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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玩伴
黑黑的眼睛，黄黄的毛，小小的翅膀，尖
尖的嘴，身披一件黄皮袄，走起路来叽叽叫。
这就是我家新进的成员——两只小鸡。
小鸡们很爱跳。它们总想跳出窝看看
外面的世界。一只鸡很灵活，总是完美地
一跃而出，另一只鸡总是在不停地尝试中，
笨拙的样子让我忍俊不禁。可当我准备帮
助它时，它居然猛地一用力跳了出来，还故
意绕着我“叽叽叽”转着圈跑，像是在跟我
炫耀。
小鸡们很顽皮。它们一会儿追逐，一会
儿捉迷藏，活像两个顽皮的孩子，永远不知道
疲倦。玩累了它们就用嘴巴梳理自己的羽
毛。一只鸡恶作剧，趁另一只鸡专心打理自
己的时候，用嘴不停啄它的脚。那只小鸡猝
不及防，两只爪子同时一收，
“ 扑通”一声，摔
了个四脚朝天。而得逞的小鸡则在一旁拍着
翅膀，发出欢快的叫声。看到它们的滑稽样，
我笑得前俯后仰。
小鸡们很贪睡。有一次它们“叽叽叽”
叫个不停，我想它们是不是在窝里待得太久
想出来玩玩。结果出来以后它们叫得更凶
了。难道是饿了，我忙拿来小米，撒在它们
面前。谁知它们一点不领情，看都不看小
米，满屋子跑着。这时妈妈回来了，
她看到这
个情景，说道：
“小鸡是想告诉你，它们要睡觉
了！
”
接着妈妈拿来块垫子交到我手上：
“你拿
这个盖在它们的 窝 上 ，这 样 它 们 就 可 以 睡
着了。”我将信将疑地照着妈妈的话去做。
谁 知 没 多 久 ，小 鸡 们 真 的 安静了。我蹑手
蹑脚地偷偷去看，发现它们两个头挨着头，蜷
在角落里，嘴里还时不时发出轻微的叫唤声，
像是小宝宝睡着了在打呼。真是一对贪睡的
兄弟啊！
现在这两只小鸡成了我最好的玩伴。它
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使我的生
活变得多姿多彩。
实验小学五（8）班 邹家豪
指导老师 严晓佳

母女俩
暑假里，爸爸妈妈带我去首都北京旅
游。天还未亮，我们就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
广场欣赏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
广场上热闹非凡，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
了来看升旗仪式的游客。我无聊地东张西
望，突然一对母女映入我的眼帘。
不远处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
推着一张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
看似是她的妈妈，两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的微笑，边走边看，似乎是想找一个观看升
旗仪式的最佳位置。
我拉拉爸爸妈妈的手向他们示意，他们
立即停下了往里挤的脚步，小声地和周围的
游客商量，希望能给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
空出一个好一些的位置。爸爸还回头告诉
后面的游客别再往前挤了。小女孩和她的
妈妈连连向大家道谢。
红日初升，伴随着庄严肃穆的国歌，五
星红旗徐徐升起。仪式结束了，观看升旗
的人群还都立在原地，久久不愿散去。而
此时的我好奇心冒了上来：小女孩的其他
家人呢？她们母女俩为什么要来看升旗仪
式呢？
我鼓起 勇 气 和 小 女 孩 聊 了 起 来 ：在 小
女孩很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就离异了，女孩
便和妈妈相依为命。九岁那年，一次偶然
的车祸，妈妈失去了双腿。一直以来，残疾
的妈妈就盼望着有一天能到天安门广场看
升旗。
为了帮妈妈完成这个心愿，小女孩将
自己多年的压岁钱节省下来，买了到北京
的火车票，推着轮椅带妈妈来到了天安门
广场……
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这么小的孩
子，几乎和我同龄，却要辛苦地照顾妈妈，还
一心想着带妈妈到北京看升旗，看看外面的
世界有多大，
世界有多美！
我上前和她紧紧相拥，合影留念，分手
道别。女孩的笑容在我脑中一直挥之不去，
她能带妈妈到北京，可我却由爸妈处处照
顾。有一天他们也会老去，而我又该如何去
体谅他们，给他们难忘的时刻呢？
这永远割不断的母女之情，是我看到的
最心动的一幕风景！
通师一附六（10）班 赵听雪
指导老师 陈玉亮

