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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一游
7 月 7 日，我和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朋
友一起去青海——
“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游
玩。
我们去了青海许多有名的景点，青海湖、
祁连山、翡翠盐湖……
青海湖，你们听起来它的样子就是一条
湖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它看起来就
像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碧蓝碧蓝的，远远望
去，湖面像和天空连在了一起。
祁连山，一座座山峰高耸入云，仿佛站在
山顶就能触摸到云朵一般，偶尔还能看到几
座山头戴着白色的帽子，原来那是上面的积
雪哦。除了高高的山峰，还有成片的大草
原。蔚蓝的天空下，成群的山羊悠闲地在草
原上吃草，一匹匹马儿在奔跑，一头头壮实的
牦牛慵懒地晒着太阳。我们找了一处有牧民
的地方，大家一起下车玩耍。俯下身摸着小
草，一股青草的芳香扑鼻而来，让人立刻精神
起来。我们几个小伙伴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强烈要求去骑马，经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大
人们同意了。在牧民的带领下，我们各自骑
上一匹马。我们抬头挺胸，坐在高高的马背
上，看着远方无边的草原，一个个好像凯旋而
的将军一样。
翡翠盐湖呢，大家应该会猜到，盐湖的地
上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盐。为什么叫翡翠
盐湖呢？那是盐湖里的水碧绿碧绿的，像翡
翠一般。而且湖里的水清澈见底，都能看到
湖底那白花花的盐呢。
这次的旅游让我知道祖国的幅员是那么
的辽阔，景色是那样的优美秀丽。我们还
发现那片土地没有工业，没有污染，也正
是如此才让那里的天空更蓝，草地更绿，湖
水更清。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8）班 许可
指导老师 丁圣梅

游玉龙雪山
“今天，
我们要去玉龙雪山了！
”
我心情十分
激动，
恨不得跳下车直奔山顶。玉龙雪山是丽
江著名的自然景观，
全长 75 千米，
是北半球最
近赤道终年积雪的山脉，全山的 13 座山峰由
南 向北纵向排列，主峰扇子陡最高处海拔
5596 米。纳西语中
“玉龙雪山”
被称为
“欧鲁”
，
意思是
“银色的山岩”
。其13座雪峰连绵不绝，
宛如一条
“巨龙”
腾越飞舞，
故称为
“玉龙”
。
因上午游人较多，导游便建议我们游玉
龙雪山的山脚下的“蓝月谷”。蓝月谷源自雪
山冰川的万古冰雪消融之后顺着峭壁流淌而
下，不断汇集为山涧、溪流，最终在蓝月谷上
游深谷之中形成清澈见底、甘洌无比的河
流。下了车，脚踩在石板上，欣赏着由蓝天白
云与蓝月谷形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蓝
月谷的上游，一面瀑布映入眼帘，远远望去，
像一架从天空垂下了天梯，我不禁想起一句
诗：
“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
一泻千里的瀑布撞在岩石上，发出“哗哗”的
声音，犹如一支乐曲一遍一遍地回荡在蓝月
谷。瀑布飞泻时弥漫开的水汽细细地，像根
根银针，
密密地斜织着。
溪水碧蓝无比，茫茫的高山和茂密的树
林倒映在如绸缎般平静的湖面上，让湖面变
得更加丰富多彩！突然，几只在吃草的牦牛
吸引了我的眼球，它们的毛特别长，从上到
下，甚至拖了脚底下，生怕它们一不小心踩到
自己的毛发。我停下脚步，驻足观赏，哎……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它们悠闲着呢！完全没
有被这长长的毛发所困扰！
吃完当地特色美食，坐上车，向着玉龙
雪山的缆车车站前进，等了 20 分钟左右，我
们上了缆车，这次虽然没有去年的湖南的张
家界那么刺激，但是妈妈还是被吓得魂不附
体，再看看整个缆车，除了妈妈还有几个人
也被吓得不知所措。下了缆车，
我便感到寒气
逼人。我环绕四周，山上游人如鲫，现在的海
拔已是 4506 米了，可我丝毫没有一点不舒
服，我们便向山顶前进！可高原反应却找
上了，走到海拔 4565 米时，我出现了头昏、
缺氧的现状，可我不能放弃，不然前面的付
出都白费了。我抬头一看，离最高点只剩下
一点路程了，我咬紧牙关，
奋勇向前，
一步、两
步、三步……终于，我登上山顶了！此刻山顶
海拔 4580 米，我高兴极了，对着山顶的对面
大喊：
“我登顶了……”
山顶回荡着我的喊声。
下山时，我望着玉龙雪山，心想：我一定
还会再来的 ！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8）班 韩诗孟
指导老师 丁圣梅

