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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出差了
星期二，妈妈去扬州开会了，出差了。
早上，我对着镜子，看着自己鸟窝一样
的头发，不禁发起愁来：平时都是妈妈帮我
扎的头发，我自己根本不会扎呀，可总不能
顶着个“
鸟窝”去上学吧？ 我只好自己笨手
笨脚地扎起头发来。一手拿梳子，一手握着
头发。好不容易扎好，却发现前面有好多小
头发，梳子怎么弄都搞不定。我用发卡夹了
一下，这才勉强扎好了头发。
该进行下一“关”了：叫爸爸起床。这项
工作平时都是妈妈做的，只有几个动作：挠
痒痒，掀被子……我掀开爸爸的被子，同时
大喊：“
爸爸，起床了，做早饭啦！”抓住爸爸
的脚挠他的脚心，哈哈哈，他最怕别人挠他
的脚心了！ 第二项工作，完成！
第三项工作：吃早餐，出门上学。 我迅
速吃完早餐， 然后向卫生间里的爸爸大喊
一声：“快点啊！ ”就“嗵嗵嗵”地跑下楼去，
站在电瓶车旁等爸爸。过了好久，爸爸才慢
吞吞地下来。到学校时，还差五分钟就迟到
了，我以光速冲向教室。还好，还好，终于在
最后一分钟踏进教室。
妈妈，爸爸太不靠谱了，你快回来吧！
如东县实验小学四（4）班 朱赵妍
指导老师 王承娟

游上海水族馆
冒着小雨，我们来到了上海的水族馆，它
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海水水族馆之一。
一进里面，人山人海，全是人头，我和妈
妈买好票，乘着电梯直接到三楼，这里的品种
不多，但最令我觉得新奇的还是
“亲亲鱼”，只
要你把手放进鱼缸里，它就会来亲亲你的手，
这时你就会觉得手又痒又舒服。
从三楼到二楼， 好看的鱼类多得就等你
来欣赏。首先看到的是猪鼻龟和射水鱼。猪鼻
龟的鼻子长得很像猪的鼻子，所以叫猪鼻龟。
射水鱼是会射水的，它只要看到美味的食物，
就会迅速地喷出水来，趁机把它吃掉。它俩仿
佛转眼间就成了“大明星”，被人们拍来拍去。
最吸引小朋友的是胖嘟嘟的企鹅， 它们是那
么的可爱，游泳时肚皮漂在水面上，企鹅不时
地抬起头，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实在太萌了。
最后看到的是美丽的水母， 瞧！ 它们五颜六
色： 有些在灯光的照射下金光闪闪、 美丽动
人；有些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着，仿佛在水里
翩翩起舞，舞姿优雅。
再下一楼，是海底隧道，这里的鱼稀奇古
怪：有万年老龟在缓缓地游着、小丑鱼三五成
群在一起游泳、鲨鱼恶狠狠地瞪着人们、魔鬼
鱼在朝我们微笑。饲养员潜在水下，这时恶狠
狠的鲨鱼竟在甜甜地笑着， 露出了尖尖的牙
齿，因为它很想吃到美味的鱼虾。
最后来到了一楼，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
有很多可爱的玩具，但我只选了小企鹅，因为
它最可爱。
如东县实验小学三（4）班 管张吉
指导老师 左袁新

玩具的故事
小风车，转呀转呀转，玩得可开心了。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熟悉的风车，我有一
根长长的“尾巴”，这根“尾巴”是让小主人拿
着玩耍的。我还有金黄的“外衣”，这件“
外衣”
从我出生起就一直穿在身上， 所以它也是我
的好朋友。 我还有两对“翅膀”，鸟有一对
“翅
膀”，我有两对呢，当然我“飞”得更快啰。
我是一个漂亮的风车， 我也有一个漂亮
的小主人，不过，我的小主人非常粗心，那天，
小主人去上游泳课，一路上，她可开心了，飞
快地跑着， 小主人开心， 本风车当然也开心
啰，我在小主人手上飞快地转着，享受着那种
风驰电掣的感觉，不一会儿就到了游泳馆，小
主人开始上游泳课， 我在游泳包里探出小脑
袋为小主人加油打气。本以为游泳课结束了，
小主人应该带我一起回家的， 可是小主人好
像忘记了，把我独自留在了泳池边，刚开始我
还左看看、右瞧瞧，感觉很新鲜、很好玩，想象
着：湛蓝的池子、清澈的池水，如果我能在这
转上两圈，感觉应该也很棒哦……
第二天，小主人跑来找到了我，我的不幸
“遭遇”终于结束了，小主人带着我在游泳池
边快乐地转着圈儿，原来这感觉真的非常棒。
我和小主人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从此，小主
人再也没有把我弄丢过。
我是一个快乐的风车，也是一个幸运的风
车，我希望我的快乐和幸运也能传递给我的小
主人，希望她也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童年!
如东县实验小学三（1）班 曹熙汭
指导老师 顾天星

