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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学校专版
特别的“
游戏”

停电的晚上
晚上，我们一家正吃着丰盛的晚餐，家里
妖怪来了，妖
突然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
怪来了！ ”我兴奋地一边大叫着，一边用筷子
使劲地敲打着碗边。
我最喜欢停电了。 妈妈说我是一个烦人
“
停
的怪物，就和停电一样烦人。 我不以为然：
电多好，停电了，我们就可以在阳台上看星星
了！ ”有电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是在工作，就是
在看电视，谁都无暇理我。 现在好了，我们又
可以一起看星星啦！
“看来，我们只好吃完烛光晚餐，然后去
看星星了！ ”爸爸故意装作无奈地说。 我三下
五除二地就把饭吃完了。 我们一家三口来到
了阳台上，仰着脖子，望向遥远的天空。 星星
可真多呀！ 就像无数只小眼睛，一眨一眨地。
尤其是当那些楼房里的灯光都熄灭的时候，
星星就更加耀眼、美丽了。
“
我喜欢那颗最亮的小星星！ ”我指给爸
爸、妈妈看，“
快来看，那颗最亮最大的星星像
不像一颗大钻石？ ”
“唉！ 你爸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买一个漂亮
的大钻戒呢？ ”妈妈一边看着星星，一边埋怨
着爸爸。
爸爸无奈地说：“可是，谁让我没钱呢？ ”
爸爸见妈妈假装要生气， 便一本正经地
说：“老婆大人，我现在就把这颗大‘钻石’送
给你，我以后一定全心全意地为您服务。 请大
人您就不要计较这小小的戒指啦！ 我以后努
力赚钱，给你买个大钻戒！ ”
妈妈“扑哧”一声笑了，轻轻地扭了一下
爸爸耳朵：“好吧！ 暂时就原谅你吧! ”
外面的簌簌风声，阳台里的呢喃细语，交
汇成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五（12）班 陶思睿
指导老师 赵 红

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活动， 是一次对
心灵洗礼的活动。
大厅里， 圣洁的光笼罩着在场的每个
人。 《天空之城》的悠远乐声回响在耳边，
主持人缓缓开口：“同学们，请与母亲面对
面站好。 ”我们不知道主持人葫芦里卖了
什么药。
我面向妈妈，轻轻地拉起她的手，注视着
她的眼睛。 妈妈那棕色的瞳仁里，都是我小小
的身影。 主持人没有说话，原本骚动的大厅忽
然变得相当安静，我们一起沉默良久。
忽然，余光中，旁边一位高中生擦了擦
眼角，后面一位母亲抹了抹眼睛，一切仿佛
会传染，我的眼睛也不由地酸涩起来。大家
情绪都很饱满。主持人宣布了
“游戏”：将妈
妈蒙上眼睛， 我们将领着母亲走过一条有
障碍的道路。
工作人员为母亲们戴上眼罩， 我跟着
人群拉着妈妈，走出礼堂，一眼就看见了那
条用石头堆着、用椅子挡着的那条路。我小

心翼翼地牵着妈妈的手， 领她走在那条路
上。“
妈妈，抬下脚，有些石头。”“妈妈，跨过
那张椅子。 ”我不停地向妈妈提醒着。 母亲
带着我走过那么多难关，现在，我要带她安
全地走过这条路！
与此同时， 主持人和我们一同回忆起
那生活中点点滴滴温柔如水的爱， 我越发
动情而无法抑制。
这条路难走，对于人生，却有无数条这
样的路，都是母亲陪我走过！
一首革命歌曲里有句词：“母亲只生了
我的身……”何止呀！母亲还给予我知识和
优良的品行，多么伟大！
自古就有羔羊跪乳、乌鸦反哺，拳拳之
心，我们也应报答母亲！
这样一个“游戏”，与以往游戏不同的
是，这是一次淋漓尽致的爱的吐露，而我，
竟然在“
游戏”中哭了。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六（12）班 杨雨萱
指导老师 刘咏琴