新疆游记——喀纳斯
宁静的黎明伴随着天空中老鹰一声声
长啸，大地渐渐苏醒了过来。红日慢慢爬
上地平线。回首，那一望无际的草场绿中
带黄、带黑、带白，星罗棋布，悄悄告诉你，
那些其实是一只只牛、羊、马在吃早餐呢。
生性勇猛的哈萨克牧民骑着马赶着牛
羊，
马蹄溅起的沙尘漫天飞舞，
衬托着远处
的山峦。在喀纳斯山区，哈萨克人的一匹
马就好比南方地区的一辆车，那是他们的
交通工具。它们四蹄强有力，尾巴时而像
钢针一样坚强，时而又像棉花一样柔软。
瞧那尾巴，多么机灵！马儿们的“外衣”是
黄的。有一股说不出的渐变，
先是土黄，
然
后慢慢过渡到深肉黄……
哈萨克人是热情的，他们的待客之道
也是与众不同的，由老人先讲述他们祖先
的生活，再让我们观赏他们民族特色的表
演，其中最让我觉得刺激的莫过于金牌表
演——达瓦孜。在一根悬空的钢丝上，掌
握平衡已经很难了，
还要做些特技动作，
简
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这些哥哥姐姐

们却非常熟练，一位年轻的朋友在钢丝上
躺下，另一位从钢丝上跳下来，我心里一
惊，会不会失误了？谁知年轻朋友纵身一
跳，双脚钩在那根细细的钢丝上，手抓住那
位姐姐，姐姐还在跟我们打招呼呢！整个
动作是那么的惊险，那么刺激，周围的游客
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哈萨克人的马术也算是一绝了，相当
精彩。只见黄队的表演者在飞速奔驰的马
背上跃下来，又抓住缰绳，在马肚子上翻了
一下，回到了原来的马背上；蓝队也不甘示
弱，在马背上玩了个空翻，然后稳稳地落
下。过程中我们是心惊肉跳，恨不得在惊
险之时冲上去扶住。勇敢又玩命的他们却
笑嘻嘻地跟我们说，
“ 没事的，我们可是草
原王者”
，
看他们这模样，
我们也笑了起来。
夜晚，我们乘车途经这里的时候，我不
禁在想，哈萨克的人们，我们下次还会重聚
的，
再见！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7）班 薛翌希
指导老师 陆瑞梅

金鞭溪边的猴子
今年暑假，
我们全家去了湖南张家界，
那里的奇峰峻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让我念念不忘的还属那金鞭溪边的猴子
们。
那些猴子胆儿很大，都是直接跑到游
客的面前，任人打量，
还非常聪明。它们一
看到游客手里的塑料袋，就知道有食物吃
了，
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塑料袋，
瞅准机会
就用手“嘶啦”一下抓破塑料袋，让袋里面
的宝贝滚落下来，
它们再一把抓住，
飞速地
跑进树林或爬到树上。更有厉害的，直接
动手到游客手里去抢，当它们长长的爪子
快要触碰到游客时，游客吓得把袋子赶紧
扔了，它们就轻易地捡起了整袋食物。
不过，不是所有猴子都这样粗鲁。我
们就碰到一只特别有趣的小猴子，它先是
装出一副可怜巴巴乞求的样子，瞪着圆溜
溜的小眼睛盯着叮当妈妈手里的塑料袋，
好像在说：
“求求你了，给我点吃的吧。”可
是塑料袋里的吃的早已经给了其他猴子
了，
只剩餐巾纸和雨伞，
叮当妈妈哭笑不得
地对着它解释，但它仍是一副委屈的模样
盯着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叮当妈妈把餐巾

