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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乌龟
前几天，爸爸从外面带回来两只乌龟，我
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我给大的一只取名叫“笨笨”；小的一只
叫
“木木”。小乌龟可能不太熟悉这里的环境，
一直缩着头，一动不动地躲在角落里。过了几
天，它们怯生生地伸出了脑袋，走到东，走到
西，真像两位绅士呀！如果我们碰它们的头或
把它们拿起来，它又会把头、爪子、尾巴缩进
壳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现在的乌龟一点儿
也不怕我了，碰它的头，它就用力一甩，把它
们拿起来，它们就会用爪子挠我的手心。
现在我就介绍介绍乌龟的样子吧： 它尖
尖的脑袋上镶嵌着一双贼溜溜的小眼睛，好
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世界， 小巧的鼻子下面有
一道弯弯的细线，要仔细看才能发现哦！那可
不是一条线，那是它们的嘴巴，吃东西的时候
可厉害啦！ 它们的爪子很小巧，尾巴短短的、
尖尖的。最有趣的就是它们身上的坚硬的“
盔
甲”了，被几条细细的纹路分割成一块块有规
则的六角形， 每个六角形的内部又有几个小
六角形。
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给乌龟喂食了。
刚开始，我倒了食，它们还一直缩着头，过了
好久，它们才慢慢过来，先用鼻子闻一闻，再
小口小口吃，可现在一看见我要喂食，就把头
伸得好长，恨不得伸进食袋里，有时会因争抢
食物而打架。瞧，“木木”用爪子狠狠地把笨笨
的脸推开，“笨笨”也不甘示弱，用脑袋用力推
“
木木”，最后还是“
木木”占了上风，把食物吞
了下去，“
笨笨”只好在一旁流口水。现在它们
都养得又肥又壮。
爸爸每天都会帮它们换水、洗澡，这是它
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爸爸会放一盆水，让它
们游水、嬉戏，它们尽情地舒展着四肢，用力
划水，像两个快乐的孩子。
我们家乌龟有趣吧！ 我越来越喜欢它
们了！
通师三附四（六）班 周小又
指导老师 陈秀兰

一次小意外
昨天晚上，家里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那是8点多的时候，我刚洗完澡，像个国
王一样在家里溜达巡视了一圈。 正准备安心
地去房间睡觉时，突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
指。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抬腿就“
砰”地摔
了一跤。 妈妈和哥哥听到声响连忙打着手电
筒赶来，我摸着摔疼的屁股站了起来，扶着沙
发慢慢移动到妈妈身边， 慌慌张张地问：“妈
妈，出什么事了？”她笑了笑，拉了我一把：
“没
什么事，应该是跳闸了，你就坐在沙发上，别
添乱就行了！ ”
听了妈妈的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安静地
坐在沙发上揉我的屁股。 而爸爸却不一样，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他要过哥哥手里
的电筒， 仔仔细细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每一个
闸。 可是，不管怎么查好像都没问题，所以大
家都懵了：妈妈的一篇文章还没打好，她的眉
头都绞到了一起。 爸爸找不到问题的所在，眼
睛里透着疑惑。 哥哥难得有空闲时间看会儿
电视，现在只能在客厅里乱转。 而我，恨不得
立马变成工人，把电路修好。 还是哥哥急中生
智，提议去隔壁姨爸、姨妈家，于是大家都把
手头要做的事带过去了。
我们从黑暗中赶去重见了光明， 顿时都
兴奋起来。哥哥立马开了电视看起来，而我又
在担心：今晚我们那里会不会来电呢？晚上我
们住哪里呢？姨爸跟外公匆匆下了楼，他们去
哪里了呢？ 哥哥看我魂不守舍就回去拿了点
玩具给我， 看着他淡定的样子， 我觉得很奇
怪。 这时，妈妈给电力公司打了电话，我听到
那头在说：“大概九点，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尽
快赶来！ ……”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愉快地和哥哥一起看电视。
可是，情况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电力公司
的人九点半都没来，我十分着急，心里就像窜
进了一只小兔子，“
砰砰砰”直跳，因为我的瞌
睡虫到了，眼皮子都睁不开了，可电不来我不
敢去睡。
时钟滴答滴答地跑到了10点， 门铃终于
响起了，我一阵惊喜，终于有人来修了。 那些
工人真有本事，只过了那么一会儿，灯光就亮
起来了！那一瞬间，我情不自禁地欢呼道：
“
来
电啦！ ”恨不得捧起一束束花来跳舞，兴奋了
一阵，我就再也扛不住了，爬上了床。
想起昨天的事，我到现在还有些害怕哩！
通师三附四（3）班 王妤兮
指导老师 陆伟伟