我的语文老师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是顾玉娥老师。 顾
老师乌黑的头发，圆溜溜的脸蛋，戴着一副
眼镜， 小巧的鼻子下还挂着一张能说会道
的小嘴巴，漂亮极了！
我最喜欢她那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巴，
读起书来可好听了。 只要我们一听到顾老
师要读书了， 全班小朋友就把腰挺得笔直
笔直的，专心致志，两眼紧盯着顾老师。 读
完后，一个个都热烈地鼓起了掌。顾老师看
着我们鼓掌，笑眯眯地说道：“接下来，请小
朋友们学着我一起读一遍。”可我们读了好

几遍， 都没有顾老师读得好。 真佩服顾老
师，我也想有一张顾老师那样的嘴巴。
同时，顾老师也是一个粗心的老师。有
一次，她在讲很重要的事情，把手抬到眼镜
旁，大幅度摇了一下。 没想到这一摇，可摇
出大事情了。只听
“啪”的一声，眼镜被甩到
了一旁，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虽然顾老师很粗心，但是，我们都很喜
欢她！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16）班 沈艺童
辅导老师 顾玉娥

暴雨进行时
下大雨
星期五的早晨，我一起床就听到外面“哗
啦哗啦”下雨的声音。
透过窗户，看见外面下起了大雨，空中的
雨水打在玻璃上，就像一个个小小的水晶球滚
落下来，雨珠打落在地面上，就像一颗颗小星
星从天空中掉落下来。 突然，天空中传来轰隆
隆的雷声，还有一道道刺眼的闪电，可怕极了。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树木、花草已经被吹
得东倒西歪，步行的人们伞都撑不住了，半空
中好像起了一层雾， 高楼大厦被云雾环绕着。
过了好一会儿，雨慢慢变小了，但还是淅淅沥
沥地下着，风也变小了，雾也慢慢地散开了。
我觉得下雨天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影
响了我们的生活，我还是喜欢有太阳的天气。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二（16）班 徐熠然

大蒜生长记
前两周，数学老师留了一项作业，让我们水
培大蒜，观察并记录它的生长。 放学后，我和爸
爸买了两颗大蒜，回家把它的外衣剥掉，妈妈找
来两个杯子， 我们把大蒜立在杯子里， 根部朝
下。 然后，放了点水，期盼它发芽生长。
于是， 我每天放学都会来看看它有没有
发芽，有没有长高。 可是，几天过去了，它依然
没有动静。 我以为它缺水，就使劲给它浇水。
妈妈告诉我：“
不能这样浇水的，水太多，大蒜
反而会泡烂的。 ”
但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大蒜的根部长出
了细细的白色的胡须， 顶部有一点点绿色的
芽儿冒了出来。
第五天，嫩芽又多冒出了一点点。 我用尺
子量了量，大约有3毫米。
第六天、第七天长得就快了许多，嫩芽已
经变成了一根细小的叶子，大约2厘米。
第八天时，叶子又长长了一些，一个新的
嫩芽在它的怀抱中也冒了出来。
到了第十天， 已经是两根细长的叶子在
竞相生长着。
又过了几天， 两个杯子的大蒜已经成了
绿油油的蒜苗，我用尺子量了一下，已经有七
八厘米了。 因为在室内，没有阳光照射，虽然
很高，但弱不禁风。 于是，我和爸爸把它们移
到土里，搬到了室外有阳光的地方，希望它们
能茁壮成长。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二（21）班 傅梦瑜
指导老师 龚小蕙

5月25日，下了2018年入夏以来的第一
场大暴雨。
早晨，我一来到学校就是满天乌云，世
界像被浸在了墨水里一样，接着一道闪电
撕裂了天空，然后狂风大作，树像喝醉酒
的老人一般东摇西晃，不一会，大雨就下
了起来。
“
哗哗哗”，一会儿工夫，地上有了许多
积水，还有些疯狂的雨点打在地上，有的拼
命冒泡，像翻滚的开水；有的溅出水花，像
盛开的花朵。

