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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
子——我们要去打疫苗了！
我真是既期待又害怕啊！

对我来说，打疫苗可是
一件让人十分害怕的事。虽
然，我从来没有因为打针哭
过，但是，被针扎到手臂里
的那一刻，我还是感觉很痛
的！当我正脑补着以前打针
的画面时，爸爸似乎看出了

我内心的恐惧，便轻轻拍了拍
我的肩膀，微笑着鼓励我说：

“别怕，打针就像蚊子叮一样，
一点儿都不痛的！”我一边听着
爸爸的话，一边等待着打疫
苗，我的心则不停地怦怦跳。

终于轮到我了！护士阿姨
亲切地让我坐下。我迈着沉重
的步子走向前，睁大了眼，皱
起了眉头，准备迎接痛苦。只

见医生熟练地从小冰箱里取出一
瓶疫苗，用针头吸了一点，准备
给我打了。我慢吞吞地把肩膀和
手臂露了出来。看着针头越来越
近，越来越近，我内心不停地祈
祷着：神啊，救救我吧！哎呀！
戳进去了！顿时，我觉得受到了
一顿暴击：好疼啊！我的手不会
断了吧!

很快，疫苗打完了，我长长
地松了一口气。瞬间，打疫苗时
的那种恐惧没有了！原来，除了
手臂有些隐隐作痛，打疫苗其实
也没什么嘛！我把棉签一丢，去
留观区看书咯！

（指导老师：鲈乡实小越秀
校区 章雨倩）

难忘的经历
小记者 郑朗珺

我们家里有个“劳模”
爷爷，他身材矮小，精瘦精
瘦的，脸也黑黑的。别看他
貌不惊人，干起活来可是一
流。

听爷爷讲，年纪轻的时
候，他就一个人去上海打
拼。他不怕苦、不怕累，经
常早出晚归，在上海一干就
是二十几年。退休后，他还
是闲不住，不仅包揽了家
务，还找了一份工作，依然
任劳任怨。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次打扫卫生的事情。我们
出租的那套房子，因为租期
满了，租户搬走了，但是屋

子里又脏又乱。这时，我们家
的“劳模”爷爷出场了。你知
道，他打扫了多久吗？听到这
个数字，你肯定会很惊讶！他
整整打扫了十六个小时！是
的，你没听错。那天早上七
点，爷爷就带着打扫工具出发
了。他先请人清洗了油烟机，
然后自己一个人擦窗户、拖
地、刷马桶……把屋子彻彻底
底地打扫了几遍，直到深夜十
一点才回家。虽然很累，但他
没有一句怨言。

这就是我们家的“劳模”
爷爷。

（指导老师：鲈乡实小越秀
校区 臣萍）

“劳模”爷爷
小记者 马心知

前不久，我和好朋友何
辰逸约好，一起去林海天池
游玩。想着能和好朋友一起
玩，我开心极了，便天天盼
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了
那一天，吃过早饭，我便迫
不及待地催着父母早点出
发。

到了林海天池的大门
前，我和好朋友会合了。验
票之后，我们便先到游客中
心玩了起来。

我们先参观了吴越历史
文化展览馆。那里面既陈列
着吴越时期的文物，还有越
国打败吴国称霸的历史资
料。接着，我们又去玩了室内
的投篮机和桌面足球。其中，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桌面足
球了。我如猛虎下山般次次
打败何辰逸。尽管何辰逸用
尽了各种防御手段，但他还
是被我打了个落花流水。

我们玩了好几局之后，才
意犹未尽地走了出来。这时，
我们正赶上了小狗的精彩演
出。只见演员把铁环放在离地
10厘米的地方，指挥小狗双腿
轻轻一跃，顿时，小狗如同一
位下凡的仙女，姿态轻盈地钻
了过去。接着，演员把铁环放
在离地20厘米高度的地方，小
狗竟然毫不费力地过了！直到
铁环放在离地1米高的地方，
小狗依然能跃过，这真是一个

“奇迹”！
“天狗跃环”绝技表演完

后，小狗又开始表演“你推我
钻”的节目了。演员把一个有
四个铁环的道具，放在了舞台
上。随后，两只小狗跑到铁环
旁，其中一只小狗趴在四个铁
环的中心，双脚站立，另一只
小狗便在四个铁环里，绕着圈
跑。这真是好一个热闹的场景
啊。“这些小狗真聪明，真可爱
啊！”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接
着，我们又观看了“小狗推
轮”等节目。

