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啬园游记
今天是星期天，阳光明媚。 爸爸妈妈带我
去啬园感受春天的气息。
公园里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桃树、柳树、
梨树都长出了新的嫩芽。 树枝、柳条在微风下
像少女一样翩翩起舞。 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仿佛在奏响春天的音符。
花丛里，各种各样的花儿竞相开放，有粉
色的桃花，白色的玉兰花，紫色的丁香花，还有
黄色的迎春花等。它们争奇斗艳，仿佛是在这春
天里比着谁开得最美。一群群蝴蝶纷纷飞来，在
花丛里飞舞，仿佛在欣赏着百花齐放的景色，蜜
蜂也忙着采蜜，为人们酿造出可口的蜂蜜。
小溪里， 五颜六色的鱼儿在你追我赶地
嬉戏着，它们有红的、黄的、白的、黑的，仿佛
特意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而穿上了新衣。 投
一小块面包到水里，鱼儿们蜂拥而至抢着吃。
它们吐着水泡，摇着尾巴，仿佛在对我说：“谢
谢你！ ”
公园里鸟语花香、欣欣向荣的景色，真让
人流连忘返。
通师一附三(8)班 胡梓萱
指导老师 陈静

感恩教育课
期待已久的感恩教育课终于开始啦！ 我
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道馆。
教练给我们看了好多山区孩子生活中真
实的照片，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有好多
小朋友蹲在地上吃饭的照片。
三四个小朋友蹲在地上吃饭， 吃的都是
馒头，最多加一碗清汤。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
定是只吃一两口，或直接不吃。 不过在他们眼
里，这些饭菜已经是一顿美味大餐了。 但他们
没有怨恨过自己的爸爸妈妈， 一年四季光脚
走路，没鞋穿。 大冬天，他们就穿一件薄外套，
让人看了心疼。
还有的孩子上下学全都自己走路， 近的
要走一个多小时， 那些离学校远的要走三个
多小时。 就连生病了也要自己坚持着走高低
不平的山路去上学。 他们大都是留守儿童，没
有爸爸妈妈陪伴。
我真同情他们啊！ 我们必须要珍惜现在
的生活，在优越的条件下，好好学习，把自己
变强大了，将来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海门市海南小学三（4）班 施筱颖
指导老师 陆海燕

我爱我的家乡
初夏的微风清凉，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
清澈见底的小河里， 有几条小鱼自由自在地
游来游去。 河边的柳树垂下了嫩绿的柳条，像
是在清洗发辫。 雄伟的电视台头顶蓝天，脚踩
大地， 像个守护神一样屹立在我们这座城市
的东方，这就是我眼中的新海门。
听妈妈讲， 她小时候乡间的路是羊肠小
道，家里住的也都是平房，上学路也都是步行
的。 一到下雨天，泥泞的路特别不好走，但每
天她都会坚持沿着弯曲的小路步行去上学。
听了妈妈的讲述，真不敢相信，旧时的海门是
那样的情景。
放眼今天， 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如此美丽
的一幅画卷：一条条马路宽阔平坦，一座座高
楼拔地而起，小河边，一排排垂柳，在微风中
轻抚着清澈的河面，解放路、步行街、公园广
场更是热闹非凡。
海门的变化翻天覆地， 人们的文明用语
更是无处不在， 为这繁华的城市增添了一丝
温暖的情怀。
海门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马路是宽阔
无边的； 海门的学校是一流的， 老师是亲切
的，同学们是团结友爱的；海门的经济是发达
的， 城市是洁净的， 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谦让
的。 我是海门人，我为有这样的一座城市而骄
傲！ 海门的发展仍在继续，我要好好学习，长
大后为海门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繁华！
我爱我的家乡——
—海门。
海门市通源小学四（5）班 张梓涵
指导老师 施蓓蕾