空中依然有许多雨点儿， 他们发了疯
似地跳着舞。雷公、电母也来给这些疯狂的
雨点加油、助威。 瞧，正在上课的我们突然
看见一道红光似飞箭一样闪过，然后，又是
几声震耳欲聋的惊雷“轰隆轰隆”地打起。
全班同学被吓了一跳，有的惊叫起来，有的
捂住耳朵，还有的拍拍心脏，说了句：“吓死
宝宝了。 ”
这场暴风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呀？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14）班 陈鉴行
指导老师 陈 娟

美味的烧烤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和小黄人、婷婷一
起去能达公园烧烤。
陈亮阿姨把烧烤架的四个角埋在泥土
里，把黑炭放进烧烤架里，用打火机点在黑
炭上。 不一会儿，火就燃烧起来了。 妈妈把
铁丝网放到烧烤架的上面。 我把自己最喜
欢的烤肠拿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串
在一根根竹签上， 再轻轻地把这些烤肠放
到铁丝网上。不一会儿，烤肠就发出了一阵

阵香气。 哇，美味的烤肠终于出炉了！
烤肠上沾满了油， 从侧面看， 闪闪发
光，馋得我们口水直流。我连忙抓起两串烤
肠，左手一串，右手一串，生怕别人把我的
烤肠抢走。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食物就被我们
全部吃光了。 这次烧烤，实在是太美味了。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16）班 沈艺童
指导老师 顾玉娥

有趣的游戏
每个人喜欢的游戏各不相同。 有的人
喜欢玩老鹰捉小鸡，有的人喜欢玩跳绳，而
我，最喜欢玩丢手绢。
丢手绢的游戏规则很简单： 大家唱着
歌儿，男同学把手绢丢到女同学的后面，女
同学察觉到了， 便去追男同学， 如果抓住
了，男同学就要到圆圈中间表演节目，如果
没抓住，女同学再将手绢丢给其他人。
我们经常在体育课上玩丢手绢， 好多

同学喜欢丢给我， 还没等大家歌唱完我就
抓住他了，这叫“
自作自受”。 教你个窍门，
如果不想表演节目呢， 那就必须丢给比自
己跑得慢的同学。 我们玩丢手绢玩得不亦
乐乎，体育老师哨声一响，我才知道要排队
准备下课了。
丢手绢真是一个有趣好玩的游戏。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二（16）班 沈子琳
指导老师 许小杨

绿萝又活了
最近，我的心情不太好，因为我养的那
盆绿萝叶子黄了，耷拉着脑袋，好像已经奄
奄一息了。
一大早，我就跑到阳台上看绿萝，真希望
奇迹能发生，但是还和昨天一样，而且又有几
片叶子变黄了。 我蹲在它的边上，自言自语地
说：
“
绿萝啊，你究竟怎么了？ ”爸爸看见了，跑
过来说：
“
看什么呀，绿萝缺水了，你算算看，
你都有多少天没有浇水了。 ”我一拍脑袋，后
悔地说道：
“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还是上周五
浇的水，它是口渴了。”我连忙拿来洒水壶，把

它从上到下都浇了个遍，让它喝得饱饱的。
晚上放学回家，我打开家门，一个箭步
冲到阳台上，发现绿萝又昂起了头，显得格
外精神。但是还是有几片黄叶夹在绿叶间，
显得格外刺眼，爸爸说：“
你要把黄叶剪掉，
才不影响绿萝的生长。”我拿来剪刀小心翼
翼地剪去了黄叶。
我的绿萝终于又活了， 以后我要好好
照顾它，让它越长越茂盛。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二（21）班 顾伊辰
指导老师 龚小蕙

