我的小猫咪

粽香四溢

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勇
气去面对挫折与失败，只要我努力
过了，拼搏过了，就无愧于心！
考级的日子如期而至，勇气十
足的我走进考场，向考官微微一笑
打个招呼，坐下来开始弹奏练习了
无数遍的曲子。美妙而动听的乐曲
响了起来，我已忘记这是在考级现
场，直到考官一声“停”我才结束
了弹奏。
两个多月后，我拿到了那张来
之不易的十级证书。拿到证书的时
候，我特别激动，也特别感恩。谢
谢自己有勇气，不再害怕面对失
败；谢谢自己不放弃，克服心魔坚
持练习。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
很多考验。就像疫情防控期间，我
们每天都在和新冠变异病毒斗争：
医院里，医护人员夜以继日救治确
诊患者；社区里，工作人员每天都
在为核酸检测、统计数据等等工作
忙碌；卡口上，志愿者 24 小时不
间断检查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家庭
里，大家听从指挥居家办公，待疫
情缓解后也是往来于家里和单位两
点 一 线 间 …… 我 们 都 是 勇 敢 的 战
士，无畏的英雄，都在为抗击疫情
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不管何时何
地，我们都要心怀勇气，不惧困
难，每天好好生活和学习，勇敢而
坚定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指导老师：徐吴丹）

南丰小学（永联校区）小记者站 金雨萱 （指导老师：周奇娇）

留一点勇气给自己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即将
去参加钢琴十级考试。随着考级时
间一天天临近，我越发焦虑起来。
因为有一首钢琴曲子我总是弹奏得
不熟练，甚至还有错音。我着急到
想落泪，脑子里还有一个声音在不
停响起：“放弃吧，明年再考十级
吧……”
虽然妈妈每天都在鼓励和安慰
我，坐在一旁督促我练琴，但我仍
然有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畏惧。我
怕自己努力练琴那么长时间却得不
到理想的结果，更害怕面对爸妈的
失望……直到遇见了那场冬雨，看
到了那棵大树，我才改变了想法。
那天下午，我正在房间里练
琴，寒冷的屋外突然下起了冬雨。
已经练琴很久的我就趴在窗户边看
起来。密急的冬雨正“洗礼”着屋
外一棵大树，枯黄的树叶因经不起
雨滴连续拍打已掉落一地，但大树
却坦然接受着寒风冰雨的挑战。它
的枝干遒劲有力，树根深扎泥土，
向世人展示着它顽强的生命力，也
给我传递了一个信念：面对风雨，
要勇敢而坚定。是啊，我为什么就
不能勇敢一点呢？为何我心中都是
畏惧与懦弱？我应该留一点勇气给
自己，不是吗？我再次起身走向钢
琴，此刻我脸上的愁云已消失不
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豁然开朗的
笑脸。我的内心也不再惧怕，深吸
一口气打开钢琴练习起来。我告诉
自己：即使今年钢琴考级失败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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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阳湖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伏芝颖
我的动物朋友是一只小猫，它
不仅娇小可爱，还很顽皮。
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喝可乐，
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可乐”。可
乐长着一对水灵灵的神气的大眼
睛。白天，它的眼球呈浅绿色，像
两颗亮晶晶的绿宝石；夜晚时的眼
球呈黑色，像两颗黑珍珠。它有一
个粉嫩的小鼻子，一对灵敏的耳
朵，还有几根漂亮的胡须。一身黄
白相间的绒毛，摸上去软乎乎的，
舒服极了！
可乐的性格温柔可亲。每当我
走到它面前时，它总会来蹭我的
腿，接着就在地上打几个滚，再嗲
嗲地叫上几句，好像在说：“主人
主人，快来陪我玩会儿吧！”真是

太惹人爱了。
可乐进餐时也十分有趣。每当
它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得空空如也
时，就会“喵呜喵呜”地叫唤，仿
佛在抱怨我“小气”。我一拿出猫
粮袋子，它就把一张又大又圆的脸
埋进食盆，我只好无奈地把猫粮倒
进食盆，结果弄得它满头都是。这
时，它会用力甩脑袋，把猫粮甩得
到处都是，再跑过来，一粒粒地吃
掉。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都会被
它逗得哈哈大笑。
这就是我的动物朋友——一只
既活泼又可爱的小猫，它给我家增
添了不少乐趣呢！
（指导老师：孙晓婷）

