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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如茉莉
爱，就如同一株茉莉，洁白纯净，芳香持久。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在上兴趣班，课
程将要结束的时候， 外面突然下起了倾盆大
雨。 我心里暗暗地想：糟糕，我没带伞，这可怎
么办？ 我收拾好书包，来到门口，只见妈妈早早
地在楼下等候，见我下了楼，连忙把伞举了过
来，一只手撑着伞，另一只手紧紧地搂着我。 此
时，风很大，雨也很大，可是我却觉得非常暖
和。 回到家后，我发现我的身上只有一点点雨
水，而妈妈的半边身子全都湿透了。 原来，妈妈
为了不让我淋雨， 把伞的大部分倾斜向了我。
噢，妈妈的爱就是那一把倾斜的大伞。
暑期的一天，烈日炎炎，知了也无精打采
地在枝头叫着，妈妈让我穿上防晒服，可我嚷
着太热而拒绝了。走进商场的一瞬间，一股凉
意袭来，一开始觉得特别凉爽，可是渐渐地，
商场空调的冷气使我打了一个喷嚏。 一旁的
妈妈见状，就问我是不是很冷，我连连点头，
这时，妈妈脱下自己的防晒衣，把它披到了我
的身上，自己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袖。 噢，妈
妈的爱就是那一件温暖的外套。
爱如茉莉，看似平淡无奇，但是却融化在
那丝丝缕缕的芳香里，让人感到幸福甜蜜。
南通市实验小学五（12）班 张扬朵儿
指导老师 曹阳

爱，一直在 ……
今天， 阳光散发出柔和、 温暖和煦的光
芒，就像妈妈那双充满慈爱的手。 今天是5月
13日，母亲节。
说起妈妈，半天也说不完。 在我眼中，妈
妈，是最美的。
清早， 妈妈总是迎着那缕淡淡的阳光，出
现在厨房，为我们做出香喷喷的早餐。 那香味
袅袅地钻进我们的心田，让人无比满足。 在这
早餐中，我吃出了浓浓的爱的味道。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 妈妈总是用甜甜的
声音鼓励我奋勇向前， 用那坚定的眼神告诉
我坚持就是胜利。每当我取得胜利时，妈妈总
是和我一起笑，微笑着频频点头；每当我失败
时，妈妈总是抚摸着我的背，告诉我失败是成
功之母……
想着想着， 我不禁体会到了妈妈的伟大，体
会到了妈妈的劳累。 我问妈妈：
“
妈妈，你累吗？ ”
妈妈先是一愣，继而问道:
“
问这个干什么？ ”
“
妈妈”，我紧追不舍，“
累不累嘛？ ”
这时，妈妈抬起头，微笑着：“不累，有爱
的力量。 ”
顿时，我怔住了。 看着妈妈的笑脸，我似
乎明白了什么。
是啊，爱的力量！ 爱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如果没有了爱，这个世
界会多么暗淡！ 如果没有了爱，这个世界还
会有欢笑吗？ 如果没有了爱，这个世界会多
么冷酷！如果没有了爱，这个世界还会有意义
吗？是爱，让一切皆有生命、皆有欢笑、皆有情
感……爱的力量，是无限的，它是不能用语言
表达的，它给予人力量、给予人精神……
母亲节，我获得了一个最有道理的暖言：
爱，一直在。 母爱一直在！
永兴小学五（4）班 单文逸
指导老师 李建梅

妈妈的唠叨
起床，起床，快起床！ 快点穿衣服、叠被
子。 刷牙要刷干净，一口白牙才好看。 洗脸要
认真，看你的脸都脏成什么样子了。 吃早饭要
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
待会儿舞蹈课好好上， 跳舞的时候不要
老是板着一张脸，要面带微笑，老师又不欠你
钱。 看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赶紧去减肥，
以后别长得像我一样个子小， 女孩子要长得
高挑、苗条、有气质。
快点吃午饭， 吃完饭把最近学的歌曲唱
一遍。声音太小了，要大声点，也别太夸张。再
这样疯疯癫癫的话，小心邻居来找你麻烦。 唱
这么差，还有脸说学过音乐。
最近作文写得怎么样？ 怎么又有那么多错
别字？ 快去看书，看书有利于写作。 一寸光阴一
寸金，知道吗？ 去去去，别在我眼前晃悠。 不要
以为你作文写得好就得意， 你看看人家莫言，
获奖后还这么谦虚，再瞧瞧你，有这么一点小
成绩就这么得意，以后怎么办？ 再这样，小心我
给你来点皮鞭沾凉水。
快去学习，以后给我当个生物学家。 再把
作文好好练练，将来写成书，再捧个诺贝尔奖
回来。 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是你妈，快去睡
觉，明天我们再来一遍，别忘了我永远爱你！
南通市郭里园小学四（5）班 吴栖桐
指导老师 刘惠萍

