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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小记习作
捏泥巴

先捏一条鱼，
再捏一朵花。
捏只小狗汪汪叫，
捏只袋鼠蹦蹦跳，
捏只鸟儿展翅飞，
捏个娃娃哈哈笑。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张依凡

小皮球
小皮球，圆又圆，
滚来滚去真好玩。
小皮球，真有趣，
跳来跳去真可爱。
小皮球，你真好，
天天陪我做游戏。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宋启薇

学校
为了能听到，
好多好多有趣的故事。
为了能学到，
好多好多奇妙的汉字。
为了能解开，
好多好多神秘的难题。
我才多了一个新的家，
它叫做学校。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施瑾瑜

老鹰抓小鸡
排好队，来玩耍。
老鹰要来抓小鸡，
母鸡妈妈忙展翅，
小鸡小鸡快躲藏，
一二三
四五六
哈哈哈
抓到一只小肥鸡。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王圣熙

走路
海马走路弯着腰，
小蛇走路扭一扭，
浪花走路翻跟头，
小朋友走路蹦蹦又跳跳。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陈峻楠

小青蛙
小青蛙，穿绿袄。
伸出一条长舌头，
不吃花儿，不吃草，
专把害虫卷进口，
乐得庄稼点头笑。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杨徐诺

等待小雨点
来一点，
不要太多。
来一点，
不要太少。
来一点，
小鱼游出水面等。
来一点，
蝴蝶张开翅膀等。
来一点，
荷花露出笑脸等。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夏梓茉

放假了
放假了，
小能豆们都跑出来了。
有的喜欢冲浪，
有的喜欢登山，
有的喜欢远足。
他们走到哪里，
哪里就会变漂亮。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吴浩宇
以上诗歌指导老师 王春红

自由是一首歌
夏天的夜晚格外热闹，不时传来“唧唧、
啾啾”的虫鸣声，忽高忽低，忽远忽近，舒缓而
又起伏，像一首动听的歌。
“是什么虫子唱得这么好听啊？”我好奇
地问奶奶。“声音最嘹亮的是‘纺织娘’，因为
它圆圆的肚子就像纺车， 而且叫得又像姑娘
唱歌那样好听， 所以人们就叫它纺织娘啦！”
奶奶笑着说。哦！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嘛！我
一定要把纺织娘请回家给我好好地唱。 我寻
着声音悄悄地走了过去， 一只碧绿色的纺织
娘在手电筒下现出了身影。 我一下捏住它的
翅膀，它立马不唱了，整个身子不停地挣扎，
肚子一胀一吸的，所有的腿都胡乱地蹬着，似
乎很生气。 我安慰它：“
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
的？给我唱歌，保你天天过好日子！”
我把纺织娘带回家， 放在一个漂亮的玻
你吃饱了就可以
璃罩里， 特意切了几片梨，“

唱歌了。”纺织娘不理会我，焦急地在玻璃罩
里乱爬乱撞，到处找出口。过了好一会儿，纺
织娘才渐渐放弃了努力， 乖乖地缩在一个角
落里，静静地望着外面，看上去是那么的悲伤。
我有点不忍心，于是拿了一瓶牛奶，倒了一点
给它：“你喝吧，这个美味又营养，你喝了就给
我唱歌好不好？”纺织娘对我的请求无动于衷，
仿佛成了一个哑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对着一个像雕像一样的虫子还有什么意
思呢？看上去又这么可怜，还是放了它吧。我
打开玻璃罩， 它只是愣了一下就振翅飞了出
去，落在屋对面的草丛里。
一会儿， 草丛里就传来了纺织娘美妙悠
扬的歌声，歌声是那么快活，那么自在！原来
自由才能唱出动听的歌！
南通开发区能达小学三（1）班 刘浩然
指导老师 朱玲玲

春天里的大自然
春天到了，小文约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公
“
咦？ 冬天的雪呢？ 我们
园玩。 小明好奇地说：
的小雪人呢？ ”小红温柔地说：
“
现在春天了，雪
都被太阳光晒融化了。”小文说：
“
呀！ 我捉到一
只蝴蝶，哈哈！ ”军军忽然想起来，
“
今天是植树
节，我来种树吧！ ”几个小伙伴玩得真开心，有

的在喂蝌蚪吃东西， 有的在抓美丽的蝴蝶，还
有的在勤奋地植树。
在这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里，小朋
友把春天装扮得更加完美。
南通开发区能达小学二（2）班 王媚儿
指导老师 龚洁

