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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江海小记者
第一次坐竹筏漂流
我曾经读过《桂林山水》这篇文章，桂林山水
让我神往已久。这个暑假，我终于和家人一起来到
了美丽的桂林。
那天上午，阳光明媚，蓝蓝的天空一碧如洗，
像一块用清水洗过的蓝宝石。 我们去遇龙河坐竹
筏漂流。遇龙河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一块无瑕的
翡翠。竹筏由十根去掉枝叶的老竹子扎成，前端略
有翘起，静静地躺在水面上。我和妈妈小心翼翼地
并排坐在竹筏上。 健硕的船工用手中的竹竿用力
点了一下岸边的石头， 竹筏像支离弦的箭稳稳地
离开了岸边。 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遇龙河两岸美丽的景色让我陶醉： 有成片翠
绿的竹林，有的笔直向上生长，有的已经把手臂伸
到离河面不远的地方了。一阵微风吹来，竹子好像

想和水面来个亲密接触，枝条亲吻水面，漾起了一
阵阵涟漪。 阳光洒在竹林里，清风吹过，苍翠的林
间一片金光闪烁。 竹筏在水面上飘荡，两岸的山奇
特而美丽，有的像大象，有的像骆驼，还有的像新生
的竹笋，奇峰罗列，形态万千，色彩明丽，倒映水中。
在领略美景的同时， 也有一些很刺激的地
—河面上有落差，一共有五个，最好玩的要数
方——
第三个落差：高度超一米，竹筏随着水流快速地向
前移动，快到落差点儿了，我急忙抓紧了椅子两边的
扶手，妈妈把我和椅子一起搂在怀里，我们一起抬高
了双腿，竹筏从高处往下冲去，激起了巨大的水花。
竹筏继续向前漂着，载着我们一路的欢声笑语。
城中小学四（5）班 胡佳怡
指导老师 田小萍

濠河漫咏

编辑的话：
学了一段时间写作的
孩子， 容易在作文中写长
句，而长句写不好，就会变
成病句。 同学们不妨有意
识地多用短句。事实上，很
多作家也是以写短句见长
的，像沈从文、汪曾祺。 家
长可以提醒孩子， 注意控
制每句话的字数， 建议把
十几个字几十个字的长
句， 改成只有三四五个字
的短句。 通常， 这样的作
文，语感会舒服很多。
如 《北国之旅》 一文
中，写到雪地里的农家，如
果以长句的形式出现，便
是“一户户低矮的农家小
院被大雪淹没窗户， 犹如
一个个白色的大蘑菇”。但
小作者却 这 样 写 ：“不 远
处， 一户户低矮的农家小
院， 散落在白茫茫的雪地
上。大雪淹没了窗户，一座
座房子， 犹如从雪地里冒
出的大蘑菇。”后者是不是
更有节奏感？

大自然饱含着无尽的美， 家乡南通的濠河
是一条美丽的护城河，她像母亲一样滋养着江海
儿女。
深秋的天气，凉风习习，我和妈妈漫步清清濠
河畔， 妈妈指着濠河对我说：“濠河是江海大地的
一条玉带，来，我们为濠河写一首诗吧。 ”我眨眨
眼，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开始作诗：“啊！濠河！啊！
母亲！ ”妈妈噗嗤一笑：
“
孩子，你的诗真是简洁大
气。 ”我们都笑了。
走着走着，妈妈指了指远处说：“看，那边有个
姐姐在画画。 ”怡桥旁的一棵垂柳下，一个戴眼镜
的大姐姐端坐着， 手中拿着一个素描本沙沙地描
绘濠河美景。妈妈说：
“姐姐这么专心地作画，她是
不是也很美，她在画濠河风景，她自己也融入了风
景，景因人的欣赏而美，人融入景色更美。 ”妈妈
说，“这真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楼上看你’。”我若有所思，对妈妈说：“
说不定我们
俩也被别人融入了他的画面。”妈妈眼睛一亮：“也
许哦，我们俩的画面就取名‘母子乐’。 ”
走过三元桥， 远远又传来一阵阵萨克斯的声

音，乐声时而悠扬，时而断续，我和妈妈每次经过
这里，总会听到萨克斯的吹奏声。我问妈妈：“他一
直吹，不累吗？ 他吹错了，不怕别人笑话吗？ ”妈妈
说：“坚持就是一种美，缺憾也是一种美，吹奏的人
无论寒暑，每天都在桥下练习，他没有因吹错就放
弃， 而是持之以恒地不断练习， 我想他必然会成
功。 ”我说：“
对！ 我知道‘
有志者事竟成’！‘
锲而不
舍，金石可镂！ ’”妈妈点点我的额头：“不仅要会
背，还要领会意思，并运用到实践中。 ”
身后，一个帅气的大哥哥骑着自行车，嘴里哼
着小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的田野……”我问妈妈什么是“苟且”。 妈妈说：
“我理解的‘苟且’是现实，‘诗和远方’是理想，我
们现在的生活都是拼搏奋斗而来，只有好好学习，
自立自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懂了吗？”我若有所
悟地点了点头。
我和妈妈在濠河畔欣赏着美景边走边聊，简
单平常的生活，用心去品味，也是诗意无穷哦！
城中小学四（8）班 赵奕钦
指导老师 赵 敏

