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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小记习作
听话的雨

太阳公公回家了，
乌云姐姐上班了。小雨
滴们争先恐后地对乌云姐姐说：
“姐姐，姐姐，
我们想到人间和小朋友们一起嬉戏！“
”好的，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小雨滴们异口同声地回
答：
“准备好了！
”
滴答，
滴答……乌云姐姐把小
雨滴们一个个扔了下去。在楼下玩耍的我，
伸
出双手，
仰望天空，
默默地在心里说：
“雨呀，
你
下大一点吧！我不怕！”乌云姐姐似乎听到了
我的心声，
越发欢快地将小雨滴们一群一群扔
了下来。我和小雨滴们玩得不亦乐乎，
不一会
儿，我就在乌云姐姐猛烈地“攻击”下变成了
“落汤鸡”
。我连忙一边摆手一边喊道：
“雨儿，
别这样，小一点！”此时的乌云姐姐生气了，本
想再下大一点，
转身却发现小雨滴们在不知不
觉中早被她全撒完了，这才无奈地收了手，雨
逐渐停了。
我乐呵呵地想：今天的雨真听话！想着
想着便入了神……
唐闸小学三（2）班 刘可欣
指导老师 王丽华

未来的汽车
未来的汽车会设计成什么形状呢？别着
急，就让我来告诉你。
未来的汽车前面是子弹头的形状，子弹
车头上是驾驶舱，子弹车头后面是客舱，客舱
上有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客舱后面是小型的
厨房、卫生间和动力室。这种车的动能是太
阳能，下雨天、雪天等没有太阳的时候以及晚
上还有把太阳能电池板收起来的时候，由后
面的储电箱来供电。
这种汽车可以水、陆、空三用。在陆地上
跑的时候，由太阳能电池板来供电，八个轮子
来支撑。
在 水 里 跑 的 时 候 ，由 后 方 的 喷 气 机 来
来驱动，下面弹射出气垫来让车在水上浮
起来。
在 空 中 飞 的 时 候 ，也 用 喷 气 机 来 驱
动 ，在 空 中 原 地 停 留 时 ，用 下 方 的 喷 气 机
将汽车托起。因为汽车的时速很快，所以
车体采用了特殊的材料，车辆也只要输入
目的地就能自动驾驶，最特别的是在地上
跑时的速度与高低的管理，它可以用下方
的喷气机将车托起，从而使车不撞到一些
东西。
应急时还能弹出降落伞、绳索等物体。
此车的轮子还可以升高，从而使车不撞到行
人。
汽车的客舱很特别，门很大，门下面有酷
似铲车的东西，能把担架运进车内，舱内有一
排是坐椅，另一排是床，
床上还可以放担架。
此车的长度短、重量轻、实用性强，怎么
样，是不是很受大家喜爱？
虹桥二小二（1）班 郭浩宇

有趣的实验
今天晨会课上，张老师走上讲台，从口袋
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圆溜溜的鸡蛋，神秘
地说：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谁能把这个
鸡蛋握破，谁就是我们班的大力士。”同学们
一听，顿时都兴奋起来。
张老师刚刚下令：
“谁想上来试一试？”同
学们便齐刷刷地举起了手，看来大家都想夺
得大力士的宝座。
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的孙浩宇走上讲台，
看他那架势，仿佛是要把那鸡蛋一口吞了似
的。他伸出宽大的手掌，紧握鸡蛋，使出吃奶
的力气使劲握，可鸡蛋一点儿也不给他面子，
好像在说：
“ 力气那么小，可奈何不了我。”但
孙浩宇课不那么容易服输的，大声地说：
“换
手，再来。”于是，他再一次咬紧牙关，手微微
颤抖，手心也攥出了汗，脸涨得通红，青筋也
暴露在众人眼皮底下。可鸡蛋好像在逗他似
的，仍然无动于衷。
接着，
又有好几个大力士都陆续登上了讲
台，
但都以失败告终，
屡战屡败。
我回家用百度找到了答案。原来，这是
因为鸡蛋表面的曲面结构能很好地分解所承
受的压力，因此即使鸡蛋壳很薄，但它却能很
好地抵抗外界冲击。
经过这一课的学习，我们认识到了大自
然的知识是无穷的，大自然也是我们的好老
师，我一定要去仔细观察身边的事物，将来做
一名科学家！
通师三附三（1）班 王季禹