我的中国梦
中国梦是什么？我认为，中国梦是建立
在每个中华儿女个人梦想之上、 由个人梦
想汇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的梦。 这个“中国
梦”就是：人民更加幸福、社会更加和谐、国
力更加强大、祖国更加美丽!
我经常在想， 我能为实现中国梦做些
什么呢？当我翻开那一本破旧的相册，我似
乎有了答案。
那本相册破烂不堪，没有封面，里面已
经微微发黄，还有点点黑斑，颜色只有黑白
灰三种的照片， 甚至相册有几页都不翼而
飞了，但细看照片还是被收藏得很好。就是
这样一本老旧发黄的相册里， 记录的却是
着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我的家在如东，一个小县城里。
在相册里，小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
到处是尘土飞扬，每到下雨时，人们总得小
心翼翼地过泥泞路， 十分不便； 破旧的土
屋，在下雨天还漏雨，当冬天来临时，屋外
寒风呼啸，屋里冷得打战；在那时，家里有

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已经是土豪的节奏了。
晚上，别的人家都来聚在一起看电视；出门
就一种交通工具——
—自行车； 逢年过节才
能吃上一顿肉。
看看现在，这里到处是水泥路，一座座
洋楼拔地而起，人人都有手机，家家户户都
有电视、电脑等。现在的农村也开了好多便
利的超市，大人小孩买东西方便了许多。就
连小河里也干净了许多，你瞧，不远处还有
人在钓鱼呢！
翻着破旧的老相册， 我感受到了这几
年的变化， 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得红红
火火。 我终于明白了，作为新的一代，我们
应该好好学习，担起重任，努力改变中国。
我的梦，中国梦，我们都是为了祖国
而梦，为了祖国而学，为了祖国而活！ 让我
们一起携手建设更美好的中国、更美好的
未来！
如东县实验小学四（6）班 黄顾倩
指导老师 卢平芳

参观如东规划展览馆
在如东县城泰山路西侧、 富春江路北
侧、市政府附近，有一个宏伟的建筑，那就
是如东规划展览馆。
如东规划展览馆，面积约8000平方米。 参
观这个展览馆，可以收获更多快乐和知识。
走进大门， 迎面看到的是一个大屏幕。
大屏幕上是我们如东的名片，上面画着的景
色像吸铁石一样牢牢地吸住了我的目光。 我
不禁赞叹道：
“
我们如东真是太美了！ ”
继续往里面走，我来到了消防体验馆。
在这里，我学会了很多有关消防的知识，认
识了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泡沫灭
火器、消防铲、消防斧、救生衣、救生圈等消
防用具。通过里面的小游戏，我体会到了消
防员们的辛苦、肩上的重任。
走出消防体验馆，向旁边一直走，一条古
色古香的街道展现在我的眼前。 走在石板桥
上，看着周围的店铺，端详着这些惟妙惟肖的
泥人彩像， 我仿佛乘坐时光穿梭机回到了古
代，我看到了十分逼真的场景：鱼店里，新鲜
的鱼摆在大箩筐里，老板挥着手向人群吆喝；
药店里，伙计们为客人抓药，操着算盘，拿着

把秤，忙得不可开交；服装店里，富家小姐正
在精心挑选布料；茶铺中，阔老爷翘着个二郎
腿悠闲品茶，高谈阔论；杂货店门内，客人正
在拿钱买东西……周围的人都啧啧赞叹：
“
太
逼真了！ 和真人没什么两样了！ ”
我走出仿古小街， 乘坐电梯来到了二
楼，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之后，受益匪浅。
我还看到了如东老城的样子， 了解了如东
的人文历史、社会文化、发展成就、城市总
体规划等知识。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将来的
如东美好昌盛的样子。 我真希望我美丽的
家乡——
—如东，能越来越繁荣昌盛！
离开前， 我还看到了一面墙壁， 那是
长寿笑脸墙”，上面一张张人物像，让我心
“
生敬佩。 原来，如东还是个
“
长寿乡”啊！
时间过得真快，该回去了。我凝视着小
雨中的如东规划展览馆， 心里有说不尽的
不舍，它让我重新认识了故乡如东，看到了
古代的繁荣和现代的昌盛。 如东规划展览
馆，下次再见！
如东县实验小学五（1）班 葛钰婷
指导老师 陈 红