甜甜的大白兔奶糖
母爱是伞，永远呵护着我；母爱是水，
点滴汇成长河。母爱温馨如茶，母爱香甜如
果。 妈妈就是我最爱的人，她给了我生命，
她是我坚强的后盾。
星期五， 王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
一块大白兔奶糖。 她笑眯眯地说：“大白
兔奶糖包含着爸爸妈妈的童年回忆。 这
块糖你可以吃， 也可以带回去给妈妈一
个惊喜。 ”
听王老师说到这儿，教室里一片欢腾，
同学们既为王老师的有心有爱感到惊喜，
又为母亲节的到来感到高兴。 而我心中不
免生出一丝怅然， 因为妈妈前几天出去培
训了，下个星期才回来，不能在母亲节这天
吃到这块糖了。我紧紧捏着这块糖，眼前不
禁浮现出我和妈妈幸福的点滴：
不能忘，当我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旁边
那张充满疲惫而又写满幸福的脸庞；
不能忘，深夜归来，坐在书桌旁，那个
为我检查作业的背影；

不能忘，每天清晨坐在妈妈电瓶车上，
一路有说有笑的美好时光；
不能忘，当我受到委屈时，那一双抚摸
着我，给我拥抱和信心的双手。
晚上，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和妈妈
视频聊天。“
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送你
一颗大白兔奶糖，让你回忆一下童年！”“我
等你早点回来！ ”此刻，妈妈的眼角仿佛润
润的，那一定是幸福的眼泪。“
琳琳，你长大
了，我过两天就回来，回来一定和你一起分
妈妈，
享你的大白兔奶糖！ ”我哽咽地说：“
我等着你回来！”手机那头的妈妈猛地点点
头。我顿时感到一大团幸福将我包围，甜甜
的，暖暖的。这个母亲节虽然没有妈妈的陪
伴，但依然温馨，让人难忘。
当晚，我睡得很香很甜。 梦中，我和妈
妈坐在一起，品尝着甜甜的大白兔奶糖，诉
说着童年的趣事……
南通市城中小学四(4)班 李琳
指导老师 王炜炜

我与妈妈的欢乐时光
我的妈妈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 一头
长发，眼睛又大又圆，她可瘦了，却又很能
吃， 我总是奇怪她吃的食物都消化到哪儿
去了，怎么就不长肉呢？妈妈在工作上一丝
不苟，到了深夜，还看见妈妈“
嗒嗒”地敲键
盘，我经常对她说：“加油，努力，为了人民
币！ ”妈妈总是乐呵呵地说：“
好，我努力工
作，你努力学习，大家一起努力！ ”
妈妈特别喜欢和我玩游戏， 特爱玩的
是“
24点”。每次我都冥思苦想，计算速度却
总是没有妈妈快。妈妈总向我眨眨眼睛，故
作神秘地说道：“快快开动你的小脑袋瓜
儿，再慢我可要公布答案喽！ ”我思索了一
会儿，还是摇摇头，妈妈笑嘻嘻地将扑克牌
分开再交换位置， 似乎在提示我思考的过
程，忽然，我灵光一闪，立刻说道：“
哦，原来
是这样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真笨！ ”妈妈
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游戏在我和妈妈
之间总是百玩不厌。
别看妈妈平时大大咧咧爱和我玩，她

在学习上对我可是要求非常严格哦。
每天检查作业的时候， 我总以为胜券
在握，怀着信心去找妈妈签字。妈妈刚才还
笑嘻嘻的脸，忽然晴转多云，眉间出现一个
“川”字，她用严厉的眼神瞪向我，我心想：
惨了！刚才没细心检查，又没能逃过妈妈的
“火眼金睛”。妈妈轻轻点了一下我的脑袋，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怎么又粗心呀！ 以
后要是当了老师，谁成为你的学生可惨了，
他们肯定觉得这个老师不能发现错误，对
错不分啊！ ”我听了难为情地低下头，暗暗
下定决心， 自己检查作业再也不能偷懒粗
心，再也不想给妈妈抓住我的
“小把柄”了！
母爱似水，浇灌我心灵的种子；母爱似
树，是我温馨的避风港；母爱似光，照亮我
人生的道路……
我爱我的妈妈！
南通市实验小学五（11）班 李俊杰
指导老师 蔡清清