他生气了
城北小学小记者站 马雪茹
人都有喜怒哀乐，这十分正
常，不必特意去放在心上。我总是
这样安抚自己。可那次他的生气却
始终让我难以释怀。
那本是个开心的早上，可是哥
哥的老师打电话给爸爸，反映哥哥
已经连续好几天没交作业了。放下
电话，我看到爸爸的脸色瞬间变得
铁青，眉毛拧成了一股黑绳，眼睛
里冒着红红的火焰，仿佛要把我们
吞掉一般。“作业怎么没写完？每
次问你，你都说写完了，你每天只
知道玩吗？现在不努力你准备到什
么时候努力……”爸爸一手叉腰，
一手指着哥哥咆哮。
我站在哥哥的旁边，还没来得
及庆幸自己每天都是按时完成作业
的，就听到爸爸紧接着数落我：
“还有你，自己写完作业，不知道
要提醒一下你哥哥吗？你们是兄

妹，学习上要互相督促，共同进
步，不要只顾着自己……”他的语
速越来越快，就像机关枪一样“哒
哒哒”地在我耳边扫射，短短几十
秒他就爆发出了成百上千的字。我
的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双手
紧紧抓住裤子，几乎要把布料抓破
了……
终于爸爸去上班了，我站在原
地，眼睛里闪着泪光，有害怕也有
委屈，心想：哥哥比我高一个年
级，不应该是哥哥检查我的作业
吗？怎么变成我也有错了呢？可我
知道如果当时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
法，那一定会火上浇油。
爸爸的那次生气如同不褪色的
印章，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
记。
（指导老师：陆燕）

我是小小讲解员
暨阳实验小学（城中）小记者站 顾米诺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张家港博
物馆组织的“最少年——小小历史
讲解员”夏令营活动，并通过考核
获得了“一星讲解员”证书，取得
了进入博物馆做讲解员的资格。什
么时候能真正进入博物馆做讲解员
呢？我开始期待。
这不，机会来啦！寒假刚开
始，张家港博物馆就开始招募志愿
者讲解员啦！我缠着妈妈帮我报了
名。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虽然
外面下着雨，但一点也不影响我的
热情。爸爸送我到博物馆，他刚把
车停下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车
门冒雨冲到了博物馆门口，穿好志
愿者马甲，戴上讲解员胸牌，开始
我一天的志愿者活动啦！
今天，我的讲解岗位是“张家
港博物馆大厅”和“民俗馆之暨阳
人家”。站在博物馆大厅等待游客
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忐忑，腿都
软了，手也出汗了，虽然稿子都已
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我还是担心会
忘记讲解内容。
游客们陆续进入了博物馆，我
的讲解开始了。从张家港博物馆的
历史开始到博物馆本身的建筑特
点，从博物馆主题陈列和展厅特点
到博物馆大厅形象墙的意义，我都
一一为游客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因
为在大厅讲解时我是定点讲解，站
位没有变化，和游客之间也有一定
的距离，所以心里的紧张感稍稍小
一点。但是随着游客们参观的脚
步，我们很快来到了“暨阳人
家”，这里和在大厅讲解时不太一

样，游客们都围在我的身边，讲
解时还需要有不同的走位，我真
紧张呀！我的小心脏“怦怦”加
快了跳动，声音也不自觉地越讲
越小，更加不敢抬眼直视游客。
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传入
我的耳朵，只听阿姨对着她旁边
的 小 妹 妹 说 ：“ 认 真 听 姐 姐 的 讲
解，很有用的。”这句话给了我很
大的鼓励，我逐渐进入了状态，
声音慢慢变大了，眼神也敢和游
客交流了。面对着别有风韵的
“暨阳人家”，我详细地向游客介
绍着，从江南城镇特有的风情建
筑到普通暨阳人家的厅堂陈设，
从大门和厅堂的至理名言到境内
辈出的名人大家，从旧时暨阳人
家的婚房设置到结婚礼仪，从旧
时居民厨房到“老八样”年夜饭
菜肴，我越讲越投入，刚才的紧
张已经荡然无存。这时我发现游
客越聚越多，他们都用欣赏和鼓
励的眼神注视着我，还有的阿姨
拿着手机拍照、录像。当讲解结
束时，游客们一起给我鼓掌，其
中的一个爷爷还朝我竖起了大拇
指 。 这 一 刻 ， 我 体 会 到 了 骄 傲、
自信、满足，还有战胜自我的成
就感。今天是我当博物馆小小讲
解 员 的 一 天 ， 也 是 我 突 破 自 我、
挑战自我的一天。
大家有时间都到博物馆来转
转吧，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前人留
下来的众多瑰宝，还可以听我来
为您讲解哦！
（指导老师：高小飞）