纸和雨伞拿出来，将空袋子抛给了小猴子，
它立即跳起来接住，迫不及待地打开，连头
带手地钻进去找吃的，结果发现啥都没有，
气愤极了，手舞足蹈地想从袋子里出来，但
由于啥也看不见，它一下子从扶手上滚到
了地上，它更加着急了，左拉右扯地想脱离
塑料袋，可塑料袋很是调皮，牢牢地套住了
小猴子，任它上蹿下跳、左右摇摆也没有
用，最后它跟着小猴子一起晃晃悠悠地跌
入了金鞭溪妈妈的怀抱中，小猴子也终于
解脱了出来，可是浑身都湿漉漉的了，我们
都被小猴子这一突如其来的“表演”
给逗得
开怀大笑，而它则一脸茫然地盯着我们，似
乎在说我们笑得莫名其妙。
除了这只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小猴子，
我还看到了一些因为抢食物而受伤的猴
子，一些背着猴宝宝的猴妈妈们，还有在树
上跳来荡去的调皮鬼们……第一次这么近
距离地观察猴子，我很是开心，等到妈妈再
三催促，我才意犹未尽地离开了那一片猴
树林，挥手告别它们。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1）班 卢星彤
指导老师 张小燕

美丽的茶卡盐湖
8 月 6 日上午 8 时，我们一行人来到了
心心念念的
“天空之镜”
——茶卡盐湖。
景区里有多种游玩方式：步行、电动
车、小火车、游船。我们先选择了电动车，
弟弟坐上了外形像托马斯的电动车，可开
心了。电动车带我们来到“卤水体验区”
旁。
下车后，我们穿上了鞋套，走进“卤水
体验区”
。弟弟踩得可欢了，
说：
“没有想到
有这么好玩的地方。”是啊，我们之前去过
海边踩过沙子，
踩盐可是第一次啊。
玩得正嗨时，
爸爸喊我们往前走，走近
盐湖。沿着木板路，我们向湖心走去。弟
弟还想着刚才的玩水，
对于这样的
“长途跋
涉”，他有些不耐烦，妈妈像变魔术似的变
出了一根热狗，鼓励他继续往前走。走着
走着，我们看到前面又可以下水玩了，于是
脚步变得轻盈。
妈妈陪着我和弟弟踩盐湖，妈妈叫我
一只脚先慢慢地踩，
探探水有多深，
可我没

耐住性子，一脚踩下去，水没过了鞋套，裤
子有点湿了，
我们赶紧换地方。
我们来到过道的另一侧，这边的水浅
一些，踩盐的游客更多。我在前面带路，妈
妈和弟弟随后，我们一直往前走去，走了好
远。妈妈叫我俯下头来看看，盐的下面有
黑色的物质，但不管我的脚怎么搅和，湖水
都不会浑浊，
真是好神奇啊！
湖面上很多人穿着鲜艳的裙子在拍
照，还有拍婚纱照的，我想人们在尽情欣赏
大自然的美景的同时，也想把自己的快乐
回赠给大自然吧。
不 知 不 觉 ，妈 妈 的 手 机 上 显 示 突 破
10000 步，小腿也有了一些警告，我们决定
坐小火车返回。弟弟又是开心得很，我们
坐在车上欣赏风景，美丽的茶卡盐湖，如同
仙境一般，天空、云朵倒映在湖水中，真是
一面硕大的
“天空之镜”
。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1）班 张宇哲
指导老师 张小燕

我的足球之梦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运动员，在绿
茵茵的赛场上，
踢进一个又一个的球。
我的这个梦想，是受爸爸的影响。爸
爸是个足球迷。每次电视上有足球赛，他
就会跳到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足球
赛。如果有人要换台，他就会猴急地抢过
遥控器。如果他喜欢的球员进球了，他就
会高兴得跳起来大喊：
“进了！进了！球进
了！”爸爸那样子绝不亚于像中了彩票大
奖似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下，慢慢地
喜欢上了足球。我渴望自己也能成为绿茵
赛场上的中国 C 罗。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我从一年级就开始
参加学校的足球训练，
至今已经 4 年了。通
过勤学苦练，
我掌握了不少攻球、
带球、
进球
的技巧。在学校的年级足球联赛中，
我们过
关斩将，
杀入了决赛，
决赛中我们互相配合，
把比分打成了 3:3 平手。在最后的加时赛
中，
我们奋力拼搏，
加时赛结束时，
仍然没有

分出胜负。于是，
我们进行了点球大战，
最终
我们班夺得了冠军，
为班级争得了荣誉。
今年暑假，我还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集
训。虽然天气很炎热，我并没有叫苦叫累，
而是更加努力地练习足球，在史老师的精
心指导下，我的球技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这离我的足球之梦又近了一步。
今年的世界杯，在俄罗斯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我最喜欢的球星 C 罗虽然没有进
入八强，但他并没有气馁，他坚信葡萄牙队
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将会继续赢
得胜利。
有的人认为中国的足球没有未来，但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只要通过我们坚
持不懈的努力，将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
定会看到我们中国球员的身影。
这就是我的足球之梦。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9）班 仲郑宇阳
指导老师 包信根