通师三附，我们的家
我们的学校叫通师三附， 它位于市区
学田新村内。 她整洁、美观，既是我们学习
的乐土，也是我们成长的乐园。
走进宽大的校门，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
内庭院：花坛都是椭圆形的，里面种着各种
各样的花，有五颜六色的菊花，有火红的一
串红……还种了六株桂花树。 每当秋天，桂
花开了，我们都可以闻到它那迷人的、沁人
心脾的香味。 仔细一看，桂花还有红和黄两
种颜色呢！ 每当下课，同学们都去采桂花了，
有用手棒的，有用小盒子、小瓶子装的，还有
用笔袋、文具盒装的……对了，桂花树枝繁
叶茂，桂花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美丽。
看，内庭院的南北两侧，求知楼和乐学
楼遥遥相望：两幢教学楼外墙红白相间，雄
伟壮观， 好像两个巨人高高地耸立在校园
中。 每间教室窗明几净，黑板报富有创意，
小书橱顶上还放置着绿色清新的植物呢！

小书橱里面有种类繁多的书籍。
乐学楼南边还有一幢勤勉楼， 我们在
这里学音乐、 学画画……丰富多彩的活动
都在这幢楼里进行。
站在乐学楼的天台向东眺望， 整个操
场尽收眼底：操场中间是足球场，下课总有
同学在上面踢足球； 四周则是一圈塑胶跑
道，有些短跑健将也在这里一决高低；操场
西边是宽阔的升旗台， 我们每周一在这儿
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
每天清晨，我们书声琅琅；课堂上，我
们踊跃发言；每当课间，我们欢乐玩耍……
通师三附像一艘轮船， 带领着我们航
行在知识的海洋中； 通师三附像一架时光
机，带领着我们认识历史，展望未来……我
爱通师三附——
—我们的家。
通师三附四（8）班 顾睿阳
指导老师 王美勤

妈妈，我想对您说……
妈妈， 我想对您说： 您像只勤劳的蜜
蜂，每天很早起床，又是洗衣，又是做早饭，
而这时的我还在甜甜的梦乡里， 等您把美
小懒虫” 才慢慢地从温
味的早饭做好了，“
暖的被窝中爬起来。 妈妈，您辛苦了！
在家中， 我享受着小公主的待遇。 每
天， 您都早早地把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我
的床边。自己梳头发时，您总是一把抢过梳
子说：
“孩子，你梳得慢，妈妈帮你梳吧。”牙
刷上,牙膏早已挤好，漱口杯里也已经倒好
了温水。 妈妈，您把我要做的事情,提前都
弄得好好的，搞得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妈妈，您还是我生活中的
“保护伞”。有
一回，我放学到家，看见桌上放着爸爸的手
机，就立刻放下书包，跑到桌旁，拿起手机
边看边玩。 没有想到，手一滑，只听见
“咣”
的一声， 手机摔在地上， 屏幕瞬间四分五

裂。当时，我就吓傻了。这时，耳边传来爸爸
回家的脚步声，我一溜烟地跑回了房间，装
模作样地写起作业。 爸爸进门看见手机坏
了，暴跳如雷，大吼一声：“谁把我的手机摔
坏了？ ”这“狮吼”震得我的心脏“砰砰”直
跳。 我害怕极了， 畏畏缩缩地从房间走出
来，冒着被揍的风险，一五一十地向爸爸坦
白错误。爸爸气呼呼地说了一大堆话，而且
越说越激动， 竟然举起手来想要打我。 这
时， 妈妈赶紧跑过来， 紧紧拉住爸爸的手
说：“她又不是故意的，况且都承认错误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打也没有用，我们心平气
和地同孩子讲讲道理。”在妈妈的再三劝解
下，爸爸才慢慢地放下高举着的手。
妈妈，您就像棵大树，为我遮挡风雨。
我爱您妈妈！ 通师三附四（5）班 顾予萌
指导老师 吴李萍

