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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学校专版
傻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快乐的童年，童年里有
难忘的、有趣的、开心的事儿。而我的童年却
是非同一般的，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有一次，
妈妈出去后，我实在闲得无聊就
准备把家弄个天翻地覆：爬上桌子摇一下电
视，
心想为什么平时放出好看的东西现在没有
了。我又走去书房踩着凳子爬上电脑台踩着
键盘。我心里高兴极了！可刚刚兴奋起来又平
复了。于是我想起妈妈放进我小书包的一个小
包包，
我刚开始是不想去的，可我的好奇心驱
使着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立刻跑过去翻开书
包一看。看到一个比我的小书包还漂亮的小
包包——钱包，我立刻打开一看有一张张
“纸”，我把它一扔，它又慢慢悠悠地飘了下
来。不知为什么，我笑了好一会儿呢！心想：
这样一点都不好玩，
要是从阳台上掉下去会怎
样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阳台，
拿出一
张张
“纸”
扔下去。那
“纸”
飘呀飘，
飘到大树上，
我
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一张张地扔，
直到妈妈回到
楼下时，已经扔完了。真是让我爆笑不止。
如东县双甸小学 303 班 李靖雯
辅导老师 王菊红

大风起
“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的这首词
用在今天下午再合适不过了。
今天下午，我们全校都去操场锻炼。刚
一到楼下，耳边便是狂风“呼——呼——”的
声音，连大树都在摇晃着身子抵御狂风，国
旗在高空
“呼啦啦”
直响。
到了操场，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我差
点儿没站稳摔倒。今天，我才算真正了解
“寒风刺骨”这个词了，这寒风，刺得人骨头
“咯咯”响，从裤脚涌进的寒风似乎瞬间将我
冻结了一样，手早已僵硬，变得红彤彤的，似
乎有一层冻盖在手上。
寒风又像针一样刺在人的脸、脖子等露
出来的部位上，刺得人生疼。跳了一段啦啦
操，身体情不自禁地发抖。风稍稍小了一
点，手上开始有了一点暖意。可随之而来的
又一阵寒风将这仅有的暖气也掠走了。
这时，我脑中不由浮现出了毛主席的
《沁园春·雪》中的句子：北国风光，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
今天的风可真大啊！
双甸小学 301 班 花顾彦
指导老师 顾兵

红薯旅行记
从前，有一个菜地里住着一个红薯，他的
名字叫达达。
一天，达达的朋友卡多对他说：
“ 我今天
去了大海，那里真是太美了：有金色的沙滩、
碧绿的海水，还有美丽的晚霞。”达达被他说
动了心，就对妈妈说：
“ 妈妈，我好想看看大
海。”
“ 不行，去大海的路上太危险了，你恐怕
一出去就被猫叼走了，或者被鸟啄伤了。”妈
妈说。
“ 可是，外面可能也有不会伤害我的东
西吧。”达达说。妈妈说：
“ 就算有也不许出
去，你的哥哥就是因为出去玩才被鹫鹰啄死
的，如果你也死了的话，那这个家就完了。”达
达听了妈妈的话，说：
“哦，那我还是不出去了
吧。”妈妈听了说：
“嗯，这才是妈妈的好儿子，
快去睡觉吧。”达达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他看到妈妈睡着了，就偷偷拿了好多的食物
出去了。他刚出来就被猫追来追去，好不容
易才逃了出来，可他已经遍体鳞伤了。
达达来到了森林中，他就在一棵大树下
休息，突然一只狼窜了出来，想要吃了他，达
达吓得转身就跑，可他跑不过狼，聪明的达达
就把食物扔给了狼，狼这才叼起食物跑了。
达达自言自语地说:“ 都怪我，我如果听了妈
妈的话好好地待在家里，就不会发生这些可
怕的事情了。”可他并没有回家，而是继续往
前走。他走了好长的一段路，最后走到了一
条又大又宽广的河边，远看，天像一片蓝玉，
水像一块翡翠，水天相连，翡翠和蓝玉合并，
蔚为壮观。
“这是什么河呀？”达达问。
“这是大
海。”一只海龟慢吞吞地说。
“大海？这就是大
海？”达达问。海龟说：
“ 对，而且大海就是我
的家。“
”哦，原来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大海
呀。
“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大海了！”
达达看着大海，感叹：大海好美啊！看
来，我的辛苦还是值得的。
如东县双甸小学 505 班 李睿杰
指导老师 陈亚梅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什么而读书？你考虑过这个问题
吗？一代伟人周恩来曾坚定地说过：
“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当时，我们伟大的周总
理年仅 12 岁，12 岁的少年就有如此磅礴
的气势，怀有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以及远
大的志向。
正是这一句铿锵有力的“为中华之崛
起而读书”
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让我们的中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变成
了如今的泱泱大国……是啊，祖国的明天
离不开我们，要想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
盛，就必须努力读书、学习。正所谓“书籍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祖国是哺育我们的母亲，是生命的摇
篮，它还有着 5000 年悠久的历史，在历史
长河中，涌现出了大批英雄豪杰，正是他们
的付出和牺牲，我们的祖国才得以富强。
所以，作为炎黄子孙，爱国是我们的神圣使
命，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作为新世纪的学生，我们的主要义务
就是学习与读书。当然了，还要树立起爱

