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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江海小记者
做寿司
今天上午，好朋友小青的妈妈打来电话，约我
和妈妈去参加一个做寿司的亲子活动， 妈妈爽快
地答应了。
活动组织者给我们每对亲子都准备了充足的
材料，看着这些丰富多样的食材，我的浑身都来了
劲，我按照妈妈的吩咐，先用勺子取出一大团的米
饭，放在海苔上，压成薄薄的一层，铺在竹帘席上。
接着， 就见妈妈熟练地将火腿肠切成薄薄的好几
片，又精挑细选了少量新鲜的黄瓜丝和肉松备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就轮到我上阵显身
手啦！妈妈告诉我：
“做寿司是件细致活，配菜要讲
究颜色和味道的协调，卷寿司更要有耐心，每一处
都要卷均匀。”于是，我在妈妈手把手调教下，开工
了。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几片火腿肠轻轻地铺在米
饭上，又挑了几根又细又长的黄瓜丝点缀在上面，
红红的肉片配上几根翠绿的瓜丝， 显得格外精致
和清爽。 接着，我又抓起一小撮肉松，细雨般地洒
在上面。于是，淡黄色的肉松犹如繁星点点嵌在晶
莹的米粒中间，让我觉得特别满足。 最后，我将乳
白色的沙拉酱挤出长条， 纵横交错地布置在最上
层，一股浓浓的沙拉味便扑鼻而来，让人忍不住垂
涎三尺。

到了最紧要的卷寿司环节了， 我感到特别紧
张，心中有如十五只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 这时，
“
孩子，别
妈妈看出了我的紧张， 拍着我的脑袋说：
怕！总会有第一次的，妈妈相信你！”看着妈妈温柔的
眼神，我鼓起勇气，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小心翼翼地
卷起来。 妈妈则在一旁，不时地提醒我
“
用力均匀”
“
注意帘子不要斜……” 在妈妈的帮助和鼓励下，我
终于完成了卷寿司这一步。卷完后，我用力将帘子捏
紧，再一摊开，一根长长的、粗粗的寿司就完成了。
看着这根寿司，我只觉得心里满是幸福的感觉。
最后的收尾阶段， 我用小刀把寿司一小段一
小段地切开，只见褐色的海苔包裹着晶莹的米粒，
镶嵌着黄色的肉松、 红色的火腿肠和绿色的黄瓜
丝，真叫一个巧夺天工啊！我将这一小段一小段的
寿司整齐地摆成一朵花的形状，放在盘子里，别提
有多漂亮了。 我迫不及待地拿了一段放进妈妈的
嘴里，又忍不住拿了一个塞进自己的嘴里。 嗯！ 香
香的米饭，软软的肉松，弹性十足的火腿肠，再加
上黄瓜的清爽，沙拉酱的酸甜，满嘴的美味，真是
让人回味无穷啊！
海门市实验小学四（3）班 施天勤
指导老师 江丽娟

奇怪的石头鱼

编辑的话：
写好想象作文，需
要我们仔细观察生活，
表现生活。 想象不是胡
编乱想， 要符合生活实
际，只有熟悉生活，才能
有想象的原材料。 想象
作文可分为两类： 一是
写自己的设想、追求、愿
望、梦境的习作，这类习
作往往和科幻结合在一
起。另一类是童话，运用
“拟人”手法，把各种动
植物、物品想象成“人”，
通过有趣的故事， 告诉
读者某个道理。
动笔写一篇童话想
象文之前先要明确中
心，即写作目的。想象文
必须要有一个“美好”的
中心思想。 如果只是瞎
编一个热闹离奇的故
事， 就失去了想象的意
义。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
有关表现中心的种种现
象， 在这个基础上展开
丰富的想象编写故事。
比如《神笔马良》一文，
作者就大胆想象了一个
为穷人画画的马良，他
感动了神仙， 因而得到
了神笔， 画什么就有什
么， 他用这支神笔为穷
人谋幸福， 并惩罚了贪
官， 使百姓过上幸福安
定的日子。 他的想象尽
管神奇却符合了当时社
会的现实， 表达了善良
人们的共同愿望。