黑屋逃生记
11 月 3 日，我校四年级在操场上进行了火灾
模拟现场逃生演练。
听到
“
黑屋”
“
火灾”这些词，我的心
“
怦怦”直跳，心
想：
“
会不会有火在里面，里面是不是很黑？……”一
个个问题像藤蔓一样缠绕在我的心中。
轮到我们组进去了。我们组一共九个人，大家
猫着腰，一只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另一只手抓住
前面同学的衣服，排成一排，跟着消防员叔叔井然
有序地进入黑屋。 刚开始，门口有一点点亮光，但
随着一点一点地深入，亮光也一点一点地消失，恐
惧也在我心里一点一点地蔓延开来。 亮光最终不
见了，到处伸手不见五指，空气浑浊。我害怕极了，
真想大哭一场，可心里却在说：“
男子汉大丈夫，不
能害怕。 ”于是强忍着泪水，继续前进。
我紧张地抖抖霍霍地向前走。突然，我被绊了
一跤，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哎哟”！ 我疼得尖叫起
来。 大家听到了我的叫声，都停了下来。“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几个同学关切地问道。“
是我，龚

施宇，我摔了一跤。”我难过地说。“快爬起来，我们
要赶紧逃出去！ ”胆大的赵谷宇命令道。 我艰难地
爬了起来，想重新抓住前面同学的衣服，可四处一
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
蚁，急得团团转，感觉被全世界遗弃了似的！“不
能慌，我要冷静下来！ ”我定了定心，默默地对自
己说。
“我看不到你们，不知道往哪里走！ 谁在我前
面，能把手伸给我吗？ ”我急中生智，对同学们发
出了求救的信号。“抓住我的手，我在你前面。 ”我
听到了范安琪的声音， 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摸索
着，突然一只温暖的手抓住了我那冰冷的手。 呀！
终于抓住了！ 我的心终于定了下来。 就这样，我们
的队伍又再次有序地前进， 顺利地逃离了火灾模
拟现场。
“终于出来了！” 我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
鲜空气，一边想：“火灾逃生可真不容易啊！ ”
城中小学四（2）班 龚施宇

给生活加点诗意
“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瞧，夏
天的濠河多漂亮啊！ 一片一片碧绿的荷叶衬托着
一朵朵粉红的荷花， 加上河边一群群纳凉嬉戏悠
闲的人们，多像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啊！ 来，我们走
近它看看吧！
美丽的濠河，我是这儿的常客。
看， 碧绿的荷叶就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直
直地站在荷塘里。 有的荷叶还没有完全展开，就
像一幅没打开的画卷。 荷花呢，它们有粉红色的，
有淡黄色的，还有白色的，就像是美丽的仙女身
着彩裙，风一吹来，“仙女们”就在河面上翩翩起
舞，非常优雅。 那些花骨朵也是形态各异，这个花

骨朵又瘦又高，像个苗条的小美女，那个花骨朵，
又鼓又红，宛如一个害羞的胖娃娃……
夜晚的濠河又是另一番景象，咦！桥边那熙熙
攘攘的人群，在干吗呢？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
女孩拿着手电筒照在河面， 她的手电筒找到的地
方，有许多米粒大小的鱼儿，它们在水中欢快地舞
蹈，你追我赶。
本来宁静的濠河， 加上夏日的美景和悠闲的
人们，变得更加充满诗意。 生活中的诗意在哪里？
也许就在我们的眼睛里……
城中小学四（1）班 白米儿

这个办法真巧妙
今天， 妈妈从菜市场买回来一棵大大的西兰
花，它碧绿如翠，就像一只大大的花球。 我连连称
赞道：
“西兰花真美啊！”妈妈微笑着对我说：“评价
一件事物不能只看外表，而要看它的内在哦！别看
西兰花外表光彩夺目， 在它细细的花蕾里面可是
藏了不少条小白虫的， 你能帮我想办法把里面的
小虫子弄干净吗？”我自信地点了点头说：“
那我来
试试吧！ ”
我走进厨房，把整颗西兰花都放进盆里，用清
水泡了一会儿， 然后我用手使劲地在花蕾上搓了
又搓，除了细小的花蕊漂浮在水面上外，我一条小
虫都没看到。 我不甘心，把盆里的水倒掉，把西兰
花直接对准水龙头用清水冲洗了一遍又一遍，水
池里还是没有一条小虫子。我灰心了，看着手里的
西兰花， 它就像一位骄傲的公主昂着头嘲笑狼狈
的我呢！