第一次做蛋糕
我制作过很多东西，有笔筒、小船、千纸
鹤等等，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制作蛋糕。
最近，妈妈朋友的爱米小屋蛋糕店开业，
开展一次小朋友制作蛋糕的活动， 他们知道
我喜欢做这些东西，就邀请我参加了。
来到爱米小屋的二楼制作间， 一张很大
的桌子，四周坐了我们20个小孩。穿上糕点师
的小围裙，戴上厨师帽，嘿，一群小小糕点师
就像模像样了。 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摆放着原
料和工具。一个小转台在向我们微笑，一把奶
油刮刀闪闪发亮，一个圆形的蛋糕坯子，一碗
白色的奶油。 大桌子的中间还有橙、黄、粉红
等几种颜色的果酱装在专门的袋子里， 还有
一些黑、白巧克力片及草莓、香蕉皮等水果。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蛋糕， 店里安排
了一个师傅阿姨在前面教， 几个大姐姐在我
们身边当指导。只见阿姨一边介绍，一边动手
操作，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一会儿，一个漂
亮的小蛋糕就完成了。“看来不难啊。”我暗暗
想。可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动手操作就不
简单了。 首先是涂奶油，我用刮刀挖了奶油，
准备涂在蛋糕上。上面的很快涂完，可是不均
匀、不平整。 侧面的蛋糕更难，不是这儿漏了
看到了蛋糕坯子，就是那儿多了要往下挂。多
亏了旁边的大姐姐，好不容易，坯子就成了纯
白的了。 接下来就是上色，我喜欢橙色的，就
拿来橙色果酱来装饰。 这一次， 我有点经验
了，一点点挤出来，然后用刮刀涂抹均匀，这
一下蛋糕好看多了。最后的装饰我最拿手，上
面的四周摆上一圈草莓、 中间放上黑白巧克
力，还是花瓣的图案。蛋糕的侧面挤上粉色果
酱花边，一个漂亮的蛋糕就完成了。
这时， 周围小朋友的蛋糕也陆陆续续做
好了，放在一起还是我的最好看。爸爸让我端
着蛋糕拍了照片呢。配上盒子，拎着蛋糕高高
兴兴地回家了。现在，这张照片就成了我甜蜜
的回忆了。
我喜欢做蛋糕！
通师三附三（7）班 杭子一
指导老师 张红梅

映日荷花别样红
荷花， 蘸着些许清水， 写出生命的瑰
丽。 远看，如霞似雪；近看，似画如诗。 英姿
与神韵，令人流连忘返，色彩与芬芳，催人
联想遐思。穿透重重淤泥与深水，凸显生命
的高贵与鲜丽娇美。
荷叶罗裙一色载，芙蓉向脸两边开。”
“
翠绿的荷叶丛中， 亭亭玉立的， 那就是荷
花。 她像一个个披着轻纱在湖上淋浴的仙
女，含笑伫立，娇羞欲语，清香阵阵，让人如
痴如醉。
荷花一株株挺立在那儿， 她们姿态各
异。 有的含苞欲放，好似个可爱的小娃娃；
有的展开两三片花瓣儿， 宛如一位害羞的
小姑娘；有的花瓣全部展开了，犹如一位笑
开了酒窝的采莲姑娘.
“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花——
—
花中仙子， 那娇嫩雅致的花透着沁人心脾
的清香，仿佛是一位笑着、舞蹈着的少女！

那黄得可爱的蕊儿， 微微上扬的粉红花
瓣，丝毫不比牡丹差，却比牡丹朴实多了！
荷叶现在变成荷花的褶裙，在微风吹拂下
舞动。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荷花
的环境，苦寒清冷；荷花的周围，污泥淤积。
荷花的头顶，冷水凝重，荷花的脚下，莫测
泥深。 而污泥，又嫉妒甚至玷污纯洁；而冷
水又挤压甚至冻裂高尚。 但， 荷花始终沉
默，尽平生力驱污去浊，苦撑重负，坚守圣
洁的心灵， 挺住高贵的头颅。 污泥无法吞
噬，深水无法折断。荷花，一旦跃出水面，就
一定能闪出艳丽夺目的光辉， 就彰显其出
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荷花是美丽的！荷花是高贵的！荷花是
清高的！
通师三附四（4）班 王伟成
指导老师 张晔

游上海迪士尼乐园
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一个梦幻的地方，
是每个孩子都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
一大早， 我们怀着兴奋又激动的心情
来到了迪士尼门口， 节假日里的迪士尼门
口人山人海， 我们排了好长时间的队伍才
入园。一进园，映入眼帘的就是远处一座雄
伟的大城堡——
—
“奇幻童话城堡”， 整个城
堡外观由白、粉、蓝三种颜色组成，城堡的
顶端插着一面可爱的小旗，宏伟壮丽。
游乐园里有很多的游玩项目， 我们一
时都兴奋得不知道玩哪个项目好。 经过一
番选择，最后决定，先玩园内顶尖热门项目
之一——
—翱翔飞越地平线。进入项目之后，
管理员给我们系上了安全带，坐在座位上，
系好安全带，上方的遮光板放下来一点点，
只听到雷鸟婆婆的声音：“喔荷——
—我们开
始飞了！”灯暗了下来，我们开始上升，美好
的旅途开始啦！
我们乘坐着这架透明飞机游览了世界
各地旅游胜地的美丽风景， 穿越太平洋、飞
过大草原、越过沙漠、最后来到南极上空。 整
个旅程声影同步，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观赏
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个项目。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七个小矮人过山
车”，排了2小时队才轮到我们。当看到一座
黑漆漆的矿山洞时，我有点胆怯了，我之前
从没有坐过过山车，只是在电视里看过360

