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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义卖
盼星星，盼月亮，同学们终于盼到了爱心
义卖这一天。
下午，活动终于开始了，大家蜂拥来到操
场，迅速摆好自己的摊位，操场上人山人海，
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我们班的商品
可多了，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有可爱的玩具，
有各类学习用品，真是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
乱。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便宜卖了，大家快
来看一看……” 顾欣瑞的吆喝声很快吸引了
很多学生，他们东挑挑，西选选，一个个满载
而归。 作为推销员的我，也赶紧搜寻着目标，
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齐刘海，水汪汪的大眼
睛，非常可爱。 我拿起一本书，走上前，问：
“
小
妹妹，你好！ 这本书你需要吗？ ”“
多少钱？ ”她
打开书看了看。“五元，你看，这本书很新，没
有破损的地方。 ”“
能便宜一点吗？ ”
“
四元，真
的不能再低了。 ”接过她递给我的四元钱，我
的心里美滋滋的。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又连
续卖出去了很多东西。
活动结束了， 我们把满满的一盒钱带回
了教室，并把钱全部捐给了山区孩子，看着这
些钱，我仿佛看到了他们的笑脸……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3）班 杨子宜
指导老师 朱丽丽

杜鹃花开
五月，满小区的杜鹃花都开了，开得如火
如荼，非常引人注目，成了小区里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紫红色的杜鹃花， 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灿
烂的云霞， 又像一团团尽情燃烧、 跳跃的火
苗；走近一瞧，有的花朵含苞欲放，有的半开
半合，有的全开了。 那绽开的花瓣，娇艳得就
像孩子的笑脸，花瓣边儿弯弯曲曲的，恰似女
孩子们裙子的花边。 它们五个一簇连在一起，
花瓣中吐露出黄色的花蕊， 那缕缕的嫩黄点
缀着红艳艳的花瓣，宛如绚烂的锦缎。 凑近闻
一闻， 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 在小区散
步，宛如在花海中畅游。
有一首歌唱得好，
“
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
开遍映山红……”老师告诉我们，杜鹃花又叫
映山红，每到春暮夏初时节，漫山遍野都会开
满映山红，迎风怒放的映山红，红得灿烂，红得
耀眼，红得惊心动魄，因为它就像当年革命战
士流下的鲜血，所以人们又叫它英雄花！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 ”我
喜欢这充满生命力的杜鹃花！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1）班 金左悦
指导老师 朱爱霞

“西”游记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我们一家人准备
去千年古镇——
—西塘游玩。我心里十分激动，
想象着西塘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
背着妈妈新买的蓝色背包， 我一蹦一跳
地来到车站。 随手把包放在了供人们休息的
长椅上并离开了。爸爸发现赶紧拿回背包，心
平气和地教育道：“
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管好
自己的贵重物品。 ” 我一拍脑袋，心领神会。
终于到了我的梦里水乡。 这里的河水哗
啦啦地流淌，好像在演奏优美的乐曲；这里的
小桥形态各异，好像在述说着自己的往事；这
里的人家傍水而居，好像一艘艘泊船；这里的
鲜花五彩缤纷， 好像在跳舞……这里的一切
都让我新奇又欢喜。
我们一边吃着各种小食， 一边观赏这这
座千年古镇的古建筑。来到一个很窄的小巷，
一盆盆的小鱼儿们立刻吸引了我的眼球。 原
来这叫“
鱼疗”，就是让小鱼儿们来咬你的脚，
真是有趣。
很快到了中午12点整， 吃饱的我不禁有
些睡意，眼皮渐渐变得沉重，为了不错过每一
处风景，我一直努力睁大着双眼，直到来到一
家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店， 瞌睡虫一下就赶跑
了。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新奇玩意儿，彩虹发射
器——
—可以发射出美丽的彩虹； 还有刻着姓
名的夜光钥匙扣，迷你茶杯，迷你娃娃……琳
琅满目的商品，令我眼花缭乱。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随着返程车的
离开，它渐渐地在我的视野里消失。我恋恋不
舍地望着这座千年古镇，心里默默地说：再见
西塘！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5）班 徐心潼
指导老师 高妤娟