难忘的十岁成长礼
在这个草长莺飞、栀子花开的季节，随
着三年级同学的欢呼， 我们迎来了属于自
—十岁成长礼。
己的时刻——
我拿着香甜可口的鸡翅和大红色的邀
请函， 牵着妈妈的手， 怀着无比兴奋的心
情，来到学校参加十岁成长仪式。我刚跨入
食堂大门，就被一阵浓浓的香味吸引住了，
这时候，连风打的旋儿都变得香气扑鼻，让
我不禁口水直流。
食堂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放眼望去，
同学们带的菜五花八门。有超级大汉堡，有
富含大量维生素C的水果， 还有香脆的大
鸡腿。 我拿起一个烧卖，闻了闻，狼吞虎咽
地吃了起来。 大家边吃边聊，开心极了！ 摄
影阿姨不停地给我们拍照，忙得不亦乐乎。
不一会儿，桌上的美食被一扫而光。
接着，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食堂，
迎着晚霞来到操场。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
我摆了一个帅气的pose， 走上红毯和吉祥
物拍了一张难忘的照片。

这时候，表演节目的同学入场了。 第
一个节目是架子鼓表演，只见小演员们双
手拿着木棒，在鼓上用力而有节奏地敲打
着。 大家都被这美妙的旋律吸引住了，操
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十来个节
目中，有一个节目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
象——
—英语剧《小蝌蚪找妈妈》，小演员们
把自己扮演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十分生
动，操场上鸦雀无声，同学们都被他们的
表演深深地吸引住了，仿佛都被带进了剧
中。
最后， 我们和爸爸妈妈们互相看对方
给自己写的信，爸爸妈妈们的眼眶湿润了，
我们的鼻子酸了，那种气氛让我很感动。
十岁，意味着我们长大了；十岁，意味
着我们懂事了；十岁，意味着我们迈出了人
生的第一步。 爸爸妈妈、老师们，感谢你们
为我们举行了一场难忘的成长礼！
南通市朝晖小学三（3）班 彭 睿
指导老师 陈如意

可爱的小伙伴
外婆家有个种满蔬菜的小院子， 每当
嫩芽探出脑袋的时候， 有一群小鸟就会悄
悄地飞到院子里，东啄啄，西看看，还会到
水桶里喝水。每天，我都能看见它们小小的
身影。
它们小巧的脑袋上， 长着一双又黑又
亮的小眼睛， 可机灵了！ 眼珠子骨碌碌转
着，好像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它们的嘴
巴又尖又小，身子圆鼓鼓的，好似一个小皮
球。 它们的腿又细又长， 走路时频率特别
快。小鸟的羽毛是灰褐色的，脖子那里有一
圈黑白花纹，就像戴了一个项圈。小鸟们是
菜园子里的捉虫能手。 它们捉虫子的时候
喜欢歪着脑袋，钻到菜叶子底下去。一发现

虫子，就会猛地一啄，脖子一伸一伸地，很
快就把虫子吃下去了。
它们有一个特别的习性。 在不同的天
气里，叫声也不一样。 天气晴朗时，它们不
急不慢地
“咕咕”叫着 ，声音很清脆。 天气
快要转阴下雨时，就连着叫
“
咕咕”，声音闷
闷的， 拖得很长。 这些小鸟成了我们家的
“天气预报员”， 有时候可以通过它们的叫
声来判断天气。
现在你知道它是谁了吗？它就是鹁鸪！
也许你们都没有见过，欢迎你们来我家，看
看我可爱的小伙伴！
南通市城中小学二（2）班 黄星源
指导老师 虞 敏

像蒲公英一样飞翔
走在乡间的道路上， 映入眼帘的是
一幅蓝绿相间的油画： 蓝的是高高的天
空，绿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和小草，
郁郁葱葱， 在蓝天的映衬下更显得绿意
盎然。 微风轻轻吹拂，大树上的绿叶沙沙
作响，树根下，几朵金灿灿的黄花格外显
眼。 花朵如同正在舞台上表演节目的公
主，向大家尽情地展示自己优美的舞姿。
而蒲公英的果实呢， 就像一个个毛茸茸
的白球，摸上去软软的，轻轻一吹，种子
便随风而起，漫天飞扬，飘向远方，那情
景，好美呀！
记得四年级的时候， 妈妈给我报了个
课外培训班。教我们的王老师很年轻，我暗
想她肯定管不了我们这群调皮鬼！ 谁知这
个王老师和蔼可亲，声音如黄鹂般动听，讲
课生动有趣， 每节课都能把我们逗得哈哈
大笑。 渐渐地，我和其他同学一样，特别喜
欢听王老师上课。 谁知令我们大为失望的
是，王老师后来报名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