放风筝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去公园里放风筝。我
和妈妈把风筝撑好，嘿嘿，我的风筝是一尾可
爱的小鱼，而妈妈的却是一只五彩缤纷的小蝴
蝶。 风爷爷又吹了几口气， 鱼儿和小蝴蝶都
蠢蠢欲动了呢！于是，我们要开始放风筝了！
我先把风筝线缠好，然后把“小鱼”用力
地抛向天空，我紧接着飞快地跑起来，可是，
鱼儿有些不听话，一会儿就掉下来了，还砸到
了我的头。我没有灰心，捡起风筝，继续跑！可
是，我刚把风筝抛向天空，它就又不争气地掉
下来了。 我生气地把风筝扔在地上， 踩了几
下，吼道：“这是什么破风筝，飞都飞不起来，

我不放了！”
妈妈听到了我的抱怨， 语重心长地说：
“没事的， 每个人都不是天生会放风筝的，放
风筝要有耐心，你这样急躁，是没有用的，只
有找到原因，想办法解决才能成功，加油，再
试试！”
听了妈妈的话，我重新拿起风筝，和妈妈
一起想办法，终于，我成功了，风筝在空中舒
展身姿，好似一位舞蹈家，看着风筝，我心里
别提有多开心了。
如皋市如城小学三（3）班 杨山锋
指导老师 陈小烨

捉麻雀
今天，我突发奇想：闷着好无聊，不如捉一
只麻雀来玩玩儿。于是，我问奶奶怎样才能捉
到麻雀。奶奶说：
“
先拿一个木筛子，再拿两根
小木棍绑在一起， 然后拿一根绳子系在上面，
用木棍把筛子支起来，接着撒点小麦粒在筛子
底下，你呢，就拿着绳子的另一头躲起来，等麻
雀过来了，将绳子一拉，麻雀就自投罗网啦！”
我怀着雀跃的心情完成了一系列的步
骤， 等了一会儿， 果然有一只小麻雀飞了过
来。只见它轻盈地落在地上，两只眼睛机灵地
环视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也许是发现
没有什么异常，就蹦到筛子底下啄了一下麦粒
儿，接着又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确信没有任何

危险了，这才埋下头飞快地吃了起来。我见时
机成熟，猛地一拉绳子。嘿嘿！麻雀真的落入了
圈套。我赶紧叫来奶奶，小心翼翼地把麻雀抓
了出来，找来一根细绳，拴在了它的腿上。小麻
雀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看见小麻雀可怜的
样子，不知怎的，我起初抓到麻雀的兴奋劲儿一
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代替的是一阵难受，没有
了自由的小麻雀真可怜。我决定把它放掉。
看着小麻雀开心地飞向了天空， 我明白
了一个道理：不可以自私剥夺它们的自由，放
飞其实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如皋市如城小学三（3）班 陈楷
指导老师 陈小烨

畅游海底世界
迎着和煦的春风，迈开轻快的脚步，亲爱
的小伙伴们，走，我们一起去春游。 公共汽车
在路上飞驰，我们在车上欢笑着，不一会儿，
就到了南通海底世界。
刚走进大门， 里面漆黑一片， 微弱的光亮
中，一个个小水母在水中畅游。 它们一会儿往上
冲，一会儿又慢慢地往下降，真像一个个小降落
伞。 走着走着，忽然眼前一束光……原来，海豹
表演开始了。 饲养员阿姨说，它们是一对姐妹
花，姐姐叫乐乐，妹妹叫淘淘，阿姨一吹哨子，淘
淘便跳了上来，身子趴在一个箱子上，求了两条
小鱼吃，接着又跳进了水里。 饲养员的手转
动了起来，淘淘在水里跳起了芭蕾，那优美的舞
姿赢得小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接下来，乐乐上
场了，它在表演瑜伽呢！ 只见它头和尾相连，这
也挑战了乐乐身体的极限。 表演结束，我来到
一只可怕的鳄鱼旁， 它潜在水底下张牙舞爪，
眼睛瞪得像个铜铃，这让胆小的我吓得捂住了

眼睛。
在亚马逊馆，我看到了可爱的海星，它们
懒洋洋地贴在玻璃上，我这下看清了它们的身
体，海星的五只脚上有一种像吸盘一样的东西
紧紧吸在玻璃上，身上有很多的须子，只要一
呼吸，那须子就会在水中飘荡，特别好看。
接着，我们的脚步停在美人鱼表演厅。潜
水员叔叔和海龟跳起了华尔兹， 他们就像在
水中漫步。 突然一个凶恶的大白鲨冲了过来，
把我们吓了一跳。 在一片模糊的水中，一条身
材苗条的美人鱼在水中显现，她和王子在水中
畅游，诉说衷肠，画面美轮美奂。
出了美人鱼厅， 我们还看到了鼓着腮帮
的刺豚、可爱的金鱼苗，还有许多没见过的海
洋生物，让人目不暇接。 美妙的海底世界，我
以后还会来的！
南通市城中小学四（4）班 刘晓顾
指导老师 王炜炜