我的球迷爸爸
我爸爸的网名是“伪球迷真小医”，
“真小医”是不错，他是个响当当的医生。
可
“伪球迷”
我就不太认同了。在我眼里他
可是一个十足的球迷。
妈妈总说，爸爸看球有三不挑：
一不挑
球的种类，只要是球赛，都爱看；二是不挑
国家，特别是足球，不管哪个国家参加比
赛，
都会毫无保留地展现他的激动；
三不挑
看球的时间，不管球赛几点，
看球总是他半
夜起床的唯一动力。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如火如荼地举行，
爸爸那球迷的本性也就暴露无遗。一直以
来爸爸最喜欢的球队是意大利，可惜这届
世界杯意大利没能入围，但这并没有影响
他看球的激情。最初，世界杯每天都有三
场比赛，
最晚的要到凌晨两点钟。不过，
他
才不管，
只要有比赛，
他一定不会落下。大
半夜的，
客厅里还闪着微弱的光，
肯定又是
爸爸在看球。只见爸爸坐在沙发上，眼睛
瞪得老大，眉头紧锁，嘴巴张成“O”形，不
时发出“好球”的叫声或者“唉”的叹气声。
有时我早上起床，就发现茶几上放着没有
吃完的面包、饼干什么的，
肯定是爸爸熬夜
看球的时候吃的。
自从世界杯开始的那一天起，我见到
爸爸的次数就屈指可数，简直就是神龙见
首不见尾啊！早上，他去上班的时候我还
没醒；半夜他看球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
了。我问爸爸，为什么不在家里看球？爸

爸总说：
“家里没人陪，朋友们一起看球，气
氛多热烈啊！”我叫爸爸多陪陪我，爸爸多
次向我保证：
“世界杯四年一次，难得难得，
理解一下，
世界杯结束了，
天天在家陪你。”
不光是比赛，体育新闻里的赛后总结
也看得津津有味。前几天，他 好 不 容 易
回家吃中饭，哪知体育新闻开始了。爸
爸 饭 也 不 吃 ，兴 冲 冲 地 跑 到 了 电 视 机
前。我生气极了，问：
“ 你昨天晚上不是
熬夜看过比赛了吗？”他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
“ 你学知识要巩固，我看比赛也要复
习啊！”虽然在跟我说话，眼睛却死死盯着
电视，一秒钟也不能落下。我无话可说，
便搬来救兵——妈妈。果然，不一会儿，
爸爸就被妈妈叫了回来。从客厅往饭桌
的几步路上，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电
视，吃饭中又去看了好几次，真令人哭笑
不得！
爸爸不只是爱看球，他也爱踢球。一
年四季，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哪怕是去年下
大雪，每周六下午他都会穿着球服，拎着
包，来到与队友约定的场地集合，从不缺
席。妈妈说，这球队的集训太规范了，简直
能跟国家队媲美了。
这就是我可爱又忠实的球迷老爸，虽
然我对他最近的表现不是很满意，但是我
知道，在他心底还是最爱我和妈妈的。
通师二附五（2）班 郭晨冉
指导老师 刘 洪

一次特殊的体验
星期天，爸爸带我体验了一次盲人的
生活，知道了盲人是如何在眼睛看不见的
情况下，
依靠听觉、触觉来生活的。
出了家门，爸爸便叫我带上眼罩。体
验开始了，我仿佛一下从美丽的世界跌到
了黑暗的深渊。我小心翼翼地走进电梯，
上下摸索着按钮，
平时简简单单一个按键，
这下可难倒我了，好不容易找到“B”按下
去，
电梯开始往下降了，
过了一会儿
“叮咚，
B 层到了。”我伸脚跨出电梯，遇到门槛差
点绊倒，
碰到减速带差点摔倒，
简简单单一
个电梯，
我终于体会到了盲人的艰辛。
来到外面，走上盲道，走着走着，撞到
一辆刚熄火的汽车，
我的手放到车前盖上，
被
烫得一哆嗦。不一会儿，
又撞到了一辆车，
还好
这次车盖不烫。
回来时，路上有几个小坑令我胆战心
惊，在平时，对于这几个小坑，我通常都是

