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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天冷了，我们坛丘小学的师生想

起四川凉山灾区的小朋友们。那次地
震给小朋友的身心都带来了巨大的伤
害，他们的春天在哪里呢？在寒冷的
冬天，他们是否有保暖的棉衣呢？

这不，坛小师生组织了捐衣活
动，一起为灾区献一份爱心，送上过
冬的保暖棉服。放学时，老师告诉大
家“要捐八成新的，当然新的最好不
过了，这样保暖性才强”。第二天早
上到学校，同学们都是大包小包的，
拎着自己的捐赠物品，乐呵呵地来到
捐赠点。

我的心情也是无比高兴，我不仅
拿了近10套棉服，妈妈还把一件吊
牌都没摘掉的大衣也捐了，这件大衣
是粉色的，妈妈觉得她这个年纪穿有
点“装嫩”的感觉，索性捐给有需要

的人。当我走到捐赠点时，眼前一
亮，不禁发出感慨：“哇，好多衣
服！”面对如小山似的衣服堆，我这包
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老师们和志
愿者家长们都忙得不亦乐乎，登记、
挑选、整理、打包……在寒冷的天气
里，他们挽起袖子忙碌着，额头的汗
珠顺着脸颊往下滚……

就在2019年11月17日，凉山灾
区的小朋友们向坛小发来了他们分发
衣服的照片，以及对我们家长、老
师、同学和志愿者们的感谢信，这是
给我们最大的鼓舞。

灾区的小朋友，我相信，有了四
面八方的人们的支持和帮助，你们的
春天也不远了。

我想，我也会继续关注和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指导老师：坛丘小学 计冰菁）

赠寒衣
小记者 杨灏

我家就像是一个动物园，这里
经常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妈妈就像一只五彩的孔雀，每
次出门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上街
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计划买东西，
妈妈总是要看看鞋子、包包、衣服
等。当然，她主要是给我和弟弟挑
选，顺便也给自己、给家里其他成
员挑选。同时，妈妈也是一个特别
爱干净的人，有一次，弟弟衣服上
的油渍很难洗，老是洗不干净，妈
妈一边洗一边嘴里还嘀咕：“这小
子衣服每次都弄得这么脏，还洗不
干净……”直到弟弟的衣服被洗到
妈妈满意的程度，妈妈这才很有成
就感地将衣服晾晒起来。

我爸爸就像动画片里的“佩
奇”，可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却经常
看见爸爸吃得很少，我就疑惑了：

“为什么爸爸吃那么少，身上却那
么多肉呢？”妈妈帮我解答了这个
疑问：因为爸爸老是吃饭不规律，
应酬的时候经常喝酒，吃得也很油

腻，而且也没有时间运动。爸爸买的
运动器械没有多少是使用过的，上面
堆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学游泳之前，我是一只地地道道
的“旱鸭子”。学习游泳之后，我华丽变
身成了“青蛙”。不过，我这只“青蛙”也
有呛水的时候。有一次，一不留神，游
到了深水区。深水区的水深我只有踮
着脚才能刚刚站稳，本来想游回去的，
但是我却没有力气了，脚下一滑，整个
身体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径直向下沉去。
幸好当时我带着游泳镜，能看清水里的
情况。说时迟那时快，我双脚向着泳池
底部用力一蹬，整个人就朝着水面冲
去。当我的脸露出水面的时候，我下意
识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个时候鼻
子还没有完全离开水面，一下子呛了
好多水，别提有多难受了。要是有人知
道“青蛙”也会呛水，那还不得笑死人。

这就是我家的小小“动物园”，
我喜欢我家的“动物园”！

（指导老师：八都学校小学部 钮
建国）

我家的小小“动物园”
小记者 许昕玥

阳光下，伴随着温暖的微风，
池塘的湖面泛起涟漪，在宁静的池
塘边，总有一个背影。那背影是那
么笔直挺拔，又是那么熟悉亲切，
这就是我的爸爸。

爸爸就这样安静地坐在池塘
边，不言不语，拿起鱼饵放在鱼杆
上，轻车熟路地将鱼饵丢进池塘。
他总会把钓出来的小鱼和小虾米给
我们玩，还教我们怎样钓鱼，他告
诉我们钓鱼的时候，可以安静地感
受到大自然的呼吸，也可以锻炼人
沉着冷静的性格，所以他最喜欢钓
鱼，我们也在他的熏陶下格外喜欢
钓鱼。我们一家四口，没事的时候
就一起去钓鱼，感受那份自然的宁
静，所以我对那池塘边的背影再熟
悉不过。