春天的发现
冬姑娘才走， 春姑娘又悄悄地来到我们
身边，我和妈妈一起去公园寻找春天的足迹。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我来到草地
上，拨开草丛，小草早已拔开地上棕色的壳
子， 探出了小脑袋四处张望着春天美丽的
景色，拼命地使劲地往上长。 柳树爆青了，
一颗颗嫩芽胀鼓鼓的， 她那长长的辫子在
河面上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小河里的冰化
了，这会儿河里一条条小鱼儿游来游去，像
在比赛游泳呢。它们有的吐泡泡，还有的在
说悄悄话，开心极了。
我又来到了河边， 河边的花也开得五
颜六色，漂亮极了。 这儿有几株桃花，粉红
的桃花一朵紧挨着一朵，挤满了枝条，小蜜
蜂在花朵上嗡嗡嗡地闹着。 千姿百态的杜
鹃花披着红纱在那争奇斗艳。 尤其是玉兰
花很特别，没有一片绿叶，却开满了大朵大
朵的花瓣，雪白雪白的，还露出了金黄金黄

的花蕊，一朵朵簇拥在枝头上，分外热闹。
玉兰花有粉色和白色的， 花苞椭圆， 小而
尖，颜色是浅绿色的，像一个小姑娘冷得缩
进了浅绿色的外衣里，身上还长着绒毛，像
一个浅绿色的小铃铛。 等到花朵完全绽放
的时候，到处弥漫着一股清香。
远处的小朋友，三五成群在玩游戏，他
们有的跳绳、有的踢毽子、还有的捉迷藏，
他们玩得很开心。我也乐在其中，我打开风
筝，将线轴的一端线系在风筝的中心处。我
开始放风筝了，左手拿线轴，右手拿风筝，
迎着风， 一边跑， 一边把风筝从手中放出
去，快速放线，我抬起头望着风筝在空中稳
稳地飞得很高，开心极了。
看着这碧绿的小草、 五彩缤纷的花儿，
望着孩子们开心的笑脸，我发现，春天来了。
如东县实验小学三（7）班 顾淇媛
指导老师 朱 琴

鬼屋之行
“哈哈……”大巴车上阵阵欢笑声，你
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们在干啥呢？ 悄悄地告
诉你，我们四年级要去参加研学活动。
首先，我们来到春秋淹城，看到了当年
桃园三结义的地方， 找了那个滥竽充数的
南郭先生，还来到了孔子的学堂，见了孔子
那巍峨的雕像……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恐怖的“
鬼屋之行”。
刚进入那座大山， 就被那些黑暗中的
小路吓出一身冷汗， 那墙上的“人骨”“蝙
蝠”……都像真的一样。 走到尽头，我原以
为结束了，没想到那才是真正的入口！
我小心翼翼地上了
“鬼车”，不一会儿，
8个人齐了，“鬼车”启动了。 这时，我才知
道，这是一次过山车加3D电影的旅行。 我
好奇地东张西望，“啊”突然，一条巨大的蟒
蛇，正张开血盆大口向我扑来，惨了，要被

吃掉了。这时，听见耳边那一声声刺耳的叫
声，我惊恐地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 我悄悄地将眼睛睁开一
条缝，呀！ 我们在一座吊桥上，那桥摇摆不
定。 突然，前方一片火光。 中埋伏了！ 吊桥
的绳子断了，我们像那些石头、木头一样往
下坠，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抓着栏杆的手
都出汗了，心已跳到了嗓子眼。
“吱吱”什么声音？ 难道……难道是老
鼠，我慢慢睁开了眼睛，只见这群不速之客
打招呼的方式挺特别， 它们好像对我们的
车情有独钟，不停地围绕着车跑来跑去。
鬼屋可真是可怕，让人胆战心惊、尖叫
声不断。现在终于重见日光了，我不禁松了
一口气。
如东县实验小学四（5）班 陈玥周
指导老师 冯晓剑

