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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学校专版
老两口

这是一对坚守乡村的老两口。
水乡，一排粉墙黛瓦的平房，总装不下
他们无以言表的幸福。老两口都是极和气
的，街坊邻居都爱往他们家跑。有的是家里
有什么好吃的，送一些去；有的是向老两口
借农具；
有的什么事也没有，就去拉拉家常。
老婆婆心地尤善。在村口，遇见卖艺的
流浪者，她一定会不假思索地递给他一些
钱。若是发现蜷在角落里的小猫小狗，也总
会送一些剩饭剩菜给它们。
老两口的儿女都很有出息。每当人们
说起，
他们总止不住地呵呵笑，
眼睛都眯成了
一道缝。儿女们寄来富足有余的生活费，都
劝他们别种田了，在家享享福。可人们常在
田头望见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总说劳动最
光荣，这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的。
不知不觉，春节到了。儿女少不得回村
住上几天。这段时光，是老两口和孙子孙女
们最享受的。祖孙围坐在桌旁，老人给孩子
们讲艰辛的往事，总是感叹：
“ 现在啊，老百
姓不愁吃不愁穿，过去可是想都不敢想！”
儿女们多次劝老两口搬到城里住，
可他们
舍不得老屋的一砖一瓦，
舍不得和睦的邻里乡
亲，
舍不得离开这待了大半辈子的水乡……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 4 班 刘缘
指导老师 倪庆华

我的 2035
时间转眼来到了公元 2035 年，在美丽的
神州大地上，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元2035年，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
人民生活富足，
安居乐业。
公元 2035 年，我们进入了人手一台飞行
器的时代。为了缓解陆上交通的压力，科学
家们研制出了一种陆空两用的飞行器——
Mux。这种飞行器看上去与汽车并无两样，
但只要按下“fly”键，它就会立刻“长出”两个
钛合金螺旋桨，并且机身由亚历山大金属制
造，可以抵抗 12 级台风，为交通不便的西藏
带来了发展机遇。
公元 2035 年，我国运用最新研制的长征
17 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一颗探秘火星气候的
气象卫星——郑和一号，这打破了俄美和欧
盟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垄断。
“ 郑和一号”卫星
拥有“千里眼”，仅凭火星大气层的微弱变化
就能判断出火星上某一区域发生的情况。它
是如何练就“火眼金睛”的呢？原来它拥有
300 万个传感器，最小的传感器只有指甲盖
那么大。之所以命名为“郑和一号”，一是为
了纪念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二是为了激励中
国航天人，像郑和那样不畏险难出使西洋去
探索宇宙。2035 年，我们期待你的到来！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3)班 徐晗
指导老师 赵晓莉

养蚕记
我很喜欢蚕，一星期前，我让爷爷到蚕
农那里带了一些蚕回来，顺便带了些桑叶，
就这样我开始了养蚕生活。
蚕已经很大了，它的眼睛和嘴巴是紫红
色的，长度已经有三四厘米了，你知道蚕身
体的颜色吗？很多人会说是白色，可蚕身的
颜色是灰白的！它的身体是一段一段的，十
分柔嫩，可以任意旋转。蚕虽是爬行动物，
但它在吃桑叶的时候还是很有规律的，从上
到下，能把叶子吃得干干净净。你们想知道
它们为什么要把茎给留下来吗？听爷爷讲：
“就算是再嫩的桑叶，蚕也咬不动茎的。”
我每天放学回来都会喂许多新鲜的桑
叶，当我把绿油油的桑叶放到它嘴边时，它
就乖乖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桑叶就被它
啃掉了一大块。经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
蚕的粪便由小米那么大变成了半粒大米那么
大。看着它一天天长大，
到快要结茧时，
就渐
渐地不吃桑叶了，头也向上昂。根据爷爷以
前养蚕的经验，
只要蚕不吃且身体发亮，
就要
结茧了。我找来两张漂亮的纸板，把它拼接
成几个方格，
再把方格放入鞋盒里，
就这样蚕
的小房子做成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蚕捧起，
放入我刚做好的新房子里，看着蚕在它的新
房子里左顾右盼好像很喜欢的样子。
两天后，蚕的茧结好了，当爷爷说到“它
吐尽了最后一口丝”时，就让我想到了诗句：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四（1）班 李子墨
指导老师 张小燕