我的爸爸是一个脾气超级好的
人，这可能和他钓鱼的这一爱好有
关。平时他工作回家后，总会进屋
第一时间抱抱我和妹妹，妈妈则在
旁边露出温暖的笑容，我们一家人
的相处模式就是这样，从来不会大
吵大闹，每个人都互敬互爱。

我们的家风是爸爸定的，他
说:“我们这辈子能够成为一家

人，给彼此温暖，实属来之不易，所
以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互敬互
爱，珍惜彼此。”想想还真是，爸爸
一有时间就带我们去旅游和钓鱼，他
从来不打骂我们，我和妹妹做错事的
时候，爸爸总会语重心长地帮我们改
正错误，妈妈总是会开玩笑说:“哎
呦，瞅瞅你爸爸宠你们宠的啊，你们
的出生就是来和我抢你们爸爸对我的
爱的吧。”

我们很喜欢和爸爸待在一起，他
像是一棵大树，总是屹立不倒站在我
们身旁，为我们遮风挡雨，有他在，
我们就什么也不用怕。

我读过老舍先生的《背影》，里
面描写的是一个年迈的父亲给儿子买
橘子吃的那个背影，那背影对我来说
很有感触。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
爸爸的背影变成了老舍笔下的背影，
我又该如何。我想，从现在开始，我
就要做好迎接那背影的准备，珍惜与
爸爸在一起的日子，不气爸爸，让爸
爸慢一点变老，让爸爸的背影永远都
是那样的伟岸挺拔。千言万语汇成一
句话，“我爱你，爸爸！”

（指导老师：盛泽小学目澜校区
潘晨）

父亲的背影
小记者 林雨晨

今天傍晚，奶奶做了一道平平
无奇却让我垂涎三尺的菜，它叫糯
米塞藕。

对我来说，糯米塞藕虽然是家
常便饭，但我对它的热爱丝毫不逊
于大鱼大肉。它貌不惊人，甚至有
些丑陋。乍一看，它的皮是黑乎乎
的，有些地方高低不平，看它的样
子简直和美味不沾边。但你如果以
貌取“藕”，仅仅因为它不好看就
不吃它，它的内心肯定会感叹：

“我太难啦！”
糯米塞藕虽然没有红烧肉的香

气扑鼻，没有奶油蛋糕的诱人外表，
和它们比，糯米塞藕只能说是“小巫
见大巫”。但它的味道很特别，简直
妙不可言，令人称赞不已。它有一丝
似有似无的甜味，必须细细品尝才能
吃得出来。口感呢，结合了糯米和藕
两种食物的特点和精华，脆中带柔，
面中带糯。轻轻地咬上一口，糯米的
软糯和藕的清香在唇齿间交相融合，
美味无法言语。

糯米塞藕，虽然平淡无奇，但令
人回味无穷。

（指导老师：莘塔小学 倪苏昱）

糯米塞藕
小记者 张奕弛

“你看，那小孩得有十个月大
了吧！”每次当我带弟弟出去的时
候，准有人会这样说。我有一个弟
弟，才六个月大，但他的体格却十
分大，像一只大熊猫。他长着一个
大大的脑袋，虽然是单眼皮，却长
着黑宝石般的眼睛，还有像刷子般
的眼睫毛，由于太胖，他脸上的肉都
坠下来，像一只可爱的哈巴狗。

我的弟弟不仅体格大，他还特
别坏，有时候坏到让人都不敢不搭
理他。

一天，我和爸爸、妈妈、悦悦
一起出去玩，玩到了九点多，回到
家后，我们个个身体里的“沙发
精”跑出来作祟，动弹不得。这时
我口渴了，正准备去接水喝，我路
过弟弟的小床，我没有看向他，他

却以为我要抱他，结果我没抱他，他
委屈地哭了起来，哭得似乎要把房顶
掀开。

我被弟弟吓到了，连忙放下水杯
去哄他，可谁知越哄，他却哭得越厉
害，他似乎在说：“你早不来抱我，
现在太晚了，你伤到本宝宝的心
了！”我也无可奈何，最后，我把这
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爸爸，爸爸
又是颠，又是举高高，经过了一个小
时的折腾，弟弟总算安静了，我和爸
爸却整个人都似乎变软了，直接躺进
床的怀抱，进入了梦乡。