古今丝路
炙热的阳光下，塔克拉玛干沙漠上
像是铺着一张黄色的地毯。风一吹，仿
佛 有 人 提 起 地 毯 在抖 动 ，满 天 扬 起 尘
烟。随着黄沙散去，一个小山丘一样矗
立着的身影慢慢进入视线。
双重的睫毛缓缓张开，它打量着身
边——依旧是蓝湛湛的天空，仅有几片
云彩点缀其上，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和睡
前没什么不同。但隐隐又好像有哪里不
太一样。
“叮铃”
“叮铃”
“叮铃”……远处
传来熟悉的驼铃声，它扭头看去——是
一个同伴。
“ 它也和我一样睡过头了，错
过商队出发了吗？”
骆驼奈奈心想。
“你好，你也是要运输丝绸前往埃及
的吗？”
奈奈的询问声打断了面前哼着欢
快歌谣的骆驼伙伴。
“ 咦，你好，我是峰
峰。我正准备去参加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宣传片拍摄呢。你是在运输丝绸吗？
还要前往埃及？”
峰峰连珠炮似的吐出一
大段话。
“什么丝绸之路？这里难道不是沙
洲吗？”
奈奈焦急地询问着。
“这里是甘肃
省敦煌市呀，沙洲这个称呼我都已经很
久没听人提起过了。丝绸之路你不知道

吗？就是古时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的陆上
商业贸易通道呀，在过去可对中西方经济、
政治、文化的互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呢。”
峰峰似乎对还有骆驼不知道什么是丝绸之
路觉得不可思议。它继续补充道，
“ 现在，
我们国家决定构建‘一带一路’，加强国际
合作，进一步促进国家发展。这不，邀请我
去拍摄宣传片呢。
”
奈奈听了半天，才猛然发觉，自己这一
觉应该睡过了很久，不只是错过了商队前
往埃及的出发时刻，恐怕是已经来到多年
之后了。它犹豫地继续问道：
“ 这么说，现
在已经不是西汉了吗？”听到这个问题，峰
峰爆发出一阵大笑，它甩了甩自己胸前的
铃铛说：
“当然啦，现在已经 21 世纪了，距离
西汉有两千多年啦。”说完，峰峰迈开瘦长
的腿向前跑去。
“ 跟我来，带你看看 21 世纪
的新丝绸之路。
”
奈奈望着熟悉的沙漠，看到天上不时
飞过的银色“大鸟”，小跑着跟上了前面峰峰
的步伐。作为古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
它已
经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当前的新发展了。
通师二附四（3）班 常馨月
指导老师 王珏

宝藏岛
33 世纪到来的时候，在中国东部的
一个巨大海中温泉旁，有一座美丽的小
岛。在岛上的夜晚能看见天空中所有闪
闪的星星，所有动物的叫声汇成一首美
妙的歌，随风吹来吹去。白天，从世界各
个角落赶来的人们，不管是贫穷还是富
有，
都可以来这座岛上看一看，因为这座
岛上的火山岛不仅风景如画，藏有无尽
的宝藏，而且来这座岛游玩的人从来不
用钱。
有一天，岛上的火山忽然开始冒烟
了，
于是火山停止供游客观看了。本来，
这儿有整个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工厂，现
在也离开了这个小岛。右半边的原始森
林，
也受到了威胁，
而彩沙田和珍稀动物
保护区等珍稀地带后果更严重。最倒霉
的是一座山峰和一个特别的神秘门。山
峰中的洞早已被人们发现，里面只不过
住着一群老鹰。但神秘门里却另有一番
天地，那里有一个和我们看到的一模一
样的世界和很多宝藏。但里面有一个谁
也不知道的密码。那时的景象已跟现在