前往山区支教。
后来我经常看王老师发的朋友圈。 我
看见王老师在简陋的教室里依然逗得孩子
们捧腹大笑； 看见孩子们紧紧依偎在王老
师的身边露出甜美的微笑； 看见王老师带
着孩子们到山上坎坷的小路边寻找蒲公
英； 看见孩子们吹散带着希望的蒲公英种
子。山区的孩子们学习条件比较艰苦，没有
课外书、买不起文具用品，而且生活十分贫
困。我便发动同学们每天节省一块钱，捐给
山区的孩子， 妈妈也让同事们收集旧衣服
一起寄往山区。
昨天， 我的班主任收到了王老师寄来
的包裹，那是山区孩子给我们送来的礼物。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晒干了的蒲公英。我情
不自禁地拿起一株毛茸茸的花球， 对着天
空轻轻一吹， 蒲公英的种子就带着洁白的
羽毛，带着真诚的祝愿，带着最美的梦想飞
向远方。
通师一附六年级 李翁涵

五角
“金”币
那是一个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我躺在
沙发上，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别提多惬意
了。突然，窗外传来几声清晰的吆喝声：“
收
废品嘞。 ”
“儿子，喊他上来，把阳台上那些废品
都弄走！ ”妈妈在厨房里叫我。 接到妈妈的
命令， 我推开窗户，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啊，真热！ ”我勉强把头伸出窗外，用力喊
了两声，看见一个骑着蓝色三轮车的老人，
吃力地蹬着车，往我家的方向来了。
一会儿就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门，正
是收废品的老人，他个子矮小，黝黑的额头
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胸前的衣服已经浸湿，
他用粗糙的大手一把将汗水抹去， 憨厚地
向我咧开嘴笑。
我指了指堆在阳台的废品说：“喏，都
在那里，你自己去称吧！”老人走到阳台，蹲
下来，把废品分成了几堆，一一称好，然后
从口袋里掏出钱，一张一张地数着，还时不
时地望望地上的废品， 忽而又停下来嘴里