国精神，确立一个远大的志向，并把强烈的
爱国之情投入到学习中去，知识就是力量，
没有文化又何以谈报国？我们不可以沉迷
于低级的玩乐中，不可终日浑浑噩噩，也不
可 以“ 两 耳 不 闻 窗 外 事 ，一 心 只 读 圣 贤
书”
……
虽说现在的中国已愈渐强大，但我们
依然要发扬老一辈精神，既然革命困境能
使中华崛起，那我们生在福中，为什么不努
力呢？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
则国强！祖国的建设需要的是人才，而不
是碌碌无为的人，所以我们要刻苦学习，博
览群书，要有远大的志向，为祖国的崛起奉
献一份力量……
时代的步伐飞速迈进，中国这条东方
巨龙已经醒来。让我们一起学习周总理的
精神，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吧！”
如东县双甸小学 504 班 孙淑敏
指导老师 曹珍珍

我和红薯的故事
深秋的街头，一阵阵烤红薯的香味扑
挖红薯。只可惜我们挖的红薯太小了，奶
鼻而来，让人垂涎三尺。但是，你知道红薯
奶说：
“ 唉，都怪我们没有施肥！”就在我们
怎样来的呢？
绝望的时候，我的镰刀碰到了一个硬的东
每年春天，人们就开始给红薯育苗，
西，我连忙喊奶奶来挖。哈哈！终于一个
4～6 月份是最佳的移植时期。今年我也 “巨无霸”红薯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兴奋
开始学着种红薯。首先，要给红薯找到一
地手舞足蹈，奶奶抱着那块大红薯，放到
块松软的土地。我就选择了我家门前的一
秤上一称，四斤四两。只是它的模样差了
块小小的黄沙地。在黄沙地的中间挖出一
一些。
个个小小的坑，把红薯的茎蔓放进去，再用
红薯有很多吃法，我们农家常吃的方
土把根覆盖起来。接下来的日子，我经常
法有：蒸着吃，红薯粥，红薯饭，红薯饼。超
给它浇水，期盼它快点长大。
市里买的那些薯片，应该也是红薯做的
秋天到了，红薯成熟了。挖红薯也是
吧。哦！还有红薯条。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星期天，奶奶叫我和
我家的“巨无霸”红薯，我还没想好怎
她一起挖红薯，我爽快地答应了。开始，
么吃它呢。
奶奶把茎割掉，然后我们开始挖红薯。奶
如东县双甸小学 505 班 石佘宇
奶用铁耙把大块的土挖开，我用镰刀刨土
指导老师 陈亚梅