我给课桌洗洗脸
开学时，我的课桌非常干净，可是经过
我一段时间的
“
折磨”，它变得又黑又脏，所
以我决定周五时给它洗洗脸。
转眼间，周五便到了。 下午大课间，我
拿出了百洁布、 面纸和洗洁精， 开始动手
了。我先在桌上倒了点洗洁精，然后拿起百
洁布用力地擦了好几遍，擦着擦着，我心疼
起来，心想：课桌会不会疼啊，看似那表情
有点难受……想着想着， 我的动作温柔了
起来。
看着那逐渐露出本来容貌的课桌，我
感觉它在笑，似乎在和我说：“小主人，你对
我真好，我以后一定要更好地待你。 ”想着

想着，我也笑了起来，情不自禁地回答道：
“
好哦，好哦，你可要说到做到哦！ ”
时间过得很快，我一看手表，不好，快
上课了。我抓紧时间，轻轻地用面纸再把课
桌擦了一遍，简单地做好了收尾工作，然后
轻轻地对它说：“你好，我的课桌，希望你的
面孔能永远不变哦！ ”可是，这次课桌只是
露出了光洁如新的桌面，似乎没有回答。
是啊，这让课桌怎么回答呢？只有作为
主人的我爱惜它，经常给它洗脸，它才能有
最美的面容啊。 嗯，我决定了，以后每星期
帮它洗一次脸，让它变得美哒哒。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12）班 邬宁睿

人间天堂——
—九寨沟
我去过很多地方， 云南的玉龙雪山、北
京的长城、成都的熊猫基地……其中我最喜
欢的是被人们称为
“
人间天堂”的九寨沟。
九寨沟，因为内有九个寨子而得名，那
里的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个美丽而又神
奇的地方。
进入九寨沟内，我和爸爸、妈妈首先来
到了有趣的熊猫海。熊猫海群山环绕，山上
的树长得郁郁葱葱。 据说这里以前常有熊
猫出没，再加上中间有一块白石，上面有天
然的黑纹，看上去酷似一头憨厚的大熊猫，
所以得名熊猫海。那里的水清澈见底，水中
嬉戏的野鸭、倒映在水中的蓝天白云、青山

绿树构成了一幅优美的山水画。
离开了熊猫海，我们向珍珠滩瀑布前
进。 听导游说珍珠滩瀑布气势雄伟，到了
那儿一见果然名不虚传。200多米宽瀑布从
上面直泻下来，气势宏伟，真是“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你听！瀑布冲
进谷底，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在池底激起千
朵浪花。这些浪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千
万颗明珠，闪着荧光。 难怪它的名字叫“珍
珠滩瀑布”呢，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
九寨沟真不愧是人间天堂啊！
南通市开发区实验小学三（11）班 黄张旭
指导老师 邵胜男

难忘的成长礼
今天，阳光明媚，天空中的白云飘飘悠
悠，活像一只只可爱的小白兔在蹦蹦跳跳。
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在校园里成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十岁
成长礼。
清晨，我和妈妈一起步行上学，来到学
校，老师为我们点上成长痣，我们在班级展
板前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按下立志印。
成长礼开始了， 南通边防支队的解放
军叔叔， 用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我们呈上特
别的生日祝福。首先，三（11）班的同学们为
我们献上诗歌《我们十岁了》，紧接着三年
级的全体老师集体亮相， 为我们带来了纯
洁高雅的朗诵 《生日快乐——
—写给十岁的
你们》，喧闹的操场顿时鸦雀无声，我闭上
了眼睛，感觉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整个世
界都融化在这深情的朗读声中了。接下来，

