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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春天
我的家乡在仁桥银杏村，那是个美丽的地方。
轻轻地，春风吹到了家乡。蓝蓝的天空一
望无边，几朵白云有时像一群白兔，有时像几
只绵羊，有时又像几朵棉花糖……燕子从南方
飞回来了， 它们有的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有的在树枝上嬉戏，还有的停在电线上休息。
老家门前有几棵桃树， 桃树上开满粉红
色的桃花， 就像一个个穿着裙子的小女孩在
比美。最吸引我的是桃树旁边那一丛丛
“
红花
三叶草”。太阳一出来，繁茂的叶子中间，就会
冒出一朵又一朵的小花， 像在跟碧绿碧绿的
三叶草捉迷藏呢!
向南望去，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像一块金
黄的地毯。 走近它们，一阵清香扑鼻而来。 细
细看，绿油油的叶子托着晶莹透亮的花瓣，花
瓣抱着金黄的花蕊，美极了！
老家的春天不仅有美丽的景色，还有丰盛的
美食。 田野里、小河边、大树下，遍地是嫩绿的野
菜。挖一篮回家，包成春卷，撑破了我们的肚皮！我
最爱吃的是杨柳蛋饼。 从柳枝上捋下一把粉嫩的
柳叶儿，撒在煎得金黄的蛋饼上，香气四溢！
家乡的春天是美丽的，也是美味的！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三（6）班 王心果
指导老师 施秀梅

西安游记
去年暑假，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展开了
一次西安、洛阳、开封、徐州的古都之旅。 这次
旅行，最令我惊叹的是西安这座六朝古都。
西安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迹， 西安博物
馆、秦始皇兵马俑、大雁塔……高高耸立的大
雁塔，背后有着一段念亲恩的故事。 唐朝时期，
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为了追念去世的母亲长
孙皇后，修建了大慈恩寺。 几十年后，有一位高
僧，法号玄奘，从西安出发，跋山涉水，历经千
辛万苦，到达印度取得真经。 回国后，他就在大
慈恩寺住了下来，还修建了这座大雁塔来保存
从天竺带回的佛经。 后人根据他的真实经历，
写成了一部生动有趣的神话传说《西游记》。
秦始皇兵马俑像一支百万大军横在我面
前，那场景让人叹为观止。这些兵马俑是如何
建成的呢？ 秦始皇为何耗费这么大人力物力
修兵马俑？我带着一个个谜题进入了展览厅。
原来，那时候人们太迷信神话了，竟然认为人
死后会上天堂， 于是秦始皇就在自己的陵墓
旁建了这个地下王朝，那些兵马俑就是阴兵。
我充满疑问地问：“
阴兵干什么用？ 后来那些
建陵的人呢？ ”爸爸告诉我：“传说等人死后，
会升入天堂，人俑就是真兵，保护主人。 那些
修陵的人有的累死，有的饿死，有的病死，最
后剩下的也被秦始皇活埋了。 ”我心想，这秦
始皇也太心狠手辣了，为了死后的虚幻世界，
葬送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西安这座古城， 还有太多太多故事等着
我去发现，等我再长大一些，我还要来西安。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三（8）班 周昊阳
指导老师 艾月莲

难忘的比赛
“
耶！ 球进了！ ”“好球！ ”一声高过一声的
欢呼声在操场的上空回荡。 这是我们一年一
度的足球联赛，此时，我们班的运动员正在与
四（5）班
“
拼杀”着。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4∶0， 我们班领先，我
们这些拉拉队员在拼命地跳着叫着喊着。哇！
柳佳成又抢到了球，只见他带着球向“敌方”
的球门跑去， 看见朱思熠在离球门不远的地
方，他猛踢一脚，球便快速地“飞”到了朱思熠
的脚下。 朱思熠脚一勾，成功地接到了足球，
带着球转身就跑。 咦，怎么有一个人在拦呀？
一看，哦，对方的其他球员被我方的球员堵着
呢！ 再看朱思熠这儿，停好球，抬起脚准备射
门。 我们在下面立即大喊：“朱思熠加油！ ”朱
思熠一踢，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哎呀，被
四 （5） 班的守门员给“半路拦截” 了下来。
“唉——
—”我们一片叹息，球员们似乎也在为
这次没进球而感到可惜。
比赛还在继续，我们班有了明显的优势。
看我们这边守门员有点清闲， 我和丁储语大
声喊着：“
洪子轩注意对方！ ”说来也巧，不知
哪个人“飞”起一脚，球朝着我们的球门飞过
来了，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幸好，球被
洪子轩及时接住了，我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经过激烈的比赛， 我们班以6比0的比分
赢了四（5）班，欢声笑语也留在了操场上……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四（2）班 周心莹
指导老师 陈亚平