乌龟
我家有一只五岁大的乌龟，长得比爸爸
的手掌还大。 乌龟穿着一件褐色的铠甲，上
面有格子一样的花纹，如同一辆会说话的坦
克，只要遇到危险，它就把头尾和四肢缩进
去，保护自己，他的头是三角形的，鼻子尖尖
的，有两个针眼大的鼻孔。 眼睛长在头的两
侧，乌龟有四只小短腿，小尾巴经常贴在屁
股上。
乌龟爱吃鱼、虾，我给他喂虾的时候，它
慢吞吞地爬到食物面前， 一口把小虾吞进肚
子里，摇头晃脑，非常享受。 别以为乌龟行动

缓慢，他在水里可是游得很快。
每当十一月份，天气冷了，乌龟不吃不喝
也不动，开始冬眠了。 来年四月份，他就醒过
来，开始活动。 俗话说：“
千年的王八，万年的
龟。”我一直以为乌龟有上百年的生命，其实，
它们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到五十年， 但是在动
物界也算是长寿之星了。 这得益于他的行动
迟缓，新陈代谢慢，能量消耗少。 我希望一直
能跟可爱的小乌龟做伴。
南通市城中小学二（2）班 陈锦添
指导老师 虞敏

夏天来了吗？
夏天来了吗？
去问荷塘里的花苞。
夏天来了吗？
去问田地里的大西瓜。
夏天来了吗？
去问夜间的萤火虫妈妈。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宋启薇
指导老师 王春红

文具盒
文具盒，长又长，
铅笔橡皮里面藏。
文具盒，真有趣，
可爱的图案身上画。
文具盒，你真好，
天天陪我上学校。
南通市开发区能达小学一（6）班 王圣熙
指导老师 王春红

一封回信
亲爱的智慧鸟：
您好！
我现在已经是一只小青蛙啦！ 我很感
谢您之前帮我解答了谜题。 现在我很可
爱，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睛，披着一身绿色
的外衣，就像小画家把一桶绿色的颜料不
小心泼到了我的身上。 我的四条腿可灵活
了，后腿一蹦就能跳得又高又远，叫起来
“呱呱呱”。 但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
您，那就是我“呱呱”的叫声是从哪儿来的
呢？
开心又疑惑的小青蛙于池塘
南通开发区能达小学二（2）班 蔡梦菡
指导老师 龚洁

春天的发现
春天悄悄地来到了我们身边，整个大地
披上了绿色的衣服，小草也等不及了，调皮
地探出了头。 河里冰融化了，小鸭从睡梦中
醒来， 鱼儿和蝌蚪在池塘里自由地游来游
去。 燕子飞回来，唱响了春天的第一首歌，小
朋友们有的在植树，有的在捉蝴蝶，还有的
在逗蝌蚪，真有趣呀！
春回大地，一片绿装，预示着新的一年必
有好收获， 预示着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将取得
更好的成绩！
南通开发区能达小学二（2）班 张子涵
指导老师 龚洁

可爱的熊猫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
熊猫的头是圆圆的，耳朵偏小。 又黑又
亮的眼珠像一对宝石镶嵌在上面，眼睛下还
有两个黑眼圈。 鼻子黑黑的，它的头和身体
都是白色的，手和腿却是黑色的，它的身体
和腿胖胖的。 它走路的时候一晃一晃的，可
爱极了！
你别看它平时动作迟缓， 它可是爬树
能手，敌人来了，它就爬到高高的树上躲
起来；它还会游泳，如果在河边遇到敌人，
它可以爬到对岸，敌人就抓不住它，这就
是熊猫的本领。 熊猫还有个身份，就是国
宝啦！
我真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南通开发区能达小学二（2）班 汤启萱
指导老师 龚洁

可爱的小猫
小猫 崽 真 可 爱 ， 尖 尖 的 耳 朵 特 别 灵
敏 ， 什么声音都逃不过他的耳朵， 大大的
眼睛绿莹莹， 一闪一闪的， 可神奇了！ 白
天， 它的眼睛会变小； 晚上它的眼睛又忽
然变大， 那是因为， 它要捉老鼠， 倒三角
形的鼻子下面一张粉红色的小嘴常常喵喵
叫个不停， 柔软的皮毛远看就像个小毛球，
真想摸摸它， 四条小短腿上， 有着尖尖的
爪子， 走起路来， 无声无息。 长长的尾巴
随着身体的走动而左右摆动， 像个优雅的
舞者。
通师一附二（11）班 蔡旻芮
指导老师 祁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