学生代表发言，家长代表发言，他们声情并
茂，倾诉着对学校、对老师们深深的感激之
情。
整个活动， 最让我感动的环节就是读
爸爸妈妈给自己的信。 妈妈的信让我回想
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我紧紧地抱着妈妈，
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望着在天空中飘扬的
五星红旗，我暗暗攥紧了拳头，从现在起一
定要牢记妈妈的叮咛，学会主动学习，学会
感恩， 礼貌待人， 做一个人人夸奖的好少
年，让爸爸妈妈为我自豪。
活动虽然结束了， 但我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这次活动让我明白了：我在渐渐长
大，已经成为了小男子汉。今后我要努力成
为更好的自己！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5）班 周科邑
指导老师 高妤娟

小雪花的旅行
冬天来了， 依偎在白云胸膛上打盹的
我——
—一朵小雪花和小伙伴们被风儿吹
动，飘飘悠悠地在空中飞舞。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自由的小鸟，
在空中翱翔，在风中嬉戏，感受着自由的快
乐和飞舞的乐趣。就这样，我和我的小伙伴
们开始了我们的旅行。
随着风儿， 我们飘到了一个小亭子上
空。小亭子美丽极了，它戴着一顶尖尖的帽
子，还有四根柱子，每根柱子上都雕刻着美
丽的图案，有一些小雪花都舍不得离开，在
空中像蝴蝶们翩翩起舞， 在亭子里玩耍的
小朋友看见了我们， 立刻飞奔着跑来迎接
我们，于是我们落在了小朋友们的脸蛋、头
发、衣服、鼻尖等各个部位，远远看去，小朋
友们可真像一群小雪人呢！

我们飘到了草地里， 给小草披上了一
层厚厚的毯子。 一群群小朋友兴高采烈地
跑了过来，只听啪啪几声，小雪花被踩碎，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远处的小朋友听见了
响声，也纷纷跑了过来，玩起了堆雪人、打
雪仗、滚雪球等各种好玩的游戏。整个草地
上都是白茫茫的雪花和小朋友们的笑声。
我们飘到了庄稼地里， 给所有的植物
都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袄，把所有的害虫全
部冻死了。 第二年春天，庄稼地里的植物们
都开开心心地生长起来，太阳公公也升了起
来，在空中叫我们回家呢，于是，我们融化成
了水，然后变成了水蒸气，飘回了天空。
明年冬天，这个美丽的世界，我们一定
还会回来的！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10）班 沈杨

“
女汉子”小钰
你认识我们班的小钰吗？她个子不高，
圆圆的脸，喜欢穿裙子。 一看就是个淑女。
但是你可不要被她的外表所迷惑。 作为她
的同桌，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她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
“
女汉子”。
有一次，我跟她一起玩游戏，正巧我赢
了。正当我得意洋洋的时候，发现她的眼睛
睁得大大的，脸拉得老长，拳头紧握。 这种
状况表明， 她的杀手锏——
—“无敌旋风拳”
要使出来了。我见势不妙，立即从座位上跳
起来， 一溜烟逃走了。 小钰在后面紧追不
舍，我们围着讲台转了几圈后，她依然不依
不饶，我只好冲出教室跑到外面。小钰立马
也跟着冲出教室，看她这气势汹汹的样子，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再也不和她玩这个游
戏了。
别以为“女汉子”只会欺负人，她其实

很爱帮助别人。她是我们的英语组长，要负
责收英语作业，还要管同学背课文。可是我
们组总有一两个人不想背书。每逢这时，小
钰就用她犀利的眼神瞪着那个同学：“跟我
来！”那位同学很不解：“这是要干嘛？”小钰
回答：“你不想在我这儿背， 就去郁老师那
儿背啊。 ”说着，拉着那个同学就往郁老师
办公室跑。那位同学只好乖乖
“束手就擒”，
回位置背书去了。
正是因为她这种“女汉子”作风，我们
组的同学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 考试自然
不成问题啦！
怎么样？你喜欢这个“
女汉子”吗？可不
要把我写的这篇作文给她看哟， 要不然她
不会放过我的！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4）班 黄勇铖
指导老师 沈叶娟