全能小达人
在班上，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好朋友。
他的眼睛乌黑发亮， 挺拔的鼻子上面架着
一副圆圆的眼镜，嘴巴能说会道。你们猜猜
看他是谁？ 哇！ 这就是我们班上的
“全能小
达人”——
—张皓铭。
为什么叫他
“全能小达人”呢？ 这要让
我慢慢说来。
张皓铭的棋艺在我们班上那可是一
绝。上一次下课时，我与张皓铭来了一场激
烈的象棋赛。 我们摆好棋盘，比赛开始了，
我是红方，张皓铭是黑方。 我先出，就先来
了一个当头炮， 张皓铭立刻来了一个马先
跳。 我再出车，准备干掉他的相，他立即把
相调走，比赛就这样你杀我拼地进行着。但
是他的棋艺太高超了，我输给了他。我羡慕
极了，暗暗地下定决心，下一次一定要超越
他。可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挑战了他好多
次，每次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张皓铭不但象棋下得很溜， 魔方也玩
得很好，让我十分佩服。上一次我们班举行

魔方比赛，张皓铭也参加了。同学们坐在教
室里等待比赛的开始， 四名选手站在讲台
上等待老师的口令。周老师红旗一挥，教室
里立刻鸦雀无声， 只听见魔方快速转动的
声音。只见张皓铭两眼紧盯着魔方，手飞快
转动着，魔方在他的手里好像在跳舞一样，
看得大家眼花缭乱。不到一分钟，一个魔方
就恢复了，教室里就传来了热烈的掌声，我
真为他高兴。
谈起学习， 张皓铭在班上更是遥遥领
先；说到写字，在县里的硬笔书法比赛中，
他可是获得过一等奖的；演奏乐器，钢琴已
经陪伴他五年多了；音乐课上，他常常被音
乐老师点名领唱；运动场上，体育老师特别
喜欢他，一直想让他加入足球队……
你看，这么出色的他，可不就是我们班
的
“全能小达人”？他是我学习的好伙伴，更
是我的榜样！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三（10）班 龚钰珵
指导老师 周丽娟

金灿灿
金灿灿是一条活泼可爱的小金鱼。 它
全身金黄，只有背上带着一点橘红，所以
我给它取了这个响亮的名字。 它的眼睛也
很大，像两只黑亮黑亮的玻璃球。 最漂亮
的是它的尾巴，又长又宽，像一把小扇子。
它的肚子也被我喂得肥肥胖胖的，就像个
小皮球。
金灿灿是一条特别的金鱼！
它的警惕性很高。 平时都是我帮它换
水，结果上次爸爸把鱼缸抱起来准备换水，
金灿灿就不停地撞击鱼缸， 可能是没见过
我爸爸的原因吧！
金灿灿还会恶作剧哦。 它非常喜欢恶

作剧，有时候我在鱼缸上方看着它，它游
着游着， 就会突然拍出水花溅在我的脸
上，好像在逗我：“快来跟我玩吧，你也来
吐个泡泡。 ”金灿灿对吃特别讲究。 它从来
都只吃一种鱼食， 如果你换了一种的话，
它宁可不吃也不尝一下。 还有千万不要喂
它太多的鱼食，它是不知道饥饿也不知道
饱的，只要有食物它就会不停地吃，真是
个小吃货。
金灿灿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 在我心
里，它是我亲密的小伙伴。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三（10）班 王楷雯
指导老师 周丽娟