最后，我们又去萌宠区，喂
梅花鹿、逗毛驴、看兔子……

时间过得好快啊！一转
眼，半天时间过去了，我们该
回家吃午饭了。我恋恋不舍地
告别了朋友，告别了林海天池。

（指导老师：铜罗小学 曹
捷琦）

林海天池半日游
小记者 张沈轩

夏天，正是去海边游玩的
好时节。犹记得，去年暑假，
我想去三亚旅游的梦想终于实
现了。

离我们住的酒店不远处
就是海滩。我走在海边的沙
滩上，光脚踩在柔软的白沙
上，如同踩在松软的棉花糖
上一般，舒服极了！走近大
海，那洁白的海浪一层层地
向我翻滚而来。海浪打湿了
我的脚背，顿时，我的全身
感到一阵清爽的凉意。我抬
头向远处眺望，大海一望无
际，远处的海看起来风平浪
静，海面上则漂着几艘白色
的帆船，那点点白帆就像一

只只海鸟，在大海妈妈的怀
抱中翱翔。

弟弟在沙滩上快乐地奔
跑，我在他身后追赶。弟弟见
我追他，便跑得更快了，就像
一只敏捷的小鹿，嘴里不时发
出银铃般的清脆的笑声。跑累
了，我们蹲在清凉的海水里，
用手泼水玩。那溅起的海水，
就像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
漂亮极了！正玩得高兴，弟弟
从水中抱起了一个褐色的小
球，歪着头问我：“姐姐，这
是什么呀？为什么它有三个
洞？”我仔细地看了一下，发
现这是一个小小的椰子。我对
弟弟说：“我们扔球玩吧！”弟

弟高兴地答应了。我用力地把椰
子朝弟弟扔去，一个大浪却又把
椰子打回了我的身边。我捡起椰
子，又一次扔向弟弟，弟弟接住
了，他把椰子高高地举过头顶。
谁知，椰子从他的后脑勺处掉了
下去，被大浪卷走了。我奋力地
追赶，终于抓住了椰子。天色渐
晚，我们该回酒店了。弟弟把椰
子埋到了沙里，打算下次再来
玩。

海边的时光真是非常美好，
让人流连忘返。我十分期待下一
次的“三亚游”，相信会有更有
趣的体验！

（指导老师：鲈乡实小越秀
校区 臣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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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到了菀坪
新湖村，采摘橘子！

摘橘子之前，讲解员向
我们详细介绍了新湖村。原
来，新湖村是一个以“种橘”为
主导产业的特色村庄。新湖村
的柑橘远近闻名，每年产值极
高……听到这里，我惊讶不
已，四周的小记者也不禁发出

“哇”的感叹声。没想到，小小
的村子竟然能产这么多的柑

橘！这下，我更加忍不住，想要
快点去摘橘子了。

来到了橘林，我们每三
人一组，在门口领取剪刀之
后，就进去采橘子了。刚走
进去没几步，一棵棵果树便
映入眼帘。看，每棵果树枝
头都挂满了金黄的橘子。我
看着那诱人的橘子，嘴里顿
时感觉到有一股酸酸甜甜的
味道袭来。我迫不及待拿出

剪刀，左看右看，发现了一个
又黄又大的橘子，急忙跑去，
一只手托在橘子下面，另一只
手拿起剪刀，小心地剪断它的枝
条。伴随着“咔嚓”一声，一只
顽皮的小橘子欢快地跳入我的手
心，我高兴极了！此时，四周也
不断响起成功摘到橘子的欢呼
声。忽然，吴韩在一旁叫道：

“快把剪刀给我！我看中了一个
大橘子！要被别人摘走啦！”不
一会儿，我们摘了一袋重重的橘
子，真是满载而归啊！

闻着环绕在鼻尖的淡淡的
橘子清香，我们在新湖村金灿
灿的橘子林里留下欢乐，体验
了亲手采摘的乐趣。
（指导老师：铜罗小学 曹捷琦）

摘橘子
小记者 王芯蕊

今天是周二，这是我第
一次体验小记者活动的日
子。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
赵老师的带领下，踏上了