蝴蝶兰
盆中有兰，
其叶深绿。
花开时节，
翩然欲飞，
或深红，
或雪白，
色如水晶，
柔若锦被。
远看如点，
近看似蝶，
谓蝴蝶兰。
南通市开发区实验小学三（2）班 杨芮
指导老师 吴银霞

采蘑菇
前几天下了一场贵如油的春雨。
春雨滋润了万物， 森林里的大树上吐出
了新的枝叶， 花儿竞相开放， 散发出阵阵清
香，小草探出了脑袋，感受着风的温暖，小兔
子欢欢跟着兔妈妈去采蘑菇。
运气不错，刚进森林，欢欢就瞧见一棵松
树下长着一丛蘑菇。 欢欢兴奋得甩着篮子，一
溜小跑过去，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捧起一个
大蘑菇，高高地举起，转过身对兔妈妈高声喊
道：
“
妈妈妈妈，瞧，我采的蘑菇！ ”
兔妈妈提着篮子走到欢欢声旁， 微笑着
点着头，眼中不无赞许！
欢欢东找找，西寻寻，不一会儿就采了一
小篮子蘑菇。
“
回去吧，采得够多的了。 ”兔妈妈疼爱地
说。
“
不，我还要找到更大更鲜美的蘑菇。 ”欢
欢撅着嘴撒娇道。
咦！ 一丛绿色的蘑菇！ 欢欢瞪大了眼睛，
似乎被自己的发现惊住了。“难怪找不着你，
原来你在这儿装绿叶呢！ ”欢欢自言自语道，
一边就伸出手去采。
“别碰！有毒！”兔妈妈焦急地警告声骤然
响起。
欢欢伸到半空的手蓦地停住了。
“
有毒？ ”欢欢疑惑地回望着兔妈妈。
“孩子，这种色彩鲜艳的蘑菇，往往是有
毒的，千万不能采。 ”兔妈妈一只手拉住欢欢
的手蹲下身子， 一只手指着那丛绿得油亮油
亮的蘑菇说。 欢欢仔细端详了一下它们，她惊
奇地发现， 那丛绿色的蘑菇在阳光下竟然慢
慢变成了红色。“这么神奇的蘑菇怎么会有毒
呢？ ”
“孩子，不能被事物的外表迷惑，不然甚
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呀！ ”兔妈妈语重心长地
嘱咐道。 红蘑菇漂亮又诱人，欢欢忍不住咽了
一下口水，她叹了口气，想：我以后再也见不
到这么美的蘑菇了。
确实，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过神奇
会变色的蘑菇。 可那天的情景却一直铭刻在
她的记忆里， 妈妈坚定的话语也一直回响在
她的耳旁。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1）班 皇甫高萱
指导老师 朱爱霞

春梅
一天，在放学的路上，我惊喜地发现学校
两旁的春梅开花了。“
哇！ 好美呀！ ”我情不自
禁地感叹道。
它那雪白雪白的花儿盛开在细小的树枝
上，有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马上就要破裂似
的，有的才微微展开了一点，有的花瓣儿全都
展开了，露出小花蕊。
它们千姿百态美丽极了！ 有的像一个个
小喇叭在鼓着劲吹， 有的像一把迷你的小板
凳，有的像一位既美丽又害羞的小姑娘……
除了这些我还有个奇怪的发现， 那些细
而长的树枝上竟有一个类似小房子的东西，
这些是不是小房子呢？如果是，那里面会住着
谁呢？ 许多问题不断在我脑海里打转。
放学回家后我翻阅了 《十万个为什么》，
原来那小房子里住着个爱吃植物的虫子，我
不禁感叹道：
“
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啊！ ”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6）班 任思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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