喃喃地算着什么。 最后， 他把钱数好递给
我，我接过大概扫了一眼就装进了口袋。
老人走后， 我继续躺在沙发上享受着
空调。“
咚咚咚”敲门声又响起来，“又是谁
呀？”我不耐烦地爬起来，打开门，还是刚才
收废品的老人。 我疑惑地问：“还有什么
事？ ”老人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五角的硬币，
对我说：“
我仔细算过了， 你家刚卖的废品
是13块5角，我只给了你13块。”“没事没事，
5角钱就不用了，你自己留着吧！”我打断了
他的话。 老人不肯，把那枚5角硬币塞到我
手里，一边说：“做人得讲诚信！”说完，他便
转身走下了楼。
望着他消失的背影，握着手中还带有温
度的硬币，我的心里似乎有什么被触动了。
老人那句
“做人得讲诚信”一直回荡在我耳
边， 手中那枚五角硬币仿佛在闪闪地发着
光，那是一种永不磨灭的诚信之光。
南通市十里坊小学四（5）班 陈奕涵
指导老师 姚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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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滋味
饿肚子的滋味真不好受! 想起半年前
那件事我还记忆犹新，啼笑皆非。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我从床上爬起
来， 看见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着， 妈妈一看见
我，便兴高采烈地说：
“
儿子，快来吃早饭！”我
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一副睡眼蒙眬的样
子瞬间消失了。我兴冲冲地跑进餐厅，
“
啊，馄
饨！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最讨厌吃的
就是馄饨！“
好吃的，你吃吃看，里面有蘑菇、
虾仁。”妈妈在一旁不停地诱惑着我。“不吃不
吃，就不吃！”我赌气地背上书包，空着肚子去
上学了。
上午第一节课， 老师正站在讲台上讲
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咕”的一声，哎呀！
肚子开始唱空城计了， 我悄悄地转头瞄了
一眼周围的人， 还好没人注意， 我不动声
色，抬起头来继续认真听课。“咕咕”，肚子
又连叫了两声，饥饿感再次涌上来，而且越
来越凶，我痛苦地揉了揉肚子，强迫自己集
中注意力听课。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课，我立
刻拿出水杯，仰起头“咕嘟咕嘟”地喝个痛
快。 哈哈！ 饥饿感消失了，我心满意足地拍
了拍肚皮。
第二节是语文课，上到一半，肚子竟然
又开始抗议起来，如同千万只蚂蚁在啃咬着
我的胃。 我只感觉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
叫嚣着：“我饿！ 我饿！ ”黑板上的大字仿佛是
一个个鸡腿，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恨不得
扑上去狠狠咬一大口。 唉， 要是早上那碗馄
饨摆在我的面前，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把它吃
个精光！
像过了半个世纪一样漫长， 终于下课
了，我抓起水杯，犹如一支离弦的箭冲向食
堂灌水。 还要再过一个小时才吃午饭呢！ 我
欲哭无泪。
饥饿的滋味真不好受啊！ 到现在我仍
然记得那痛苦的滋味， 以后再也不敢挑
食了！
南通市十里坊小学四（5）班 陈奕涵
指导老师 姚红霞

下蛋比赛
农场举行了一场母鸡下蛋比赛，母鸡看
到领奖台有彩旗，有鲜花，就异想天开：如
果我能下一个彩蛋的话， 下蛋冠军就非我
莫属了。
这么想着， 母鸡开始了下彩蛋的奋斗之
旅：
一天，母鸡在草坪上散步，看见有一群小
朋友在画画，她灵机一动：用蜡笔往鸡蛋上涂
涂，不就是彩色了，太棒了，除了我还有谁能
想出这个好办法呢。 于是母鸡拿来了一些蜡
笔， 用嘴叼着笨手笨脚地往上涂， 一会儿红
色、绿色，一会儿橙色、蓝色，再来点儿紫色和
黄色。“咯咯咯”，母鸡把它制作的彩蛋放在鸡
舍门前，想赶快告诉主人和别的母鸡。可是天
公不作美，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
雨中彩蛋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母鸡的彩蛋计
划失败了。
但是母鸡并没有灰心 ， 又 想 到 了 一 个
办法：人家说吃什么补什么，要是我喝下
彩色颜料一定能下出彩色的蛋。 于是，她
找来了各色的颜料，虽然这种味道难以承
受，为了美丽的彩蛋，母鸡还是豁了出去，
捂住了鼻子咕噜咕噜地大口喝下去，结果
可想而知，不但彩蛋没下成，反而大病了
一场。
可怜的母鸡因为这次折腾瘦了一大圈，
奄奄一息地躺在了病床上，即便如此她还是
没有放弃，纠结中又脑洞大开：古人能够闭
关练功，我就来一个闭关下蛋。 于是母鸡关
门在家下蛋下了三天三夜，鸡蛋已把整个鸡
舍撑满了还没有下到一个彩蛋。 主人想打开
鸡舍门看看，结果只听到“轰隆”一声，主人
被这座“鸡蛋山”压在了下面，母鸡的计划又
失败了。
母鸡终于明白，基因决定下一代，一只普
通的母鸡怎么会基因突变生出彩色的蛋呢。
不能异想天开， 为了不可能达到的事情而白
白浪费时间，应该在下更大、更多、更好的蛋
方面努力才是真道理。
通师一附三（8）班 杨凯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