度大旋转的过山车，还是有点害怕的，所以
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忐忑不安的。 爸爸看到
我面露难色，走到我身边对我说：“
男子汉，
要勇敢一点，凡事都要敢于尝试，不管什么
困难都要克服。 ”听了爸爸的话，我一下子
振作起来， 勇敢地将脚踏到车上去。 事实
上，小矮人过山车并不是如我想象中的360
度旋转，而是在陡坡上疾驰。过山车一路疾
驰，从矿山洞里暗到山外的明，一路有惊有
喜，在陡峭的高处飞速下坡时，吓得我连声
尖叫。当开到平地时，我正准备舒一口长长
的气，可是过山车又开始左右扭动了，我只
能紧闭双眼，双手紧紧抓住扶杆，不知所措
地叫出声来。在经历一个又一个下坡后，过
山车缓缓地前进了，我慢慢睁开双眼，我们
来到了小矮人的矿洞， 山洞石壁上长着大
颗大颗的钻石，五颜六色，好看极了，洞里
面的七个小矮人正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正当我沉浸在这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过
山车到站了， 我的心情也相当于过山车一
样，此起彼伏，久久不能平静。
一天的时光转瞬即逝， 我们依依不舍
地结束了本次难忘的旅程。离开游乐园时，
我和爸爸妈妈说：“
以后有机会一定还会再
来，下次我会更加勇敢地尝试其他的
‘男子
汉项’目。 ”
通师三附四（4）班 徐黄昊
指导老师 张晔

斗蛋比赛
“
噢，斗蛋咯！ ”教室里被一片欢腾声覆盖
着，每个同学身上都萦绕着欢快的气息——
—原
来是严老师正在组织大家进行斗蛋比赛呢。
首先是蛋兵蛋将们的登场仪式， 有娇小
可爱的鸡蛋小姐，有身穿绿袍的鸭蛋先生，还
有身材魁梧的鹅蛋将军。 同学们都精心打扮
了自己带来的蛋，取的名字也别具匠心。有吐
着大红舌头、眉开眼笑的“
调皮”蛋，有机智聪
明、能言善辩的“阿凡提”蛋，有戴着墨镜、一
副酷毙了模样的
“
酷酷”蛋，还有栩栩如生、憨
“布丁狗”蛋。
厚可爱的
出场仪式后， 紧张刺激的斗蛋比赛终于
拉开了帷幕。 同学个个满怀期待、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我也不例外。只不过我内心多了一
丝不安，只觉得心跳加快，就像藏了一只活蹦
乱跳的兔子，手心里也攥出了汗水。我一边想
着妈妈教的“快、准、狠”，一边用有些哆嗦的
手撞上了陶佳钰的鸡蛋，内心不断祈祷：不要
破不要破。“
啪”一声清脆的碎裂声传来，我急
忙收手查看，
“
啊！我的鸡蛋，裂了！”我情不自
禁地喊出了声。 我呆呆地望着裂纹，裂纹“触
目惊心”，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也仿佛听到
了我心碎的声音，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继
续观赛的兴致。
最惊心动魄的比赛要属斗鹅蛋了。 这次，
严老师特意为双方请了智囊团。比赛前，智囊团
咬耳朵商量了对策，选手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比
赛开始了，只见选手张艺洋抿着嘴，表情严肃，
身体不停地前后摇摆着，准备随时出击。而章诗
婕则淡定自若，面带微笑，身体纹丝不动。
“开始！”严老师一声令下，双方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快速撞向对方。“
啪”一声撞击，刹
那间， 时间好像凝固了一般。 同学们你挤着
我，我挨着你，伸长脖子，想一睹为快，互相问
着：
“
谁赢了？谁赢了？”不一会儿，就看见张艺
洋手里的鹅蛋露出了一块雪白的“肌肤”。 大
家立刻明白， 他惨败。 可是张艺洋并没有伤
心，而是笑嘻嘻地捡起掉在地上的蛋壳，送进
了垃圾桶。大家在为胜方鼓掌的同时，也为张
艺洋竖起了大拇指。
通师三附三（8）班 王沛言
指导老师 严冬梅

通师三附专版
组稿老师 张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