给妈妈的一封信
中兴小学小记者站 曹施博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明天，就是您的节日——母
亲节了，我祝福您健健康康、平
平安安，工作顺顺利利！
妈妈，我知道在我的成长过
程中，您为我付出了很多的心
血。我从小就不好好吃饭，您总
是想方设法给我做好吃的。我生
病的时候，您总是急得吃不下
饭、睡不好觉，日夜守护着我。
每每都是我的病好了，您却累趴
下了。我上学以后，您总是辅导
我学习，还总是积极地帮我查资
料。每当我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您比我还开心，而且一连好几天
都是笑眯眯的……总之，我一点
一滴的成长，其中都有您的功劳。
可就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
候，突然听见客厅里有动静。我
忙从房间冲出来，看见一向沉着
冷静、面带微笑的您因为疼痛，
嘴唇发白，脸上的肌肉犹如麻花
般拧作一团。您右手按着肚子，
在沙发上翻过来、翻过去，嘴里

呻吟着：“肚子疼，疼死了……”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特别心疼，
但又手足无措。
爸爸搀扶着您去了医院，您
坚持让我留下来看家。我在家焦
急地踱来踱去，不时抬头看向时
钟，手机拿起又放下……我努力
让自己平静下来，安慰自己道：
妈妈不会有事的，妈妈平时身体
一直很好的。可想到最近发现您
新增的丝丝白发，心里还是像十
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
家里等待消息的每一秒对我来说
都是煎熬，我终于忍不住拿起电
话打给您，当听到您说“没事”
的时候，我如释重负。
我 想 对 您 说 ：“ 妈 妈 ， 我 爱
您！我一定会用我的行动和我的
成绩来报答您的！”
祝
母亲节快乐！
您的爱子曹施博
2022 年 5 月 7 日
（指导老师：朱娜琼）

冬奥开幕式掠影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胡铭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于 2 月 4
日晚，在北京鸟巢体育馆拉开帷
幕。我非常期待这次盛会直播，
虽然晚了几分钟打开电视，没有
看到歌舞表演 《一起向未来》，但
幸运的是赶上了开幕式二十四节
气的开场倒计时。当立春的画面
出现后，冬奥会开幕式正式开启。
开幕式现场响起了慷慨激昂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
旗徐徐升起，现场的人全体起
立。我跟着他们一起唱起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这一刻我感
到身为一个中国人无比的自豪。
唱完国歌，舞台上出现了从天而
降的黄河，紧接着一个冰立方缓
缓升起，六位冰球运动员跟着节
奏击打着冰球的影像，冰立方渐
渐破裂，随之缓缓升起的是一个
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真是壮观
极了！接下来就是各个国家运动
员入场的时间，他们在各自旗手
的带领下经过五环进入了主会
场。等了好久，我期待的中国代
表团怎么还没看到？我着急地问
起了妈妈。妈妈告诉我，身为东
道主的中国是要在最后压轴出场
的。终于，我等到了中国代表团

的进场，参赛的人数有三百多，
他们参加了所有的项目，真是厉
害极了！
接下来的文艺表演中，我最
喜欢的一个节目是 《雪花》。看着
里面的小朋友们有的手举和平鸽
的彩灯，有的唱着奥林匹克的会
歌……在举灯的孩子们围成一个
爱心时，其中一个小孩迷路了，
另外一个小孩子马上出来把他领
回了大部队。爸爸告诉我，这个
节目寓意着“祖国的‘孩子’一
个也不能少”
。
马上要迎来最激动人心的时
刻了：主会场奥林匹克圣火点火
环节。奥运圣火经过一次次的传
递，最终由两位奥运冠军插上了
由世界各国雪花牌组成的大型雪
花座上，直接成为了主火炬。北
京冬奥会正式开幕！冬奥会的冰
墩墩和冬残奥会的雪容融都可爱
极了，我很喜欢它们。
很期待在这次的冬奥会上，
各国奥运健儿们能充分发挥国际
奥林匹克竞技精神“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为大家带来
精彩的赛事！
（指导老师：朱滢）

难忘的冬奥会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蒋佳颖
冬奥会，顾名思义，即冬天
举办的奥运会。2022 年 2 月 4 日
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
行。我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等
着看精彩的开幕式。
果然，开幕式没有令我失
望。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到迎客
松盘桓鸟巢，每个创意都让人拍
案叫绝；从普通中国人手手相传
国旗，到五星红旗与冰雪五环交
相辉映，每种情怀都直抵人心。
开幕式中，有一些精彩难忘
的瞬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
里。例如，在鸟巢上空焰火组成
了“立春”字样，是我国二十四
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雪花状的
冰雪五环，既展现了奥林匹克的

五环标志，又凸显了冬奥会的主
题；国旗在人与人之间互传，寓
意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
冬奥会的举办展现了我国人民团
结一心、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力
量。用微火炬点燃奥运圣火，能
够体现我们国家重视能源节约和
环保，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理念。
开幕式中高科技的运用，为观众
展现了一幅幅惊艳的画卷，体现
了我们国家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难忘的
镜头，无不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强
大和人民对运动的热爱。我暗下
决心，要向奥运健儿学习，好好
锻炼身体，增加本领。
（指导老师：唐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