十一小长假里，爸爸带我去海底世界寻宝。
我们跟着解说员叔叔来到了一个大水池边
上，里面有假山、水草，成群的小鱼在里面游来游
去。 在灯光的照耀下，整个水池晶莹剔透。
这时， 解说员叔叔往水池的角落一指说：“你
们要找的宝贝在那儿！ ”我睁大眼睛，往角落里看了
半天，明明只有一大堆长满青苔的破石头，哪有什
么宝物啊？ 我又仔细看了看，有一块
“
石头”好像动
了一下。 原来真有一条鱼，混在一堆石头中间呢！
这条鱼的身体很厚实，圆滚滚的，背上长着
许多小疙瘩，有红的、有橙的、有绿的，五彩斑斓。
一双小眼睛居然也长在背上，就像两颗小小的绿
豆。 当它闭上眼睛时，你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
不了。 它的嘴巴弯弯的，就像天上的一轮弯月，但

它的嘴巴大部分时间都是闭着的，半天才见它微
“石
微张一下嘴。 解说员叔叔告诉我们，这种鱼叫
头鱼”。 哈哈！ 它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别看石头鱼外表很不起眼，呆萌呆萌的，很少
活动，其实它是个捕猎高手。 平时，它就静静地趴
在水底，一动也不动，真像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
你瞧，有两条小鱼正慢慢悠悠地游过来，突然，石
头鱼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仰头张嘴， 一股强大
吸力把一条小鱼连着水吸进了嘴里， 然后猛地一
跃，快速游到角落，闭上嘴巴又一动不动继续“潜
伏”，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只留下另外那条
小鱼惊魂未定地匆忙逃命。
海门市实验小学四（8）班 朱芊羽
指导老师 周海峰

齐天大圣卖水果
孙悟空取经归来，回到花果山，和他的猴子猴
孙们开始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们整天吃吃
喝喝，玩玩唱唱。 日子一长，过惯了整天降妖除魔
日子的孙悟空就厌倦了。于是，他开了家水果店来
打发无聊的日子，店名叫“
齐天大圣水果店”。
开张的第一天， 孙悟空在店门口大声吆喝：
“
老孙店里的水果都是摘自自家果园，包熟包甜，快
来买啊！ ”可路过的人们只是远远看看，并没有去
他店里买水果。 因为人们觉得孙悟空长得尖嘴猴
腮、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好人，个个都敬而远之。孙
悟空知道原因后十分伤心，整天愁眉不展。
天界的太上老君知道了这件事， 便想着到凡
界来帮孙悟空一把。 于是，他骑着白龙马，带上哪
吒就往孙悟空的水果店飞去。
来到店里， 他们看到零星的几个顾客正在和
孙悟空讨价还价， 便笑着说：“猴儿， 生意不好做
吧，让我们来帮你一把！”孙悟空一看来了大救星，
开心不已。这时，太上老君一手拿起果篮里的一个

蟠桃， 一手捋着他那又白又长的胡子对几个顾客
说：“我呀，今年已经五百多岁喽，就是每天吃一个
仙桃才会那么长寿哩！ ”太上老君讲得绘声绘色，
顾客都听得入了神。这时，一位年轻人道：“这桃子
真神，我要多买几个孝敬我的父母。 ”旁边的人们
也连声附和：“
是呀是呀，我也要买几个。”这时，一
旁的白龙马眨着眼睛对正在抢购的顾客说：“
谁买
的水果多，我白龙马给他送货上门，带小孩的，我
可以让他骑在我背上回家。”人群中的小孩听到了
欢呼雀跃：“
耶！ 有仙桃吃，有马骑，太棒啦！ ”坐在
一旁的哪吒也不甘示弱，他大声喊道：“
各位，你们
在这里消费满百，我就给大伙表演风火轮！ ”大家
听了，都拍手称快。很快，在三位天神的帮助下，水
果店里的水果都被抢购一空。
从此， 孙悟空的齐天大圣水果店每天都是门
庭若市，生意火爆！
海门市实验小学四（2）班 张译文
指导老师 邵佳丽