完全不同了。其实，每一个世纪的结束，都
是一个时光小偷偷走的，宝藏岛就把时光
藏在这里，
这就是岛上最珍贵的宝藏。
为了留住时光，就要抓到时光小偷。
宝藏岛的国王制作了一把巨大、威力无比
的铁锤，要砸开神秘门，找到时光小偷。只
听一声巨响，神秘门被敲开了一个大洞，可
时光小偷跑得太快了，一眨眼就跑到了北
极旁边的另一个岛屿。因为走得太急，时
光小偷摔了一跤，被一个人发现了——这
人正好是一位到处寻找他的士兵！很快，
时光小偷就被抓住了。
时光流逝，33 世纪没有被偷走。宝藏
岛上的天还是那么蓝，星星还是那么亮，水
还是那么绿……火山还是那么美！科学工
厂也回来了。岛上又恢复了人来人往，一
片繁华景象。生活还是这么美好，但时光
小偷和别的小偷不一样，只要我们稍有松
懈，时光还是会一点点被偷走，所以一定要
珍惜时间，
从现在开始……
通师一附二（6）班 陈嘉乐
指导老师 费莉

大象的王国
来泰国前，我早就听说大象是泰国
的象征。此次泰国之行，
果然没有失望，
我终于如愿见到了它们。
不要看大象身形笨拙，其实它们聪
明又灵活：它们会玩飞镖，会用鼻子蘸
着 五 彩 的 颜 料 在 白布 上作 画 ，会 踢 足
球，会跟着音乐有节奏地跳舞，还会帮
人按摩……
我喜欢大象，我买了好多香蕉喂给
它们吃，
还和它们合了影，
但我没有选择
去骑它们，因为妈妈告诉我，
大象天性向
往自由，
它们其实并不喜欢被人奴役，而
人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每一次

表演都是大象们的血泪史……虽然我还不
能完全听懂妈妈的话，但有一点我和她的
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
的动物和人都是平等的，我爱它们，我不希
望它们受到伤害。
所以，亲爱的大象，下次有机会我会去
清迈的大象乐园看你们。听说那里的大象
都是散养的，你们不需要做不愿意做的事
情，
换我来为你们洗澡、喂食、服务。
亲爱的大象，希望在你们自己的国度
里，有一方净土让你们能真正自由、快乐地
生活。
通师二附二（5）班 吴璟彤

斜风细雨不须归
拈花湾小镇位于无锡马山脚下，与
灵山大佛依山为邻。小镇坐落于山水之
间，
隐逸于花木丛中，
宛若世外桃源。暑
假里，我们一家三口在此处悠游几日。
春雨霏霏，
园内百花争艳，
竞相开放；
水
雾袅袅，
池塘边，
烟雾缭绕，
竹影婆娑；
笑语盈
盈，
香月花街，
行人络绎，
商铺兴隆。
此行，我们乘上乌篷摇橹船，
听着船
娘的低吟，体验“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流
连；
我们走进福饼店，
亲手制作香甜可口
的精致点心；我们端坐蒲团，伏案抄经，
那一阙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
节”
最为应景。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花开五叶
水上表演和拈花塔亮塔仪式表演。只见
五灯湖上一朵硕大的莲花亭亭玉立，周
边花灯变为流动的光影。少时，伴着音
乐的响起，莲心顿时喷出一道水柱，
周围
的小孔也依次喷出丝丝缕缕的水线，它
们随着音乐节奏左右摇摆。当音乐宛转

悠扬时，水线仿佛细蛇；当音乐激扬高亢
时，
水柱宛如游龙。
拈花湾亮塔仪式，一定会让你不虚此
行。黑暗中的拈花塔默然矗立，不知从何
处投来星星点点的亮光，好像夜空中的繁
星。须臾，一阵细弱的音乐袅袅升起，由远
及近，仿佛从遥远的古代传来。紧接着，塔
上渐次亮起灯光，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依
次现出一名女子，她们时而点额拂臂，时而
画眼描眉，时而双手高举，舞姿绰约，衣袂
飘飘。正当大家沉醉在优美的画面中时，
音乐戛然而止，四周灯光齐灭，拈花塔上一
片黑暗。
静默少许，音乐再次骤然响起，塔上各
楼分别出现两位女子，她们手托花篮，恰如
飞天之势，向人间播撒花瓣。飘落的花瓣
伴着那天的雨一并落下，飘到伞上，落在掌
心，
留于心中，
好美！
通师二附四（5）班 展天玥
指导老师 吴华