这种事可不止发生过一次哦，隔
几天就要来一次呢！

我的“魔鬼”弟弟，真是让我心
服口服！

（指导老师：北厍小学 周迎飞）

我的“魔鬼”弟弟
小记者 姚舒涵

在秋风送爽的秋天，我们小记
者的第一次活动终于到了！

那天下午，我们坐着大巴车离
开了学校。一路上，风和日丽，蓝
蓝的天空白云飘飘，宽阔的街道上
车水马龙，两旁一排排大树上的叶
子在秋风中轻轻地摇动着，还不时
有树叶像一只只蝴蝶一样飞下来，
降落在草地上。

一会儿，大巴驶离了小镇，进
入了郊区。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下
了车。就在这时，美丽的田园风光
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广阔的金黄
色水稻田，一个个绿色的小草垛，
一条条亮晶晶的水渠，还有几只美
丽的白鹭在稻田上低飞，风中还带
着一股股青草的香味儿。这里的风
景真美啊！

我们进入了一间大大的铁屋
子，屋内有着各种各样的农用工
具。那里有插秧车、拖拉机、收割
机、洒肥车等。现代的收割机可厉害
了，一天能收割七八十亩的土地，

比之前人工收割的速度要快得多。
接着，我们走进稻田，发现那

里有一辆卡车装着满满的一车金色
稻谷。当地的农民不但向我们展示
了收割机是如何收稻子的，还让我
们小记者进去体验捡稻穗呢！捡到
的稻穗全都送给我们当礼物。

离开了水稻田，我们又去了火
龙果园摘火龙果。进入果园，我发
现火龙果都生长在像仙人掌一样的
植物上，火龙果树被一根木棒子撑
着，以免它倒下来。火龙果特别难
挑，用大家的话来说就是“红的
小，绿的大”，所以很多人挑了半天
才挑中一个。但最终，大家都有收
获。在大棚里待了好久，大家都觉
得很热，因为火龙果不能在低于
5℃的低温环境下生长。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发现了我
们祖国的科技更加发达了！也祝愿
我们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学 郑
湲）

一次小记者活动
小记者 庾淑宁

同学们，我想大家都吃过火龙
果吧？但是有多少同学摘过火龙果
呢？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讲讲，我
们同里实验小学小记者去火龙果园
体验摘火龙果的趣事吧。

今天，张老师带我们同里实验
小学的小记者去火龙果园体验亲手
摘取火龙果。一进火龙果园，映入眼
帘的便是一片紫红的、已经熟了的
火龙果，颜色格外好看，火龙果园的
老伯伯说，现在你们看到的火龙果
还是小的呢，越往里走，里面的火龙
果越大。说完，老伯伯就告诉我们如
何采摘火龙果。首先，我们每个人要

先带上手套，因为这样不会被火龙
果树上的刺伤到。接着老伯伯给我
们每个人发了一把月牙儿状的剪
刀，他说一定要用剪刀剪，不能用
手直接摘，这样能保证火龙果果实
完整和鲜美。老伯伯说完，我们立
刻就去完成采摘任务了，根据老伯
伯的方法，我和同学们一会儿就摘
了好几个。虽然有点累，但是我们
收获了很多，心里格外开心。

下次有机会我会让妈妈带我再
一次体验摘火龙果的乐趣。你们想
要去试一试吗？

（指导老师：同里实小 张怡）

摘火龙果趣事
小记者 曹可卿

今天是小记者的第一次活动，
我特别兴奋。我们一行人坐着大巴
车来到了菀坪的新湖村，待大家换
好小记者衣服后，我们的参观之旅
正式拉开了序幕。

首先我们来到水稻种植区。一
走进种植区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那一望无际的稻田，你看那一
片片的稻田，在阳光的照耀下，像
一块金黄的大地毯，衬托着天空的
蔚蓝，好一幅美丽的秋景图。此时
的农民伯伯正热火朝天地在农田里
干着农活，从他们的笑容中，我们
可以感受到他们丰收的喜悦。一位
热情的农民伯伯接待了我们，他认
真地给我们讲解了关于种植稻田的
相关知识，让我们了解到农民伯伯
种植的辛苦，明白了“粒粒皆辛
苦”的道理。

告别了金黄的水稻田，我们来
到了果园。你看，那几个火龙果长
在一株像仙人掌的枝条上，有的歪
着小脑袋，有的躲在了枝条的后
面，就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在玩
捉迷藏的游戏，真是可爱极了。