一次有意义的秋游
带着无限的憧憬，我们开始了河豚庄
美，所以又被称为“长江三鲜之首”。又称
园之旅。
“爱国鱼”的中华鲟，也是中国有代表性的
汽车飞快地奔驰在宽阔的公路上，车
鱼类，它的样子像一艘迷你的潜水艇，一会
上的我们快乐万分，有的谈着天说着地，有
儿潜入水底，一会儿又跃出水面，溅起的浪
的在介绍窗外美丽的建筑，有的则静静地
花都落到我们脸上了。
欣赏着沿途风光……但我们都有一颗急切
嘘，别出声，小心吵醒他们！原来，我
的心，急切地想快点到达目的地。
们来到了鳄鱼养殖基地，鳄鱼穿着厚厚的
汽车渐渐慢了下来，河豚庄园到了，远 “盔甲”，像一个个装甲车，趴到地板上。养
远望去，
像一座雄伟的城堡。
殖基地的旁边是繁殖基地，在那里，我们看
短暂的午餐时间结束了，我们开始参
见了许多小鱼苗和龟鳄。有一个像锅盖一
观活动。沿着一条小路，走进了植物园，这
样的东西，听说那是育苗箱，能装下四千条
里的植物品种真繁多呀！你瞧，龙爪槐垂
鱼呢。
着长长的头发，远远望去，就像一把撑起的
参观到了尾声，我们来到了鱼虾食品
大伞，又像一顶绿色帐篷。棕榈树的树皮
加工厂，这里是把水产品做成生食和熟食
毛茸茸的，像一群印第安人带着插有羽毛
的地方。最让我们惊讶的是速冻区——速
的帽子。参天古木——柏树，直插云霄，好
冻速度惊人，只要十分钟就可以把牛蛙冻
像一把通往空中的天梯。
成冰块。我们还看到了用水产品做成的馄
到河豚庄园，不看鱼肯定是不行的。 饨、烧卖、包子……
这里的养殖基地，非常适合鱼类生长。你
半天的参观结束了，虽然有点累，但我
看，河豚鱼的身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黄色
们收获颇多。
标记，美丽极了。生气时，它们鼓起腮帮，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三（7）班 吴豫伦
圆滚滚的，像一个球。因为它的味道很鲜
指导老师 胡巍巍

蚕宝宝
“重生”
记
5 月 到 了 ，这 是 一 个 适 合 养 蚕 的 季
节。正好科学课要求养蚕来观察，于是我
向同桌讨了一只蚕。
对这一只千方百计才讨到手的蚕，我
格外宝贝。刚拿到手时，它小小的，我用尺
子量了一下，只有 2 厘米长。但它十分好
动，也好吃，长得肉乎乎的，所以我给它取
了个名字叫
“肥仔”
。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看见肥仔
头高高地昂着，身体一动不动，像是“石化”
了。我很担心，以为它生病了，赶忙喊了奶
奶来看，奶奶慢条斯理地说：
“别担心，它这
是要蜕皮了。”
蜕皮？它蜕皮怎么这么奇怪啊？我暗
自想着。
第二天，肥仔的头垂下来了，身体成了
一条直线，浑身都是黄色，不吃不喝，一动
不动。我很不安，真的是蜕皮吗？还是生
病了？我以前听科学老师说过，
病蚕一般是
黄色的，活动量也比较少。如果要救的话，
只能请兽医来帮忙，
但一般很少会有人为了
一只蚕去花这个钱，
往往最后都是直接将病
蚕扔掉了事，
以免疾病传染给其他蚕。
我的肥仔，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

是我唯一的蚕！你要知道我每天绞尽脑汁
帮你找吃的有多难！
就在我万念俱灰，以为肥仔必死无疑
时，突然它动了一下。我目不转睛地盯着，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接着，一下，又是一
下。我确信自己听到了“嚓”的一声，肥仔
身子中间裂开了一条小缝儿，一团昭示着
生命活力的白色从缝隙中间露了出来。我
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勾了起来，这是什么？
只见缝隙慢慢变大、裂开，那白色的一团肉
一伸一缩，慢慢蠕动着。不知道过了多长
时间，终于，我看到肥仔从那一团黄皮里钻
了出来，重新变成了一只清清爽爽、白白胖
胖的虫子。啊，肥仔，重生了！我由衷替它
感到开心！
时间在肥仔的吃吃睡睡中飞逝，它变
成了一只标准的“大肥虫子”，奶奶说，当你
看到它身体透亮，头昂得高高的、不停摇晃
时，
它就要结茧了。
我 想 ，结 茧 后 的 肥 仔 又 是 什 么 样 子
呢？它会不会变成漂亮的蛾子？肥仔，晚
安，
祝你有个好梦！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四（1）班 葛北辰
指导老师 张小燕