满天星
暑假里的一天， 爸爸带我去海拔几千米的山
顶度假村住宿。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开了几个小时
才到达目的地，想见到那满天的星星。
终于熬到了晚上8点，我们一行走出度假村大
门，来到山顶空地上仰望天空。 哇，漫天的星星密
密麻麻地点缀在无垠的空中。 由于周围是一片黑
澄澄的高山，衬托出星空无比震撼人心。
在这海拔几千米的高山之巅， 我依偎在爸爸
的怀里看星星, 我问爸爸：“星星离我们究竟有多
远呢？ ”爸爸说：
“
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远到我们
都无法想象。很多星星离我们的距离，就是光都要
走上几万年到几十万年， 以我们人的有限生命是
根本无法到达那么遥远的地方的。”我听着爸爸的
话，陷入了沉思。

看着满天的繁星， 我又好奇地问：“为什么在
城市里看不见满天的星星呢？”爸爸回答道：“
那是
光‘污染’了天空，城市里亮着那么多路灯、霓虹
灯、家家户户的灯。 ”爸爸又指着天空说：“你看到
那横跨天空比周围都亮的区域吗？那是银河，银河
里有无数的星星，我们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而太阳
只是银河里无数个‘太阳’中的一颗，你想想银河
该有多大啊？ ”爸爸说。
就这样，我们在这神秘的星空下待了很久，看
了很久。 时间一晃就到了深夜，该回房间睡觉了。
在妈妈“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的歌声里，我依依不舍地返回……
海门市实验小学五（2）班 胡婧涵
指导老师 徐红梅

美妙音乐会
周末，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上海听音乐会。
我们走进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美观宽敞的大
厅，高雅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人们的呼吸声和脚
步声也不由自主地轻了下来， 让我感受到了艺术
的神奇。 不一会儿，随着一阵音乐声响起，主持人
走上台， 为我们介绍了本次演出的美国青年弦乐
团。 在热烈的掌声过后，弦乐团的成员上场了，随
着小提琴柔和优美的声音响起，我的心不由一窒，
宛如天籁般的声音萦绕在耳畔，我在心中惊叹：原
来，音乐可以如此美妙！ 随着乐曲轻快的演绎，我
不由地轻轻摇晃身体， 我的心好像已经随着旋律
飞扬了起来，跟随舞台上演员们的欢快脚步，一起

跳起舞来。 一曲终了，我的心中有着大大的震动：
原来小提琴可以这样演奏，那么放松，那么愉快！ 不
只是手和胳膊，而是全身都在演奏，所有的演员都
那么投入，那么潇洒，让音乐也活了起来。 我微笑
起来，继续一首接着一首听下去，动听的音乐让我仿佛
遨游在仙境中一般。 主持人介绍，在这个乐团中年龄
最大的成员18岁，最小的才8岁。 我觉得8岁就能登上
这样的舞台，演奏出这么棒的音乐，真是太了不起了！
每一首乐曲，都博得了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
同时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海门市实验小学四（1）班 黄诣茗
指导老师 王雁华