生命守护神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
“
512”国际
护士节，是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
洛伦斯·南丁格尔于1912年设立的节日。
上午， 我跟着江海小记者团队来到南
通市第六人民医院， 聆听护士阿姨给我们
讲解医院里的故事， 感受护士阿姨们工作
的艰辛与快乐。
首先， 护士阿姨带领排着整齐队伍的
我们，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医院里看病的流
程和医院的地形，便带着我们穿过整洁的走
廊， 去四楼的婴儿洗浴间， 看小宝宝洗澡。
哇！ 小宝宝好可爱啊！ ”我不禁叫起来！ 看
“
着护士阿姨熟练和温柔的手法，小宝宝在里
面洗得很舒服呢。 不一会儿，护士阿姨又抱
来一个小宝宝，但这个小宝宝可能离开了自
己的爸爸妈妈，在里面哭闹不休，护士阿姨
耐心地哄着，温柔地拍着宝宝的背，不知道
用了什么魔法， 小宝宝渐渐地安静下来，乖
乖地让护士阿姨帮他按摩、洗澡澡。
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小宝宝们，跟
着护士阿姨来到一个“神秘”的房间，我好
奇地朝里面望去，里面非常整洁，并有一股
消毒水的味道， 大门上面写着“消毒供应
室”。 众所周知，医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
是消毒灭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医疗水
平的不断提高， 作为医院内重点科室的消

毒供应中心所从事的消毒灭菌工作是控制
医院内感染、 保证医疗护理质量的重要环
节，在感染控制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我
们在里面全副武装，持续深入供应室内部，
历时半个多小时，体验了消毒的过程，让我
大开眼界。
最后，我们来到高压氧治疗中心。医生
叔叔告诉我们，这是市区舱体直径最大、配
备最好的高压氧舱， 高压氧舱活像我在电
影里看到的太空舱， 可以容纳数十名病人
同时在里面进行氧疗。 我们还在护士阿姨
的指导下戴上吸氧面罩，亲身体验
“氧疗”，
那感觉， 让今天贪睡又早起的我立刻精神
抖擞，仿佛舒服得快要飘起来了。
时间过得真快，“
医院半日游”结束了，
这半天的参观体验，让我深有体会，护士的
工作是平凡的、枯燥的、繁琐的、永不停息
的。 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群人：她们默
默无闻，每天从走廊的这头到走廊的那头，
从一张病床到另一张病床，完成各种治疗、
护理，也许你看不清她们的脸，也许你记不
住她们的名字， 但你却能感受到一颗颗善
良的心。“生命守护神”“
白衣天使”……再
多赞美的词语也不过分！
南通市十里坊小学四（5）班 杨宇轩
指导老师 姚红霞

知识带来的选择权
我的妈妈长着一双水灵灵的、 葡萄般
的大眼睛， 还有一头乌黑的短发， 中等身
材，走起路来总是充满活力。虽然她不是神
仙，也不是超人，但她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
厉害的女超人。 家务活她会干，我的学习她
也会把关，妈妈从不会对我的考试分数评头
论足，她会和我一起分析错题原因。 妈妈人
很好，不但孝顺爷爷奶奶，见到邻居都热情
地打招呼。 妈妈对我非常有原则，不让做的
事情坚决不允许我做；我不明白的事，妈妈
会耐心地讲道理给我听，有时我也会和妈妈
争论，但是我都没有违反妈妈的话，因为我
知道，妈妈爱我才会对我有要求！
有一次，妈妈为了满足我的愿望，放学
来接我，换了一个下班早的工作。可她虽然
换工作了，还在不停地学习知识，我问她为
什么要这么做？ 妈妈很严肃地对我说：“学

习的知识越多，你对生活的选择也越多。 ”
我听后，觉得妈妈说的特别有道理。如
果一个人，什么知识都不懂，那他可能会被
社会淘汰，会十分被动。 但如果一个人，他
知道怎么修理电器、怎么控制电脑、怎么去
推销产品……那么， 那个人将拥有更多的
选择机会， 比别人更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
喜欢的工作，可以更好地生活。这让我想到
一篇文章， 是一个小男孩问他爸爸读书有
没有用，爸爸的回答大意是：读的书少有小
作用，读的书多有大作用，我也想将来有大
作用，所以现在要努力读书。
我觉得妈妈说的话很有道理。 我们是
祖国未来的希望， 如果我们要让祖国变得
强大，就得勤奋好学，正所谓少年强则中国
强。
永兴小学五（4）班 刘好
指导老师 李建梅