“旅程”。
我们一行人一路欢声笑

语，来到了苏州湾文化中
心。这里分为南区和北区。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进
了这个高大的建筑。刚一进
去，我就被地面上的花纹吸
引了，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进入歌剧厅，只见那里的座
位众多，竟有 1600 个之
多，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啊！
走在这儿的阶梯上，我如同

走在座位的海洋中。歌剧厅
里面还有一个极大的舞台，
这舞台功能还很强大，可上
升、可下降，还可以旋转。抬
头看去，那顶部如同一片叶
子，还可以移动。这么无与伦
比的设计，不禁让我感叹设
计师高超的设计能力！

随后，我们来到了天
桥。那里有很多花花草草，
极似一个秘密花园。当我还
沉浸在花朵的美丽中时，突
然周围传来了一阵阵尖叫
声，细问之下得知，原来，大
家害怕这高高的天桥啊！我
们几个人围成了一团，紧抱

在一起，互相诉说着自己的害
怕。我们在各自的尖叫声中，走
完了百米天桥的人行横道。

“摘橘子咯！”在一阵阵的
欢声笑语中，我们开始了第二
项行程。我们一边摘着，一边
还品尝着。

“这个甜！”
“这个也甜！”
我的两个小伙伴争着说：

“哎呀，我的好酸！”倒霉的我，
第一个就尝到了个酸橘子。随
后，我们又开始讨论摘橘子的
技巧。

在完美配合下，我们三人
组摘了30个看起来都很不错
的橘子。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
暂，一下就到了我们该回校的
时间。

“甜！”橘子真甜，当小记
者的滋味更甜！

（指导老师：金家坝学
校 赵彧）

小记者游记
小记者 计晨悦

去年暑假，妈妈给我买了
一块漂亮的滑板。我跟着视
频，学会了上下板、转弯、荡
板……最近，妈妈心血来潮，也
想学滑板。我这学有所成的滑
板小能手，自告奋勇地当
了回妈妈的私人教练。

第一节课的教学
内容是上下板。
我给妈妈亲自示
范：把左脚放在
滑板前端处，再
把 右 脚 快 速 收
上，然后两脚调
成平行状态。妈妈看
后表示懂了，胸有成竹地上
板了。当她的一只脚站在板上
时，她的手臂开始胡乱挥舞，
身体摇摇晃晃起来，并大叫
道：“啊，教练救命！”我赶忙
跑过去，扶住她，当她的拐
杖，温柔地解释道：“你没把
重心放在左脚上，调整重心再
试试。”这次，我握住妈妈的
手，她颤巍巍地上了板。我见
她站稳了，就慢慢松了松，鼓励
道：“慢慢来，放轻松，要有信
心。”妈妈下板后，我又让她试
着练了几遍，从扶着我的手，到
轻轻地搭着手，到最后可以脱
手自己上板，她慢慢熟练起
来，能够稳稳地上下板了。

第二节课难度加大，我教

妈妈学滑行上板。我又给妈妈
做了示范，说了重点：“滑行要
快，上板也要快；要有信心，
勇敢点。”我在妈妈身旁跟着
她，生怕她滑得不稳摔跤。滑
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了妈妈的
缺点：身体喜欢往后倾斜，上
板容易摔跤。妈妈听了我的建
议，调整身体，改正了错误，
很快就能滑行上板了。

通过两节课学习，妈妈已
经掌握了滑板的基本要领，我
非常自豪。妈妈还夸我是个可
靠的教练。

（指导老师：震泽实验小
学 郑湲）

可靠的滑板教练
小记者 陈赟苒

作品：《节节高升》
类型：绘画
作者：小记者 封玥
指导老师：盛泽实小鼎方校区 尤

芳芳

前不久，在徐老师的
带领下，我们小记者外出
采访。大巴车上的我们都
兴奋不已，这可是我们第
一次外出采访。尤其徐老
师让我当了队长，我既激
动又开心，但也有点小担
心，怕不能完成任务。

我们来到第一个采访
点——苏州湾文化中心。
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

一本小记者采访本。我们跟
随她进入苏州湾文化中心内
部，参观歌剧厅和戏剧厅。
戏剧厅的大厅共三层，有
600个多功能座椅。歌剧厅
则更壮观了，它有1600个座
位。随后，我们参观了天
桥。天桥用钢材建造，设计
成“钢丝带”造型，长达百
余米。站在天桥上，放眼望
去，太湖的美景能被我们尽