最后，我们走进了橘子园，正
值橘子丰收的季节，果园里的橘子
树上结满了果实，大部分的橘子都
已经变成了黄色，只有小部分还青
中带黄，在果农讲解完采摘的安全
注意事项之后，我们的采摘活动开
始了。到处都是成熟的橘子，都不
知道该从哪里摘起了。我拿着剪刀
向太阳最强烈的地方走去，仰头一
看，那有一个金黄的大橘子，我踮
着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个
橘子剪下来；我又走向另一个橘
子，“咔嚓”把它剪下来了。就这样
一次次地剪，很快我有十几个了。
拿着这些沉甸甸的、甜丝丝的橘
子，我开心极了。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活动
也接近了尾声，大家依依不舍地
告别了美丽的新湖村。这次活
动，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采摘的
快乐，还学到了关于种植水稻和
橘树的知识，更体会到了农民伯
伯的艰辛。

（指导老师：横扇学校小学部
黄惠荣）

走进新湖村
小记者 刘瑜馨

别人家的妈妈一般都迷包包、
衣服，我的妈妈就独树一帜了，

“一把年纪了”，最近居然喜欢上了
化妆品。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上周说起。
那是一次逛街，在商场里，我妈不
经意地看了化妆品店一眼。店老板
眼尖得很，一下子就发现了我妈这
个“潜在客户”，热情洋溢地推荐:

“这是新出的口红哦，这色号一看
就很适合您的肤色，而且价格很便
宜，一点也不输那些大牌呢。试一
试吧，我们这里免费试用哦。”我
想，唉，店主这不是白费力气嘛，
妈妈可从不化妆的呀，于是便想拉
着妈妈走。

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妈妈居然
同意了！店主给妈妈的全脸都化妆
了，此刻的妈妈怎么看也不像是我

妈，她年轻了很多，要是换上一套时
髦点的衣服，都可以做我的姐姐了。
妈妈看了镜子后，脸上绽开了花，欣赏
了老半天。最终，老妈一口气买了一支
口红、一个粉底、一支眉笔和一瓶卸妆
水。我的天呐，这还是我妈妈嘛，太反
常了。妈妈肯定是心血来潮，用几天
讲不准就“遗弃”它们了。

可是我错了，从这以后，她就开
始迷上化妆品了。

每天出门前，妈妈都要雷打不动
地在房间里化一个半小时的妆，连懒
觉都不睡了。我们说说她么，她还反
驳说在学习化妆。我真是无可奈何
啊！

妈妈已经在“化妆品坑”中越陷
越深，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的妈妈
越来越美啦！

（指导老师：金家坝学校 赵彧）

掉进“化妆品坑”的妈妈
小记者 沈凯瑶

我家有个小娃娃，她是我的亲
妹妹，也是我们家的“小二货”。

她现在还不会说话，但是她有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每次见到
我，就眨巴眨巴眼睛，从她那像珍
珠一般美丽的眼睛中，我仿佛能知
道她在叫我姐姐。她走路的时候还
总是摇头晃脑的，十足一只“小二
货”。

那到底她有多“二”呢？
小娃娃因为洗手够不到水龙

头，所以她就想出了一个特别
“好”的点子——用马桶里的水。
有一次，她刚吃完橘子，想去洗
手，可是水龙头太高了。她又跑到
洗手间，看到马桶里有水，小脑瓜
灵光一闪，二话不说就想把手伸到
马桶里面去。幸亏我及时赶到，不

然的话小娃娃就真的要把手放到马桶
里去了。这种事情防不胜防，还发生
过好多次呢！你说她是不是一个“小
二货”呢？

我们家的“小二货”还有一门很厉
害的本领，那就是“铁头功”。她刚学会
走路，一直摔跤，就像一只没头苍蝇
似的到处乱撞。有时她还踮起脚走
路，有时她还没站稳就要把脚抬起来
跑……所以，经常能够听到她头撞击
墙壁、撞击地面的声音。不过，每次
她撞击之后都不会哇哇大哭，即使头
上都撞出一个大包来，她都站起来继
续走路，还跟我们玩得很开心呢。

这就是我们家的“小二货”，那
么天真，那么可爱，又那么“二”！

（指导老师：汾湖实验小学 王逸
诗）

我们家的“小二货”
小记者 陈胤灵

□□ 我是小记者我是小记者 □□

□□ 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