我无助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目光落到了调味
罐上。 呀，我突然想到了科学书上教我们的分离
法——
—用盐分离脏东西。就这么干。于是我又放了
一盆清水，加了少许的盐，再沿着西兰花的主茎将
西兰花切成了一朵一朵的小株，最后把小花朵全
都浸泡在盐水里。 大约过了十分钟，一条条白色
的小虫子如同一个个战败的敌人全都缴械投降
了！我欣喜若狂地把脏水倒掉，又用清水冲洗了好
几遍。 望着篓子里色泽诱人，朵朵鲜嫩的西兰花，
妈妈满意地笑了。
俗话说：“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这次我
用智慧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我为自己自豪。 以
后我要读更多的书，学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为
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城中小学四（7）班 范思礼
指导老师 王美君

北国之旅
寒假期间，我们一家来到了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的哈尔滨。 那里有晶莹剔透的冰
雕，巧夺天工的雪雕，白雪皑皑的雪乡……
来到雪乡， 仿佛走进了一个冰清玉洁
的
“
童话世界”。脚下是一条宽阔的
“
雪韵大
街”，街道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脚踩
在上面，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宛如
奏响了一首美妙的乡村交响曲。 大街上热
闹非凡，街道两旁的商品琳琅满目，有冻梨
子、冻柿子、冻李子 ……让人看得目不暇
接。 不远处，一户户低矮的农家小院，散落
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大雪淹没了窗户，一座
座房子，犹如从雪地里冒出的大蘑菇。大雪
给屋顶、 柴草和篱笆都披上了一条厚厚的
棉被。袅袅炊烟从烟囱里冉冉升起，充满了
诗情画意。 放眼远眺，四周是层层叠叠、连
绵起伏的山峦， 雄伟的大山覆盖着又厚又
松软的白雪，变得如此柔美！
夜晚的雪乡，别有一番景象。中心广场
点起了篝火， 那熊熊燃烧的火焰把天空都
染红了。 人们围着篝火鼓乐齐鸣， 载歌载
舞。 家家户户点亮了大红灯笼。
我喜欢美丽的雪乡，美丽的雪景。它们
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城中小学四（7）班 郁哲凯
指导老师 王美君

小鸡
妈妈班上的学生送给我两只刚出壳两
天的小鸡，从此，它们成了我的好伙伴。
两只小鸡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一
个头大，一个头小，因此，头大的就叫“大头
浑”，头小的叫
“
小头身”。 它们长着深黄色
的绒毛， 只有背和头上长着黑的条纹和斑
点，好似穿着一身迷彩服。它们的脑袋上长
着尖尖的黄色小嘴，嘴尖却是红的，葡萄籽
大小的眼睛里常常闪着调皮的光芒。
大头喜欢用脚刨， 把食物刨得到处都
是，然后和小头一起把食物吃掉。而小头却
喜欢飞。它可以连飞带跑地撞东撞西，有时
还会把大头撞得四脚朝天， 像个贪玩的男
孩子。
不过小头和大头到底是男孩还是女
孩，没有人比我和妈妈更想知道了。 于是，
妈妈把它们倒过来，两只爪子朝上拎着，大
头只是尖叫了几声，不再挣扎了，这说明，
它是个乖巧的小姑娘； 而小头却尖叫个不
停，还扑扇着翅膀想往上飞，羽毛也掉了几
根，我心疼不已，让妈妈赶紧把这个小家伙
放下来。 最终结果：小头是个男孩，大头是
个女孩。
你喜不喜欢这两只小鸡？
城中小学四（4）班 瞿意清
指导老师 王炜炜

桂花赞
有人喜爱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有人
喜爱顽皮可爱的猪笼草， 有人喜爱文静大
方的郁金香……可我却喜爱小巧玲珑且散
发迷人香味的桂花。
金秋十月，秋风送爽，校园里的桂花盛
开了。一进校园，迎面飘来的桂花香沁人心
脾。桂花树没有其他树木那样高大挺拔，却
宛如一位位士兵守卫着我们的校园。 再走
近一点，就会发现有一个个“花精灵”穿着
米黄色的晚礼服降临人间。 对， 这就是桂
花。桂花真惹人喜爱，它们在树干上的样子
好奇宝宝”探出
千姿百态。瞧！那边有一个“
了脑袋；看，这边有一个小姑娘正裹在“绿
被子”里做着美梦呢！ 哈哈，你看前面还有
个娇羞的黄娃娃藏在母亲的怀里， 久久不
肯露面呢！ 桂花不仅耐看，而且香味迷人。
捡一朵掉在地上的桂花闻闻，清香四溢，沁
人肺腑，令人陶醉。
桂花树全身都是宝。 桂花树的树皮可
以入药，你别看它皱巴巴的，好似老奶奶脸
上布满的皱纹，但用处可不小呢！桂花的用
处可广啦，可以做桂花小圆子、桂花酒、桂
花糕等等。 说起桂花小圆子， 虽然颗粒不
大，但是吃起来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桂花树向人们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我
爱桂花，我想为桂花赞歌一曲！
城中小学四（6）班 骆骏钰
指导老师 戴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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