抱抱妈妈
你问我最爱谁？ 也许你会想：
“
肯定喜欢
爸爸了，爸爸赚的钱多，这还用问吗？”可是你
错了，我最爱的人是那个平凡而伟大、含辛茹
苦操持家务的妈妈。
从《三只小猪》这个儿童故事一直到深奥
的古诗《静夜思》，都是妈妈亲口给我讲述的，
一遍又一遍地讲解，不厌其烦……今年的5月
13日是她的节日，我要祝她节日快乐！
前几天的英语练习中，不知什么原因，一
向学得还不赖的英语成绩只得了个
“优-”。 妈
妈见到了，会不会大发雷霆呢？ 想到这，我不
准备把卷子给她签字了，想明天自己签一下。
回到家，妈妈问我：
“宝贝，今天考试了吗？ 考
了多少分？ ” 她的问题像子弹似的朝我发射
来，我原先的借口全都长翅膀飞了。“怎么了？
难道没考好？没关系，再接再厉！分析错题，下
次好好考！”得知分数后，妈妈显然有些失望，
但没有骂我， 可我却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着
头，觉得很对不起妈妈。
妈妈除了关心我的学习， 还关心我的饮
食和健康。 她总对我说：
“
李钰琳， 多喝白开
水，多吃水果。”通常，我总会有点不耐烦地应
答一句：
“
知道了！ ”但妈妈却不怕麻烦，还是
会天天叮嘱我。从今以后，我要多吃蔬菜和水
果，不吃垃圾食品，不再让妈妈操心了！
亲爱的妈妈，在这个母亲节，让我好好抱
抱你！
海门师范附属小学四（3）班 李钰琳
指导老师 陈海燕

沐浴三春晖
今天是母亲节， 我想到了唐朝诗人孟郊
的《游子吟》
“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于是
到花店用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束康乃馨，感
谢妈妈给我的爱。
印象中，妈妈是一个“
不守信用”的人。还
在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我不想自己吃饭，只
想让妈妈喂饭吃。 妈妈笑着说：
“先自己吃一
半，再喂饭。 ”我就快速往嘴巴里扒了几大口
饭，还剩下一半。 妈妈看了一下我的饭碗，摸
着我的头说：
“
再吃一半，然后给你喂饭。 ”我
又加快速度吃了几口， 可是妈妈还是不给我
喂饭。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自己把整碗饭
吃完了。 连续几天，妈妈都是这样骗我，很快
我就学会自己吃饭，不要大人喂饭了。
记忆里，妈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我刚
上一年级，数学成绩不太好。妈妈就天天叫我
做习题。我渐渐厌倦了枯燥的数字加减，对妈
妈说：
“我不想写了。 ”妈妈拉下脸来，认真地
凡事都要认真对待，熟能生巧，才能
跟我说：
“
成功。 ”她又给我讲了唐朝大诗人李白“只要
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 我懂得了妈妈
的苦心，每天坚持做题，到了期末考试，果然
考出了好成绩。
妈妈就像一盏明亮的灯， 指引我人生的
方向；妈妈又像冬日的暖阳，在我学习遇到寒
冬时，给我无限的温暖；妈妈更像一棵参天大
树，矗立在我身旁，替我遮风挡雨。
通师一附二（15）班 张弛
指导老师 邵红

我为妈妈洗脚
星期天，妈妈带着我来到“大桶大”参加
小记者活动，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 感恩母亲
节，从帮妈妈洗脚开始。
来到店里，我们听完樊老师对母亲节的讲
解后，开始跟着技术师学怎样给妈妈洗脚。
首先帮妈妈脱下鞋子和袜子， 让妈妈把
脚放入桶里。 技术师说，要让脚多泡一会儿，
可以先帮妈妈捶捶背。于是，他教会了我们两
种手法：第一种，把拳头握成空心状，用来敲
背。 第二种，把手掌微微收拢变成水瓢状，用
来拍肩，有节奏地拍打出马蹄的声音。虽然没
用多少力气， 但是敲了一会儿后我的手就酸
了，感到有点累，速度也慢了下来。 但是想到
妈妈平时的辛苦，我仍然坚持着。
泡完脚，可以开始洗脚了。 我撸起袖子，
把手伸进水桶。托起妈妈的脚，把每个脚趾和
趾缝里都用手细细地搓了一遍， 当搓到脚底
时发现妈妈的脚底有很多老茧， 想到平时妈
妈为我东奔西走， 当我生病了还要送我去医
院、为我买药……洗着这双带着茧的脚，我心
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
头，再想想妈妈对我的关爱和付出，我感觉自
己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
母爱是无私的， 妈妈对孩子的付出从来
都不求回报，只愿孩子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地成长！ 妈妈，您辛苦了！
海门市海南小学三（4）班 黄羿铭
指导老师 陆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