家有小妹
我的小妹妹已经三岁了，她是一个特别
好玩的小女孩。小妹妹是我家的开心果，常
常会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因为她，家里经常
会响起一阵又一阵的笑声，不信的话，你听我
来讲一讲发生在她身上的有趣的事情吧！
因为爷爷奶奶经常带小妹妹到小区里看
人家跳广场舞，所以我的妹妹特别喜欢跳
舞。只要哪儿响起音乐，她就会情不自禁地
跟在后面手舞足蹈起来。有一次电视里响起
了筷子兄弟演唱的《小苹果》，本来正在专心
致志玩玩具的小妹妹立刻丢下了玩具，开始
跟着音乐跳起舞来，双手举到了头顶挥来挥
去，两只脚又是踩又是跳的，小屁股还不停扭
来扭去的呢！这么滑稽搞笑的模样逗得一家
人哈哈大笑起来。看大家笑了，小妹妹跳得
更起劲儿了呢！
小妹妹刚开始学说话，说起话来也特别
搞笑。小妹妹不爱吃青菜，妈妈就跟她说儿
歌。妈妈说：
“小白兔，白又白，爱吃萝卜爱吃
菜。”妹妹转转眼珠说：
“小白兔，白又白，不吃
萝卜不吃菜。”这下可把我们逗笑了。还有一
次，妹妹看见了盘子里奶奶刚剥好的皮蛋，大
吃一惊，叫起来说：
“ 哇噻，超级大葡萄啊，这
个葡萄怎么长这么大啊？”看她那吃惊的小样
儿，
一家人都笑得不行了。
怎么样，我的小妹妹有意思吧，她给我家
带来了很多的笑声，我们大家都很爱她！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9）班 解一凡
指导老师 包信根

与妈妈对弈
今天，我跟妈妈下了一盘象棋。
开局我下得十分有利，把车、马、炮都放
到进攻有利的地方。妈妈也不甘示弱，严密
防守。我开始猛烈进攻了，架炮、出车、跳马，
终于攻到了她的“九宫”，现在我快要赢了。
就在这时，只听妈妈一声清脆的“将军”，我的
老帅动弹不得，居然就这么败了！
从这局棋让我知道了，做事不能骄傲自
大，得意忘形。学习态度也是一样，考到高分
时不能骄傲自大，要坚持不懈。这样才能获
得最终的胜利。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1）班 张宏杨
指导老师 张小燕

有趣的漂流
暑假，
我最期待的就是千岛湖漂流之旅。
那天，我们早早地就出发了。由于受台
风影响，一路上风雨交加，我心里不禁着急起
来，不停地问妈妈：
““妈妈，今天下雨还能漂
流吗？“
”也许等我们到了目的地就不下雨了，
那样就可以漂了呀！”几个小时的车程后，我
们终于到达了浙江的富阳，天也放晴了，我悬
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我们穿上救生衣，戴好安全帽，一人拿了
一把桨坐上了充气艇，工作人员让我们双腿
放平，双手抓紧两边的绳索，用钩子把我们钩
到了第一个冲浪区，
“ 抓紧了，准备下去了。”
妈妈刚说完，我们的汽艇就直冲下去。一个
浪头打来，我吓得赶紧闭上眼睛。到了平缓
的地方，汽艇不走了，我和妈妈拿起桨开始
划，可不管我们怎么划，汽艇就是不往前走，
总在原地打转儿，眼看着别人都从我们身边
漂过，我很着急，用力地划着船桨，汽艇缓缓
地往前走起来。
到了第二个冲浪区，这次还是我先下去
的，浪头打来我都被淹没了，连安全帽也被冲
掉下了，全身湿透，妈妈急忙帮我把帽子戴
好，我们的汽艇被水流推得东撞西撞，像喝醉
了酒的酒鬼一样。旁边尖叫声一片，有打水
仗的，有忙着舀水的，个个都像落汤鸡一样。
到了下游，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我们把汽
艇横过来漂，妈妈往左边划，我往右边划，我
喊着口号：
“1、2，1、2，1、2……”果然比刚才
快多了，到了水流急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休
息，让水流带着我们前进，若撞上石头就用桨
推一下就好了。最后水流不急了，我和妈还
用刚才的方法划到了岸边。
漂流可真有趣，有机会我还想玩。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五（1）班 申钰雪
指导老师 张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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