蜗牛吃菜
我在老家看菜叶子的时候， 发现叶子上
这
有个洞。我觉得很奇怪，便去问外婆，她说“
些菜叶是被蜗牛咬过的。”
“奇怪，蜗牛连嘴都
“
你
没有，怎么吃东西？”我疑惑地问。奶奶说：
自己去探究一下吧！ ”
我怀着疑惑的心情迫不及待去找蜗牛。
我随手拨开菜叶子，“哇！ 这里有这么多蜗
牛！ ”我兴奋地大叫道。 我随手抓了几只握在
手心里，准备拿回家研究一下。“
天哪！这是蜗
牛的屎！ ”原来蜗牛在我的手上拉屎了，而且
拉了一大坨！我差一点就吐出来了，我赶紧去
洗了手。我碰了一只蜗牛的头，过了一会它又
伸出来看看，不一会儿，它们就爬进了我准备
的盒子。
我往大盒子里放了一片叶子， 目不转睛
地盯着蜗牛看，不一会儿，蜗牛慢吞吞地爬上
叶子，头不停地扭来扭去。我拿起蜗牛仔细观
察， 原来它的嘴在头部的腹面， 总是朝着下
方，怪不得我开始没有看到。我低下头凑近了
蜗牛，仔细地看了一下，它的嘴是波浪形的，
咬一下好像没吃，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将菜
叶子吃出一个大洞。
观察真是一件既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三（15）班 谢启哲
指导老师 王 莹

老妈变脸
我老妈的脾气就像天气时好时坏，有时
阴云密布，有时阳光明媚，有时电闪雷鸣，
有时晴空万里。 你瞧，又一场变脸秀要上演
了。
今天，我在家里写作文，老妈悠闲地拿
着手机坐在我旁边，她一会儿对着屏幕笑，
一会儿手在上面来回滑动， 一会儿又打几
个字。 我抬头瞟了她一眼， 就传来一声呵
斥：“快点写你的作文。 ”我心里苦嘀咕着，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大人和小孩的差距
怎么就那么大呢，大人不用写作业，不用上
课，不用考试，还可以玩手机，要是我是个
大人就好了。 我想着想着， 不由得停下了
笔，开始发呆。
“快写作文！又在发什么呆！”老妈一声大
吼，我吓了一大跳，赶紧抓起笔飞快地写了起
来。不过，我坚持了不到一会，又开始分神了。
老妈又一次大叫道：
“
你怎么还不写呀， 是不
是要我打电话给你爸？ ” 我听了连连摇头摆
手：
“
不要打，我现在就写。 ”
可写了一会，我又卡壳了。 老师要求我
们写六百字，可我才写了一半啊，我实在写
不下去了， 只好支支吾吾地对老妈说：“老
妈，我写不下去了，能不能教我一下啊。 ”
“拿来给我看看。 ”老妈的声音里明显透着
不耐烦。
我把作文本递给了老妈， 老妈看了以
后，生气地点着我的脑袋说：“你脑子咋就这
么不会转弯，我看你是直尺啃多了，自己去
多想想。 ”我只好硬着头皮想啊想，可是，我
脑子里除了空白还是空白啊， 十分钟过去
了，作文本上还是那几个字。 老妈这下开始
大发雷霆了：“这么简单的作文写了两个多
小时才写了一半，真是气死我了！ ”过了一会
儿， 老妈放下了手机， 轻言细语地对我说：
“祺，妈妈刚才对你发脾气了，对不起。 ”我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就是刚才电闪雷
鸣的老妈？ 她怎么变脸那么快啊？ 一阵关心
之后，老妈还耐心地教我怎么写作文。 一会
儿，又切了水果端过来让我吃。
我以为暴风雨过去了， 正笑嘻嘻吃着水
果歇着呢， 忽然老妈又指着我额头说：“怎么
回事，这么多错别字？”我胆战心惊，连忙放下
水果，抓起本子开始订正。惟恐再让老妈抓住
破绽。
“吃饭啦，儿子快来，今天有你最爱吃的
红烧肉，还有虾仁，多吃点啊。 ”什么？ 眼前的
老妈竟然又开始温柔无比了。我的天呀，老妈
这是在上演变脸呀。
变变变，我的老妈会七十二变。 哈哈，你
的老妈呢？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四（14）班 蔡涵祺
指导老师 王冬娟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专版
组版老师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