追逐梦想，永不放弃
我是一个爱好体育的女生。从小，在
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双方拼抢十分激烈，气
球迷爸爸的影响下，渐渐迷上了足球。在
氛也越发紧张。上半场 0 比 1，我们暂时落
老师的推荐下，
我有幸入选了学校足球队。
后。
每天天蒙蒙亮，我就早早地来到操场，
半场休息时间，大家凑到一块儿商量
在孙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足球训练。射
对策。我们准备了两个人去防守对方的
门、带球、变向传球、绕标志盘……内容简 “球星”，另外三人负责进攻。比赛继续进
单枯燥，
但我练得不亦乐乎。
行，我和一个队友原地不动，守在了球门
永远忘不了在南通参加足球冬令营时
前。队方
“球星”
一路过人冲杀而来了！我
的那段时光。其中的一场比赛，我们身着
对另一个队员大喊一声：
“截住！”
提前预判
红色队服，对方身着绿色队服。绿衣队的
路线，向前奔去。哈哈，球被我断下，紧接
队长是专业学校队的队员，当然是场上最
转身，一个回旋踢，将球朝进攻队员奋力踢
厉害的“球星”。虽然内心有些畏怯她，但
去，我方进攻队友几脚传递，球便来到对方
却暗暗提醒自己：好好防守。加油，别害
球门前。我屏住呼吸。我方队员假动作，
怕！
推射，
“耶，
球进了！”
大家齐声欢呼起来。
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开始比赛。我
打平。孙老师调整战术。经过几十分
神情专注，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球朝我
钟的奋战，又进一球。我们以 2∶1 战胜对
飞来啦！我拼命向前跑去，如箭一般。迎
方。
着球，奋力一踢，
“ 嗖”的一声，球向对方球
在一次次训练和比赛中，我充分感受
门飞去，然而却被对方守门员稳稳地抱
到足球的激情与魅力。今后的岁月，我愿
住。紧接着，对方守门员大力开脚，球一下
追随着
“足球梦想”
的脚步，一路挥洒汗水，
子落到我方守地。因刚才队员全力压前，
一路奋力前行。
后方疏于防守，伴随着对方
“球星”
一声
“耶
如东县双甸小学 403 吴佳蕊
——耶——”
，球应声落入我方球门。时间
指导老师 张建平

第一次做饭
谈起做菜我倒有一番经验。打过年
起，我就起了一个念头，打算和爸爸妈妈学
习做菜，希望将来可以像他们那样能做一
手好菜。
以前，每次吃饭的时候，由于不会做
菜，只能坐在饭桌前，等爸爸妈妈把饭菜做
好了，再帮忙把菜端到桌子上来，坐享其
成。自从起了学做菜的念头，每次在爸爸
妈妈做菜时，我就站在一旁看着，学习做菜
的步骤与方法。可是，学了半年也没有学
会，什么都做不出来。但我没有灰心，坚持
学了下去。果然，
“功夫不负有心人”
，去年
国庆节，我终于学会了一道菜，还成功地做
了出来。
国庆那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说：
“今
天由我来做一道菜——香葱炒蛋，请你们
品尝，看看我做得好不好。”于是，说做就
做，我立刻动起手来。做这道菜，需要以下

材料：香葱、鸡蛋、盐、鸡精等等。首先，要
做适当的准备，先把香葱切碎，把鸡蛋搅拌
好。然后，把香葱放进鸡蛋中，搅拌均匀，
加上盐、鸡精等配料，第三步，在锅中放入
油，加热，再把香葱鸡蛋糊倒入锅中，用大
火炒 3-5 分钟，就熟了。最后，把炒好的鸡
蛋盛入碗中，一道美味可口的香葱炒蛋就
做成了。我一边做菜，一边望着时间，生怕
让他们等急了。忙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终于做好了，心想：爸爸妈妈吃了，一定会
夸我做得好。
收拾好灶台，我把菜端上桌子，爸爸
妈妈闻到了那迷人的香味，迫不及待地
吃上一口。细细品尝之后连声称赞，说
我已经长大了，学会做菜了。我听了，心
里美滋滋的。
如东县双甸小学 304 班 张睿
指导老师 花国亮