收眼底。
第二个采访点——菀坪新

湖村橘子园。别看是个不起眼
的小村庄，它可拥有千余亩橘
子园。进入橘子园，只见密密
麻麻的橘树结满了大大小小的
橘子。我们三人一组，开始采
摘橘子。说干就干，我们专门
找了好几个又大又黄的橘子

“下手”，还迫不及待地品尝起
来。那种酸中带甜的口感，真
是舌尖上的美味啊。

虽说这次是“新手上路”，
但我总算圆满地完成了此次采
访任务。我十分期待下次的采
访任务，希望它能够更加精彩！

（指导老师：思贤实验小
学 徐霞贵）

难忘的小记者采访
小记者 沈毅涵

金秋送爽，秋色无边，
吴江大地色彩斑斓，一派丰
收的景象。在这个金秋十
月，我们学校的小记者们参
加了“走进收获的季节”活
动。

我们先来到苏州湾文化
中心参观。走下大巴车，映
入眼帘的就是两条金属飘
带，那呈“8”字形符号的
建筑结构，非常壮观。一进
门，我就看到一排排错落有
致的钢结构“竹林”。然
后，跟着讲解员了解了歌剧
厅里各种颜色的意义，比如
黄色是出入口，灰色是缓缓

拉开的序幕。走进歌剧厅，
只见观众席层层叠叠像花瓣
一样，其顶部还有绿叶状的
移动天窗，这也是我国最大
的可移动天窗之一，表演台
则呈“品”字形。这种创新
的现代设计，让我感到十分
惊艳！

从歌剧厅走出来，讲解
员给我们安排了特别的参观
路线，那就是登上大剧院外
的百米天桥，让我们一览阅
湖台和太湖碧波的秋色美
景。走在天桥上，太湖的全
貌尽收眼底。一阵阵凉爽的
秋风吹过，波光粼粼的湖面

在暖阳照射下，像闪闪发光的
火苗，给我们带来了惬意舒适
的感觉，我真舍不得离去。

随后，我们去了菀坪新湖
村橘子园。一到那，我就闻到
了一股淡淡的甜香味。我们三
人一组，各自分工，兴奋地冲
进果园中。看，每棵果树上都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金黄金黄的
橘子，随着风儿左右晃动，似在
欢迎我们的到来。身边的同伴时
不时说，“这个太大了”“这个太
小了”“摘这个”“摘那个”。互相
帮助下，我们采摘得又快又省
力，摘的橘子又大又漂亮。看着
黄澄澄的橘子，我馋得直流口
水，赶紧剥开皮，吃了一个！那甜
甜酸酸的口感非常棒！

这次的小记者活动让我大
开眼界，也让我增长了很多知
识，这真是个收获的季节啊！

（指导老师：金家坝小学
赵彧）

走进收获的季节
小记者 沈彦轩

□□ 才艺园才艺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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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太湖星”
查看小记者习作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它
可能是陌生人在公交车上让给
你的一个座位；可能是奶奶为
你亲手编织的一件毛衣。而我
对爱的理解不一样，我认识的
爱，它是一种母爱，是母亲对
我的一种深深的爱！

“傻孩子，你真棒！”这句
话常常在年幼的我耳边回荡。
记得有一次，我年幼时，在沙
发上睡着了。因为我睡得很
熟，妈妈怎么叫也叫不醒我，
只好把我抱到床上。她轻轻地
抚摸着我的小脑袋，嘴角流露
出慈祥的微笑。

就这样，每次在沙发上睡
着，又在床上醒来时，我都可高
兴了，觉得自己拥有超厉害的

“瞬移”超能力。每发生一次，我
都急急忙忙跑向妈妈，手舞足蹈
地介绍我的“瞬移”超能力，而妈
妈只是在聆听完我的叙述后，微
笑了一下，点点头，然后轻轻地
在我耳边说：“你好厉害，傻孩
子！”说完这句话，我和妈妈都乐
了！

现在上小学了，每当想起
这件事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
大笑，乐我小时候的“傻”和
母亲的伟大，以及母亲对我深
深的爱。长大后，这“瞬移”
超能力再也没有出现过，它

“失灵”了，再也不会出现了。
也许，这就是我小时候享有的
独特的爱吧！
（指导老师：绸都小学 沈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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