一跃而过，但今天不同，作为一个盲人，什
么都看不见，是不可能跳过去的，只能一步
一步摸索着走过去。
盲人的眼睛看不见，
只能用耳朵听，
用手
摸，
用鼻子闻。走着走着，
忽然，
一辆汽车从
远处呼啸而来，
这时，
别提我心里有多么害怕
了，
但是我只能茫然无措的站在路边，
等待汽
车驶过，
不能像平时一样赶紧让到一边。
虽然只体验了短短一段路，我也体会
到了盲人生活的不易，我深深地感悟到了
他们日常生活的艰辛，知道了他们每件事
都办得小心翼翼，更让我知道了我们要关
爱盲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占用盲道，在路上
遇到盲人过马路的时候帮扶一把等等，从
身边的小事做起，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便
捷、更美好！
十里坊小学四（5）班 何一凡
指导老师 姚红霞

有趣的
“两人三足”
天放晴了，肯定是天公公知道我们要
出去玩游戏，把雨婆婆叫了回去。
我们要玩的游戏名字叫
“两人三足”，
就是两个人一组并排站好，绑住中间两条
腿，哪组最快跑到终点就获胜。游戏马上
要开始了，同学们有的弯腰把鞋带系系紧，
有的伸伸腿、扭扭腰做准备活动，
还有的已
经练习起来了。
腿上绑好了绳子，
游戏就拉开了帷幕。
我跟毛俊文一组，
听到
“开始”
的口令后，
我们
就直往前冲。可是没跑几步，
我就感觉像是
有一块重重的石头缠在我的脚上，
让我不好
继续向前。我看着
“遥远”
的终点，
心想：
再不
快点就要输了！于是我咬着嘴唇，
不管三七
二十一，
使出吃奶的劲往前一拉。脚上好像
松了一点，可旁边的小朋友们却惊叫了起
来。我回头一看，
毛俊文的身子都要倒了，

大家都急着上来要扶他。就在这时，
我发现
我们的绳子已经断了。我们只能看着对手
——徐马卓一组向终点跑去。他们俩手扶
着对方的肩膀，
嘴里喊着
“一二一”
的口号，
像
两匹活泼的小马冲向了终点。
第二回合开始了，王宇凡和张宇轩挑
战获胜的徐马卓一组。徐马卓这一组还像
第一次那样，飞快地向终点跑去。再看王
宇凡，他嘴里也喊着“一二一”
，可是他按自
己的口号往前走，张宇轩在后面跟不上，像
只袋鼠一样跳来跳去。观众们在一旁拼命
喊“加油”
，可是没用，他们还是追不上前面
的人，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了。
这个游戏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只有
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成功。
唐闸小学三（2）班 程褚微
指导老师 王丽华

兔子和老虎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茂密的森林生
活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只是，这里没有
兔子。一天，一只外地的兔子迷路了，来到
了这片森林。
兔子走啊走啊，走进了一个山洞。它
往里一看，吓了一大跳：
里面竟然全是动物
的骨头！再抬头一看，墙上写着一个大大
的“王”字，兔子马上意识到自己误入了老
虎洞。它刚想出去，
就听到一阵又像尖叫，
又像狂吼的声音。哦，是老虎回来了！怎
么办呢？它看着跟前的一堆骨头，忽然眼
前一亮，
想出了一个办法……
老虎一进家门，看见一只有着长长的
耳朵，浑身毛茸茸的怪物，
嘴里啃着一块骨
头，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 老虎肉真香，真
香！”
老虎惊叫起来：
“你是什么东西？竟敢
吃老虎肉！”兔子冷冷地看着老虎，
粗着嗓
子说道：
“ 呵呵，原来是送上门来的美餐

啊 。 你 这 么 无 知 ，连 我 卯 大 王 都 不 认 识
吗？”说着，它又往前跨了一步。
“ 你……你
想怎么样？”
老虎见状，
吓得直往后退。
这时，一只见多识广的猴子从门前经
过。它一看，一只兔子把老虎吓得直发抖，
觉得非常好笑。它心想：这正是我在老虎
面前表现的好机会。于是，它走上前，指了
指兔子，对老虎说：
“大王，您千万不要被它
的谎言吓到，其实它只是一只手无缚鸡之
力的小兔子。”老虎听了，将信将疑地看着
兔子。
兔子的心怦怦直跳，这时，它急中生
智，对着猴子吼道：
“混蛋，不是说好给我吃
三只老虎的吗？怎么才两只！”老虎一听，
又气又急，一下子咬死了猴子，然后逃得无
影无踪。
唐闸小学三（2）班 徐马卓
指导老师 王丽华