我和妈妈换角色
生活中备受宠爱的我们，可曾关心过
爸爸妈妈？是否体谅过他们的压力和辛苦
呢？在那一次和妈换角色的游戏中，我深
深体会到做家长的可不容易哦！
假期的第一天，我正在看《小鬼当家》，
觉得挺有趣，便对妈妈说：
“妈，今天我来当
妈妈，你来当儿子。”妈妈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并一脸坏笑地对着我说；
“ 千万别后悔
哦！”我拍拍胸脯，昂昂头：
“放心‘儿子’，看
你
‘妈’
的！”
刚准备坐下继续看电视，妈妈喊起来：
“‘妈’，快去洗衣服吧！”洗衣服太简单了，
不就直接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嘛！
我刚要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妈妈突
然来了一句：
“ 我这衣服不能用洗衣机洗，
既洗不干净，还会把衣服洗坏，要用手洗才
干净，快点吧！”
要求还真多！无奈之下，我只好先打
了一盆水，把衣服放水里浸泡，再放点洗衣
液。泡了一会儿后，我就开始洗了。衣领、
袖子、裤管、膝盖，这些地方都要再擦些洗

衣液使劲搓。不一会儿，手上就没劲了。
看看差不多了，我就把脏水倒了，再用清水
把衣服上的泡泡冲掉。洗完所有的衣服，
手脚都快没了似的，我只好借着上厕所的
名义去偷会儿懒。
“哎，你怎么能上衣、裤子
一起洗的啊？哎呀，这儿还有块油渍呢！”
妈妈在阳台上嚷了起来。没办法，只好把
那件重洗。
唉，完工了，我长舒一口气，瘫坐在沙
发上。
“ 我饿了，快去做饭吧！”一边看着电
视的妈妈又发出号令。
“ 啊——”我一声大
叫，不情愿地走向厨房，身后又响起：
“做完
饭后你可还要洗碗、打扫卫生……”我听完
以后差点倒下去：
“ 天啊，我这不是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唉，做家长的真挺不容易！平时，我总
是张嘴就来，让他们帮我做这做那的，从没
体谅过他们。今后，我可要懂事些，多多体
谅他们，
多分担一些家务！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四（2）班 鲁志阳
指导老师 陈亚平

选择坚持
坚持是一个人成功必备的条件，
无论做
什么事都要坚持到底，
那样才有可能胜利。
在生活中，妈妈总让我学会坚持，没有
她，
我的架子鼓考级不会同时拿到两家音乐
学院的十级优秀证书；
没有她，我不会在层
层选拔中，
成为县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现在，坚持已渐渐成为我的习惯。在
一次篮球邀请赛中，我们对战如皋队，大家
奋力拼搏，追赶比分。当我拼命追赶在地
上快速滚动的篮球时，突然被如皋队的一
位重量级队员绊倒了，我的身体迅速向下
倾斜倒去，还没来得及看清绊我的人是谁，
膝盖、手臂就同时感到了一阵剧痛，一看，
此时，手臂和膝盖血淋淋的，就像是被扒了
皮的青蛙。这种疼痛，我实在难忍，泪水一

下子就涌了出来。教练让我下场先休息一
会儿，坐在场下，我心想：战场本来就是血
腥的，篮球赛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怎么
可能没有受伤，伤疤应该是我渐渐长成真
正男子汉的勋章，我可不能被这点儿小伤
就打败。于是，我立刻把眼泪一擦，向妈妈
要了一条汗巾，三下两下把伤区捆了个结
实，主动请求上场比赛，教练向我投来赞赏
的目光。上场后，我忍着剧痛，带球过人、
投篮，大显身手……
其实，坚持不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
有脆弱的一面，只要心中有梦想，向着梦想
那方不断坚持，
一定会到达胜利的彼岸。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1）班 张峻铭
指导老师 卢海莉