趣味横生的东北行
经过一天一夜的火车“苦”行，我们终
—哈尔滨。一出火车站，
于来到了“
冰城”——
身体里在车厢内凝聚的热气瞬间就像顽皮
的孩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 一丝丝凉意渗
透进来，我赶忙拉好拉链，围上围巾，戴上
帽子， 这样身体才慢慢重新生起一股温暖
的热气。 看来
“
冰城”这个称号真不是白起
的呢。
东北天气虽然冷，但人心一点都不冷。
街道上的好心人到处都有， 我们如果要问
路，只要随便找个路人就能解决问题。 在寒
冷的哈尔滨，我们依次去了五彩缤纷的冰雪
大世界、冰封千里的松花江、宏伟瑰丽的圣
索菲亚大教堂和既古典又繁华的中央大街。
旅行第五天，我们去了雪乡。天才蒙蒙
亮， 太阳刚刚起床的时候， 我们乘着一辆
“黑车”驶向了雪乡。雪乡不愧是雪乡，一下
车，我们就看见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冬
之神撒下了片片雪花，大地上、屋顶上，甚
至把窗户都严严实实地
“封”住了。在那里，
我们吃完带有东北特色的丰盛午饭后，就
兴高采烈地去爬环山栈道。爬到一半，我看
见旁边有一个很长的雪坡。 顾不上穿戴滑
—
雪装备， 我就迫不及待地冲向了起点——

小雪屋。
在小雪屋，我还没有坐稳，雪板就载着
躺下的我冲了下去，风在耳边呼呼而过，雪
粒噗噗地撞在脸上， 最后我不得不用脚紧
紧地蹬着地面才使雪板停了下来， 想想那
样子一定狼狈极了。不过，我可不甘心做一
个以失败而告终的人。我又艰难地爬上去，
重新坐上雪板，鼓起信心再次冲下去。飞速
下冲的我迎着凛冽的寒风， 风儿像刺刀一
样深深扎进皮肤。冲到一个独木桥下时，由
于桥下的雪很松软，一瞬间，雪花飞舞，我
与雪来了个“亲密接触”，一股扎心般的疼
痛在脸上遍布开来。等到停下来时，我变成
了一个圣诞老人，头发和脸上全是雪。妈妈
像照顾伤员一样给我擦了脸、掸了雪，我才
舒服了一些。
除了雪乡很有特色， 其他地方也独具
一格，美轮美奂的雾凇岛、刺激的吉林万科
滑雪场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这次东
北之行使我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还让
我感受到东北的自然美。我爱旅行，犹爱这
趣味横生的东北之行！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 梅子凡
指导老师 倪庆华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被遗忘
——
—观《寻梦环游记》有感
最近大家都在看一部叫《寻梦环游记》
的电影，我也怀着满腔好奇，跟随米格开启
了一段穿越之旅。
人死以后会去到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
只在读克莱儿·麦克福尔的《摆渡人》时，透
过文字模糊地想象过，但《寻梦环游记》所
描绘的场面足以让我震撼。
这里很美，美得像传说中的仙境，但比
那个仙境要时尚。 到处是富丽堂皇的高楼
大厦和车水马龙的街道，到处是人山人海，
充满了欢声与笑语。 这里的“
人”没有肌肉
与五脏六腑，他们其实是一具具骷髅，但看
起来并不会让人毛骨悚然， 反而让你感到
很亲切。 他们可以走路，可以跳舞，可以说
话，可以歌唱，身体可以自由组合，一会儿
散落在地，一会儿整合成人形。这里的车是
飞在天上的，没有轨道，没有车轮，没有司
机。这里的动物都长着翅膀，身体是五颜六
色的，整天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这里的房
子是发光的，五彩缤纷，有火热的红色，有
耀眼的金黄色，有活泼的绿色，有温馨的粉
色，也有看起来让人心旷神怡的蓝色，这里
的一切是那么神奇。不过，我不敢确信真的
有这样一个世界。

连接人间与这个“仙境”的是一座桥，
桥身由艳丽的万寿菊花瓣铺设， 整座桥发
出耀眼的光芒。桥头有出入境检票站，那里
的电脑会检测到人间是否有人在供奉你，
如果有人供奉你，怀念你，那么在亡灵节那
一天就可以通过这座桥去探望你在人间
的亲人或朋友。
起先，我被电影离奇的情节吸引着。
直到米格目睹埃克托的朋友彻底消失，
我的灵魂才像被刺着了。 一个人不是因
为存在才被记住， 而是因为被记住才会
存在， 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一直
记着我？ 他们可能是含辛茹苦养我长大
的父母、长辈，或者是见证过彼此最糟糕
一面的知心朋友……恰恰因为这些人的
存在，我们的存在才有了意义呀。 在时间
的流逝里，我又记住了多少人，让他们获
得了存在的意义呢？
走出影院的那一刻， 我仍然沉浸在思
考中。我们都害怕死亡，我们却很少担心被
人遗忘。难道非要等到死亡之后，才能明白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被人遗忘吗？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四（1）班 刘子徐
指导老师 张小燕