手指乐
今天，
我和九姐姐一起做了手指操。
手指操怎么做呢？妈妈先给我们示范：她
双手捏着拳，数“1”，左手的大拇指和右手的小
拇指同时伸出；数“2”，左手的小拇指和右手的
大拇指同时伸出，来来回回重复好几遍，看得我
们眼花缭乱，发出阵阵称赞。
做手指操，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
紧紧握着小拳头，把手指都收回了“家”里，显得
很有信心。我数“1”，yes，还算顺利，我成功地
伸出了相对应的手指，手指好像两个会听命令
的士兵一样，
“啪”
的一声就站好了，数
“2”
，右手
的大拇指伸出来了，小拇指却没收回去，形成了
一个牛角尖，越数越快，左手的大拇指竟然和食
指一起伸出来，好像一把枪。我用这把枪对准
九九，她嘻嘻地笑了起来，好像一只偷大米的小
老鼠，一对大门牙特别醒目。数字数得越来越
快，手指根本就不听我的话，越来越乱，简直就
是十指乱舞，哎，真难玩！
虽然这次我没有成功，但我感到了这其中
的欢乐，妈妈还说把手指操练好了，还能让我们
变聪明呢！看来我回到家还要好好练习，多做
做手指操。
永兴小学三（3）班 徐畅
指导老师 支灿灿

师恩难忘
张老师是我三年级时的班主任兼数学老
师。她长得很漂亮，一头油亮的头发在阳光下
轻轻一摇，就会闪出五颜六色的光环。张老师
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气
质非凡。从那镜片后透出来的目光总是那样的
温柔，那样的和善，一直抵达我们的内心，让我
们无限温暖。
然而打动我的不是张老师的美貌，而是
她对我们的深深呵护。记得有一天下课，突
然，有一位赵同学肚子疼，
“ 哎哟”一声叫了起
来，眉头瞬间拧成了个疙瘩，她趴在桌上，额
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淌。正在教室前面改作业
的张老师发现了，立马走了过来，拿出手机，
联系家长，可不知什么原因，家长竟然没有接
通电话，看着同学紧皱的眉头，张老师二话没
说，决定带她去医院诊治。临走之前还不忘
嘱咐我：
“ 管好班级，下课嬉戏时提醒同学们
注意安全哦。”
张老师心思很细腻，她对我们的爱体现在
点点滴滴。
记得有一次数学课上，张老师让我们做练
习。我正聚精会神地写着，突然一只温暖的手
扶着我的额头慢慢地向上抬起。我往旁边一
看，原来是张老师。张老师亲切地说：
“ 头离书
本三十厘米，忘记了？注意保护好眼睛哦，它可
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呢！”我不好意思地一笑，立
刻把身子挺直了。张老师满意地笑了，露出了
两排洁白的牙。
像我和赵同学这样幸运的同学可多了，谁
病了要冲药，只要交给张老师，她一定会给你及
时把药冲好端过来，并监督同学喝掉；谁家长有
事，放学不能及时来接孩子，张老师一定会陪伴
到最后，不让家长有后顾之忧。家长们都纷纷
夸赞张老师认真负责呢。
张老师，您的爱就像火种，点燃了我们的希
望之光；您的爱犹如美丽的花朵，芬芳了我们的
心灵世界。张老师，无论何时何地，我永远都忘
不了您！
通州区五接小学五（1）班 陈欣
指导老师 黄明芳

小捣蛋
我正专注地弹着古筝。
一只肉乎乎的小手忽然伸了上来，
“ 啪”的
一声打在古筝上。紧跟着，一个圆圆的大脑袋
冒了出来。我没理他，继续弹。他又胡乱打了
两下，转过身，
“咚咚咚”地转到我的左边，两只
小手在琴弦上不停地拍打，
“ 啊啊哦”地叫着。
我不得不停了下来，无奈地看着他。他居然也
停了，走向我，抓着我的裤子，
“研究”起裤子上
的花纹。我任他研究，继续弹琴。
忽然，
“ 轰隆”一声，一看，哎呀！小东西又
把我的书从书柜中翻了出来，扔了一地。他一
屁股坐在地上，一目十页地翻着书。我立刻站
起身，怕他撕坏了书，想抱走他。他却扒着椅子
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踩过我的书，一摇一摆的像
只小企鹅，
屁颠屁颠地逃之夭夭。
我无奈地叹口气，蹲下身，整理他的作案
现场。
海门市海南小学四（4）班 何思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