我的发现
科学是一个十分神奇的东西，看似很高
深，其实它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你足够
细心，就能发现它的蛛丝马迹。星期天，我就
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那时，我正在厨房咀嚼着奶奶给我的白
萝卜，调皮好动是我们男孩子的天性，我也不
例外。我边吃边跑，结果脚下一滑，摔了一
跤，身体又碰到了桌子。我连忙爬起来，还
好，毫发未损，但桌子碗里的油溅了一点到透
明的水杯里去了。我惊讶地发现那滴油竟然
没和那杯水“合体”，而且浮在水的上面，
“咦，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不禁产生了好奇。
“对
了，老师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要勇于探索吗？
我何不自己寻找答案呢？”说干就干，我决定
做一个有趣的实验。
“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吧？”为了证明猜
测，我拿了一个不用的量筒，往里面倒了些
水，然后又倒了些油。不出乎我的意料，油果
真浮在了上面。为了让实验更准确，我又用
筷子进行了搅拌，可油还是浮在水面上。这
到底是为什么呢？好奇心强大的我立刻打开
电脑，到百度上查找答案。原来是因为油的
密度比水小，所以它能浮在水面上。
科学出自实验，实验出自灵感、出自生
活，我们一定要留心观察事物，这样才能发现
更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如东县双甸小学 404 班 张哲
辅导老师 丛星星

我心爱的宝贝
童年就像一个宝盒，
在这宝盒里珍藏着许
许多多的宝贝。你们猜猜我最喜欢的宝贝是什
么呢？那就是我七岁时候珍藏的一把冲锋枪。
为什么说它珍贵呢？因为那是爸爸送我
的生日礼物。可是我刚刚收到，还没来得及
细细把玩，姑姑就带着弟弟回来了，弟弟看到
这把冲锋枪眼睛都直了，我和弟弟为了争夺
它还打了一架。姑姑和妈妈怎么也劝不住，
就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和弟弟比
赛枪法，谁赢枪归谁。我们一起向杨树林出
发：弟弟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我灵机一动，
想要爬上一棵大树，藏在树杈的后面。没想
到弟弟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万幸的是茂密
的枝叶屡次使我幸免于难。
我正准备更好地将自己掩藏起来，突然
发现弟弟不向我开枪了，原来他是没子弹
了。机会来了，我拿着小手枪瞄准他三点一
线。心里暗暗地想：
“哈哈，小样，还跟我比赛
呢，我可是练过的，这次你可死定了！”三下五
除二，弟弟束手就擒。
我拿回了冲锋枪，然后把它放在纸盒
里。自此之后，它就成了我最心爱的宝贝。
我每天都要把它拿出来玩一会，还要把它擦
得干干净净的，让它一尘不染。我给他起了
一个名字叫
“戴家枪”
！
如东县双甸小学 303 班 李戴林
辅导老师 王菊红

晚霞
雨过天晴，秋高气爽。傍晚我和妈妈兴
致勃勃地来到顶楼乘凉。
呀，
多么壮观的景色啊！夕阳已经下山了，
西方的天空上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晚霞，
有的像大
勺子，
有的像小船，
还有的像乌龟……变幻万千。
我们凝视西方，天边出现了一条金色的
带子逐渐变宽，变成了波涛滚滚的黄河急切
地流出了一个大大的漩涡。黄河的左岸有一
座座小山坡，一口圆圆的水井和一座高大的
楼房。黄河的右岸有连绵起伏的山峰。忽
然，右岸的一座大山峰，变成了一艘艘飞船，
向左岸飞去。左岸的小山坡也毫不示弱，变
成一座前哨守望塔和一辆辆坦克。飞船突然
发出了一排排子弹，想击倒水井和楼房，为了
保护楼房和水井，一辆辆坦克挡住了子弹，自
己却“牺牲”了。这时飞船飞过黄河，坦克、前
哨守卫塔混在一起，形成了巍峨的山峰，不让
飞船靠近水井和楼房。
夜幕降临，天色慢慢地黯淡下来，我多希
望这美丽的景色，永远留在天空中。
如东县双甸小学 404 班 丛石李芮
辅导老师 丛星星

如东县双甸小学专版
组版老师：
苏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