有趣的斗蛋
立夏， 我们班举行了一次有趣的斗蛋比
赛。
比赛之前， 同学们先要把各自的蛋装扮
一番。我先在鸡蛋的顶部画了一条红带子，然
后写上“
加油”两个字，接着我又画上了眼睛、
鼻子和嘴巴，最后画了个“
胜利”的手势，这样
我的
“
加油蛋”就大功告成了。 再看张耿浩在
鸡蛋上写了“东方不败”四个大字，把我们逗
得哈哈大笑； 陈子琪则在他的大鹅蛋上画了
一面大大的五星红旗……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我拿着我
的“加油蛋”想和陶杨斗一斗，我紧握鸡蛋向
他的蛋撞去，只听
“啪”的一声，我吓得不敢睁
开眼睛，啊！我的
“加油蛋”早已被撞得粉身碎
骨、满地找壳了。 我不甘心，决定再试一次，
啪、啪”，唉，我剩下的鸡蛋都被撞碎了。
“
陶杨举着他的“鸡蛋勇士”到处炫耀，这
时张尧拿着她已经破裂了的蛋想碰碰运气，
她拿着自己的蛋向陶杨的蛋撞去， 陶杨却是
信心满满地等待着胜利的结果。 可是没想到
的事发生了，张尧的“
残疾蛋”居然把“鸡蛋勇
士”撞碎了。 张尧开心极了，她本来只是想再
玩一玩，没想到这只蛋“身残志坚”，战胜了陶
杨“
百战百胜”的鸡蛋。我也高兴极了，因为有
人为我“
报仇”了。再看陶杨满脸遗憾，只能在
一边唉声叹气。
其他人之间的比赛也火热地进行着，教
室里不时传来大家的欢呼声。比赛结束，最终
杨一蕊获得了冠军的宝座， 她的蛋成了我们
班的
“蛋王”。
斗蛋比赛，斗出了张张灿烂笑脸、斗出了
阵阵欢声笑语，这真是一次有趣的活动。
如东县实验小学四(4)班 张刘睿
指导老师 王承娟
【老师点评：作者在场面描写时，抓住人
物的动作、神态进行了细致地描写，文字清新
简练，人物描写传神生动。 】

我家的斗鱼
放学时，妈妈说给我买了几条斗鱼。一路
上，我都非常的期待和它们见面。它们是什么
样的呢，是和可爱的小金鱼一样吗？我迫不及
待地回到家中。
哇！ 它们好漂亮，五颜六色的，有着长长
的、漂亮的尾巴。我一见到它们便喜欢上了。我
好奇地问妈妈：“它们为什么不放在一起，而
要分开呢？”妈妈笑了笑说：
“这就是斗鱼的特
征，你看，它们之所以被分别放在不同的小鱼
缸里是因为放在一起时， 它们就会因为性格
不同而互相攻击对方呢！ “
” 是真的吗？ 那么我
们就把它们放在一起试试吧！ ”
妈妈把3个小家伙一起倒进了我们家的
大玻璃鱼缸里。 我仔细地端详着， 它们真可
爱：小红全身通红，它的尾巴就像马的尾巴，
在水中来回穿梭着， 就像步履优雅的水中精
灵。橙小妞，别看它有个霸气的名字——
—狮王
斗鱼，可它一点也不霸道，独自在水中优雅地
游走，它的尾巴就像一根根尖锐的针，让谁看
了都不敢靠近。小蓝呢，它就是穿梭在水中的
舞者， 时时刻刻都把它那美丽的扇形尾巴展
现给我们。
唉， 它们怎么不斗呢？ 个个在水里游动
着，钻钻山洞、捉捉迷藏，并没有发生争斗，我
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就在这时，小蓝抖动着
它的尾巴向小红冲去，小红吓得直溜。
别小看这些小鱼，它们可聪明了！小蓝看
见小红溜了，就从山洞里钻了过去，来了个半
路拦截，小红被吓得上蹿下跳。 突然，我发现
小红不见了， 我着急地左瞧右看， 寻找着小
红。你们知道那小机灵去哪里了吗？原来它躲
到了假山的桥洞里。那个小洞太小了，只能装
下小红小小的身子， 而小蓝只好眼睁睁地看
着小红。 没多会儿就无奈地游开了。
这时，小红探出小脑袋，右看看、左看看，
见小蓝不在，就小心翼翼地游了出来，浮在水
面上。 哎呀！ 它怎么一动也不动了，难道是受
伤了吗？我连忙喊来妈妈，原来它这是在养精
神，准备下一次战斗。
你们有没有被这群聪明调皮的小家伙所
吸引，反正我是越发喜欢这些小家伙了，它们
就是我家的斗鱼。
如东县实验小学五（3）班 郑欣雨
指导老师 胡蓓蓓

如东县实验小学专版
组稿老师 顾天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