校园艺术节
7 月 3 日，妈妈带着我来到了南通大学附
属中学的科教会堂，在那里我们观看了一场
精彩的校园艺术表演。
表演分为两场，上半场的诗歌朗诵，给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歌颂雷锋的诗歌。当舞台上
响起那熟悉的歌声时，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唱
了起来：
“学习雷锋，好榜样……”听着激情饱
满的朗诵，让我对雷锋有更深的了解，看着舞
台旗帜上雷锋的头像，我默默地向他致敬，向
他学习！还有诗歌《春天来了》，表演者们朗
诵出来的一句句诗歌，好像变成了一幅幅春
天的美景，
真是令人神往！
下半场是戏剧表演，第一个节目就深深
地吸引了我。看着舞台上一个个画着精美脸
谱的小演员们有的翻跟头，有的舞着枪，有的
慢悠悠地唱着歌……虽然听不懂，也看不太
明白，但就是被他们迷得眼花缭乱。后面还
有几个小品戏剧，有的歌颂妈妈，有的歌颂老
师，
都非常感人！
整场演出非常精彩，我收获很多，明年的
艺术节我还要来看！
虹桥二小二（四）班 吴义涵

“心太软”
今天，妈妈在百度上看到了一道叫“心太
软”
的甜点，
决定做给我尝尝！我一看，
不就是
红枣嘛！没什么特别啊！妈妈笑着没有理我。
说干就干，我们准备了红枣、糯米粉和冰
糖。先把枣洗干净，用热水泡上，又在碗里倒
了半碗糯米粉，一边加热水一边用筷子搅拌，
最后和成面团。这时候，红枣也泡软了，妈妈
拿出一根吸管，插进红枣，再慢慢用力转进
去，一粒枣核就被套在吸管里了。然后，又用
剪刀把红枣的一侧剪开，接着开始塞面团了，
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揪一小团面团，搓成长条
形，塞进红枣。被塞了面团的红枣，像一个个
吃撑了的娃娃，圆滚滚的。
可以下锅了，我往锅里加了水，放进冰糖
和红枣开始煮了起来，不一会儿，就闻到一股
甜丝丝的红枣香味，我隔着透明锅盖往里一
瞧，哈！这时候的红枣像一群穿着红衣服、白
裙子的胖娃娃在玩耍，你挤我一下，我推你一
把，
热闹得不可开交……
终于可以出锅了，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
口，先咬到的是外面的红枣，香香的,里面就
是塞的面团了，咬一口，软软的、绵绵的，带着
冰糖的甜味，简直是人间美味啊！我这时终
于明白它为什么叫
“心太软”
了。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盼望着妈妈
下次再给我做好吃哒！
海门市海南小学四（4）班 施 皓
指导老师 陆海燕

吃糖记
今天，妈妈带我和哥哥去一位阿姨家作
客。一进门，我就看到客厅里很热闹，好几位
和我差不多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有小男
生，也有小女生。原来这位阿姨是妈妈的同
事，她邀请了好几位朋友带孩子们一起来做
客。
阿姨家有一个小妹妹，名叫溪溪。溪溪
带我们参观她的家，我一眼看到电视机旁边
的柜子上放了一盒糖果，这糖果很奇怪，都是
一根一根长长的棍状，颜色花花绿绿的，看起
来很是诱人！我看着看着，不禁咽了咽口水，
真想尝一根。可是，这盒糖果包装还没打开，
去要糖太丢人了。
饭后，
机会来了！溪溪把糖果打开，
挨个问
小朋友们要不要吃糖。到我了，我脱口而出：
“要要要！
”
于是，
溪溪给了我一根。我迫不及待
地放进嘴里咬了一口。
“呸！
”
我连忙吐出来，
糖
果一点味道都没有，
就像塑料纸一样。可大家
全看着我大笑起来，
我不解地问：
“怎么了？
”
溪
溪边笑边说：
“这外面有一层塑料外壳，
要把里
面的糖吸出来才能吃。
”
我恍然大悟，
学着吸了
一口。呀！酸酸甜甜，
真好吃！吃完了一根，
我
意犹未尽，
把皮咬在嘴里慢慢回味着。
大家都吃完了手里的一根，纷纷围着溪
溪还想要。有的女生说：
“我还要两根！”有的
女生说：
“ 我还要三根！”溪溪如愿给了她们。
我也凑过去，跟在后面大声说：
“ 我还要一
根。”可溪溪却捧着糖罐子回到了自己的房
间，
还把门上了锁。哎！看来没我的份儿了。
吃个糖真是不容易呀！
南通市文亮小学三（6）班 钱远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