秋天的菊花
一走进公园，一阵阵微风吹来，菊花
就像一个个热情的孩子， 向我们频频点
头、打招呼呢！ 瞧！ 五颜六色的菊花，红的
似火，白的如雪，黄的赛金，粉的像霞……
菊花，不仅颜色多样，它的外形也是
千姿百态。有的花瓣紧紧簇拥在一起，像
个绣球； 有的花瓣像爱美的女孩烫的卷
发，随意包裹着花蕊；有的花瓣像只展翅
欲飞的蝴蝶，尽情绽放；有的犹如繁星点
点，在绿叶的衬托下，更加引人注目……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红菊。 近看，
红菊是由花托、花瓣和花蕊组成的。你看
那盛开的菊花， 花托像一条绿白相间的
裙子，把红色的花朵轻轻托起，宛如一个
亭亭玉立的少女在迎风起舞； 层层叠叠
的花瓣簇拥着金黄的花蕊， 那花蕊就像
一个尊贵的皇后，在阳光下随风摆动，不
时传来阵阵清香； 那含苞欲放的红菊仿
佛是一个调皮的小家伙， 正探头探脑地
向外张望呢；而那些花骨朵呢，它们则像
一个个绿色的松花蛋，让人垂涎三尺。蝴
蝶和蜜蜂也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 情不
自禁地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好像正在举
行一场盛大的舞会。
海门市实验小学四（4）班 张瑞
指导老师 蔡利勤

我的
“
牛”妈
她，个子挺高、戴副眼镜，笑起来十
分好看，但生起气来可吓人了（嘘……）
她就是我的妈妈， 一个温柔又严谨的东
雷厉风
方女性。我妈妈最大的特点就是“
行，做事不拖拉”，用老爸的话讲就是利
索。 嘿，下面的一件小事就能证明。
有一天， 老师公布了一条消息：“校
园阅读节到了，大家可以通过拍照、写文
章、采访等方式来形容读书，希望大家踊
跃参加。 ”这句话刚说完，老师的下一句
话让我惊呆了！“
目前已有两位妈妈交了
图片，是谢雨辰妈妈和陆泓锦妈妈，大家
向他们学习！ ”我心想：
“
What？ 我妈妈已
经交了？ ”我左思右想，不得其解！
放学后，我第一时间迎接了老妈，并
说出了心中的疑虑， 妈妈很轻松地回答
我：“
阅读的照片， 我们暑假里就抓拍到
了， 当时觉得老爷爷读书是一个很励志
的画面，用来激励大家阅读的，这次正好
派上用场，所以说平时要用心积累！ ”
交了图片的第二天， 我的妈妈和同
学的妈妈一起策划了一场阅读调查活
动，我们深入阅读现场，寻找阅读目标，
圆满完成调查任务。
这就是我的“牛”妈，一个积极认真
的妈妈，是我学习的榜样！
海门市实验小学四（6）班 陆泓锦
指导老师 郁 骏

爷爷戒烟记
爷爷什么都好，就是爱抽烟。 谁劝他都
不听。 我可是他最疼爱的孙女，说不定我
的话他会听呢，于是我开始
“
劝戒烟计划”。
早晨， 我蹑手蹑脚地来到爷爷的房
间，爷爷正在睡觉，发出响亮的鼾声。 我小
心翼翼地打开他的床头柜，呀！ 里面整齐
地躺着三包香烟，我赶忙一把抓起，飞奔
出去，我心里暗暗窃喜，第一步计划成功！
谁知道，爷爷醒来后，到处找不到自
己的烟宝贝， 便找借口外出又买了一包
烟。 我无可奈何，第一步计划失败。
晚上， 爷爷又坐在沙发上“腾云驾
雾”了。我走到他跟前，说：
“
爷爷，我们聊
“嗯。 ”
聊吧！ ”爷爷扬了扬手中的烟，说：
我说：“最近不知道怎么啦，我的喉
咙越来越疼， 妈妈带我去医院看了一
下，医院说我是慢性咽炎，是我经常抽
二手烟的后果。 ”我顿了顿又说，“二手
烟的危害可大啦， 会导致各种疾病，连
累家人……” 只见爷爷一下陷入了沉
思，随后突然掐了手里的烟，抱紧我说：
“
好孙女，我错了，以后我不抽烟了！ ”
从那天开始， 我的好爷爷真的没再
抽过烟，我的计划成功！
海门市实验小学四（5）班 刘雪菲
指导老师 袁花移

海门市实验小学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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