我的烦恼
时常听大人们说：少年无烦恼，可我却觉
得这话说得不对，小小的我们一样有喜怒哀
乐。最近的我就特别烦恼，那就是我的同桌
老是欺负我。
我们这对“中国好同桌”，经历过风吹雨
打，我们的友谊胜过很多东西。可在第二学
期，我们之间的感情破裂了。记得那是开学
不久的事情：那一天，我高兴地背着书包来到
熟悉而又美丽的教室，不一会儿我的同桌也
到了，见到他我很高兴，
刚想跟他打招呼，
可他
见到我却不理不睬，甚至还对我说：
“ 从今往
后，我们俩就绝交。”他一说完便扭头走人，留
我一人孤孤单单地坐在座位上，心里五味杂
陈，完全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在心里想
着：我天天教你画画，借给你胶带，你需要什
么我就给你什么，你……你你竟然这般对我。
唉！面对现实吧！
最近，老天爷又把我同桌的可恶级数升
级了，现在的他是脏话满天飞，见到我就来一
句。最可恶的是那次体育课：上课了，体育老
师带着我们来到操场，我们排成四排，由二、
四两排去拿足球，当时的我排在第二排，理所
当然我也去拿足球。当我把足球拿回来后，
足球刚一落地，就被我同桌踢飞了，于是我便
去捡球，球捡回来又被他再次踢飞了。可恶，
我怒了！坏蛋同桌，我跟你没完，等着瞧吧，
老师一定会狠狠教训你的。
这就是我的烦恼，亲爱的同学们，请你们
帮忙想想办法，治治我这可恶的同桌，助我逃
出他的五指山吧！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四（7）班 葛苏婧
指导老师 陆瑞梅

雨中的温暖
周日下午，传来一阵雨珠滴落在地面的
声音，我忽地抬头，
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
我的心猛地一紧：
“ 妈妈今天去医院挂
水，可能还没好。我今天就跟吉宇一起回
去？”我皱了皱眉，因铃声已“叮咚”响了起来
了。我慢吞吞地收拾好书包，极不情愿地走
出了教室。
寒风刺骨，像一群野兽疯狂地扑向我
们，冰冷的雨珠蛮横不满地拍打着窗户，像
是正在等猎物上钩。这么恶劣的天气，我的
心更沉了。妈妈生了重病，天气这么冷，她
一定不会来了。
我刚走出门口，却见一个瘦弱的身影拼
命地向我挥手。我好生奇怪，望了望后头。
没人！那个身影仍坚持着要朝我过来，我深
信不疑地走了过去，大吃一惊。
是妈妈！她苍白的脸上，挂满了雨水。
数不胜数的雨珠糊住了她的眼睛。她慈爱
地看着我，满脸的雨水都没来得及擦，拉住
我的手就走。那是一双多么粗糙的手呀！
我仔细地观察着母亲的手。这双手上布满
了老茧，手上皮包骨头，青筋一个个地显露
出来。一个红红的小点在黝黑的手上显得
格外惹人注目。
妈妈把手拉到了自行车边，她穿上了一
件大红色的雨衣，我则满心欢喜地躲在那长
长的雨衣里。
“这里好暖和啊！”我抱紧了妈妈纤细的
腰，用手一摸，尽是一根一根骨头。我纳了
闷：
“妈妈，怎么会这么瘦弱呢？”头上传来一
阵咯咯的笑声：
“ 文琪，别挠了，我带你去图
书馆躲躲雨好吗？”我点了点头，妈妈的声音
真虚弱，
细如蚊蝇。
我长大了，腿都塞不下去了，只好无奈
地伸出雨衣外面。雨点接连不断地打到我
的腿上，利如刀锋的寒风钻进了我的裤腿，
我不禁打了一个哆嗦。妈妈似乎感到了我
的寒冷，毫不犹豫地把盖在她腿上的雨衣往
后挪了挪，
盖住我的腿。
不久，我竟听到了一阵断断续续的咳嗽
声，那声音愈来愈急促，愈来愈清晰。我抱
紧妈妈，
眼眶不由得红了。
到了图书馆之后，我一声不吭地紧紧抱
住妈妈，她愣了一下，笑了，温柔地抚摸我的
背……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4）班 顾文琪
指导老师 倪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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