温暖
虽然已经过去三年多了， 但这件事一直
在我遇到困难时鼓励着我前行。
那是一年级时，妈妈给我报名学画画。 上
了一段时间后，老师就安排我做考级前的练习。
老师给了我一张照片，让我对照着画。 我一看，
这幅画真难啊，丰富的色彩，复杂的线条，还有
人和物体的阴影，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反复练习。
到了考试那天，坐在空旷的教室里，我突
然有些紧张了。 看到其他参赛选手都信心满
满地进入考场，我的手心都出汗了。
讲台上的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他
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别紧张，老师相信
你，你是最棒的！”这短短的几句话，仿佛拥有
神奇的力量，一直钻到了我的心里。虽然我还
是有些紧张，但是已经平静了许多。
开始考试了， 我画了一会儿又感觉画不
下去了。当我抬起头，看见老师微笑地对我点
点头。 顿时，我又充满了自信！
我手中的笔越来越听话，最终，画出了一
幅漂亮的作品。 优美的线条，亮丽的色彩，简
直棒极了！
从此, 老师鼓励的目光定格在我的记忆
深处，永远温暖着我，永远给我自信和力量。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五（3）班 杨睿祺
指导老师 赵晓莉

有趣的剪纸
一天， 学校请来了南通市剪纸传承人李
海峰教我们剪纸。
开始上课了，老师把剪纸的材料——
—剪刀
和彩纸拿出来，开始示范。 他先把粉红色的纸
剪成正方形，把纸对着角折三次；再用剪刀顺
着纸顶端边上剪成锯齿形或半圆形； 然后，在
折叠的边上剪成波浪形，一会儿似花草，一会
儿像鸟兽；剪刀在他的手里好像“活”了一
样，最后，李老师把剪好的纸展开来，竟是一
对栩栩如生的仙鹤。 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
来。 接着，大家各显身手，纷纷剪起来了。
我拿起剪刀，手微微有些颤抖，头上大豆
般的汗珠也滴了下来，显然有点紧张。 李老师
过来对我说：
“
别紧张，细心点就可以了。 ”我镇
静下来，首先把淡红色的纸拿出来，剪成正方
形，并对折三次；然后，开始剪花边了。我小心翼
翼地拿着剪刀，剪成锯齿形的花边。 花边剪好
后，展开一看，哎呀！ 不好了，我剪歪了。 我仔细
地观看，认真地思考，又拿起剪刀重新修剪，再展
开一看，啊！ 淡红色的纸形成了一个圆形的花纹，
然后，我在纸中间，剪一个三角形，一个圆形，一
只小鸟，一只青蛙，啊！ 整个图案美丽极了。
这次学剪纸，我既增长了科学知识，又悟
出一个道理：
“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五（1）班 丁茜
指导老师 卢海莉

捏橡皮泥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捏橡皮泥，我选了一
个小黄人的造型。 我暗自盘算着，小黄人的身
子比较好捏。 于是，我自告奋勇地跟妈妈说：
“
妈妈，我来捏它的身子。 你捏它的衣服、眼睛
和眼镜吧。 ”分好工，我们就开始动起手来。
不一会儿， 妈妈就把小黄人的上衣捏好
了。 可是，本以为好捏的小黄人身子在我的手
中却是“歪瓜裂枣”，就是摆不出我想要的模
样。 我有些灰心，心想：肯定是我捏的东西太
难了，算了算了，我还是捏背带裤吧！ 于是，我
又捏起了背带裤。 可是，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勉强捏了个裤形，可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裤子背带粗细不一，刚想往裤腰上粘，断了！
“
唉，怎么背带裤也这么难捏呀？ ”我自言自语
道，“既然背带裤也不好捏， 我就捏捏眼镜
吧。 ”我用力地搓着橡皮泥，可那个圈像和我
作对一样，我彻底崩溃了。
我偷偷地向妈妈看去， 只见她正专心致
志地捏着背带裤，
“捏得不好没关系， 静下心
来，再捏一遍。 ”妈妈语重心长地说道。
怎样才能把橡皮泥捏好呢？ 妈妈看出了
我的心思，便耐心地教起我来。 虽然，一开始
捏得不怎么好，但是在妈妈的指导下，我捏得
越来越好了。 终于，一个栩栩如生的小黄人出
现在我们的眼前！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什么
事情都不能三心二意，不然便会一事无成。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四（2）班 冒文俊
指导老师 陈亚平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专版
组稿老师 秦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