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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螃蟹

我的妹妹
我有一个妹妹，
她是个属鸡的小宝宝。
可是她却像一只小羊，
整天喊“妈妈”
，
啥时才会叫“哥哥”
？
我的妹妹小名叫“好好”
，
但是我不叫她这个名字。
妹妹经常乱扔玩具，
我叫她“小捣蛋”；
妹妹在我书上乱画，
我叫她“小调皮”
。
但最多的时候，
我都叫她“小可爱”
！
通师一附二（9）班 陈子谦
指导老师 镇洁

蟹趣
星期天，我和妈妈去菜市场买了两只又大
又肥的螃蟹。
一到家，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袋子，
把螃蟹倒进
盆里，仔细观察：只见两只螃蟹身披灰黑色的战
袍，
八条腿和两只大螯自然弯曲，
上面还长着密密
麻麻的
“汗毛”
，
它们背上的花纹图案看起来像法
海的脸，
嘴里不停地吐着白沫，
还发出
“嗞、
嗞、
嗞”
的声音，
好像在举行音乐会一样。我给它们俩各
起了一个名字，
公蟹叫
“毛毛”
，
母蟹叫
“豆豆”
。
我灵机一动，
拿来两根筷子，
开始挑逗这两个
小家伙。我手中的筷子刚送到
“毛毛”
嘴边，
它就
像触电似的，
突然举起两只大螯，
架起八条腿，
摆
出一副迎战的架势，
看着
“毛毛”
凶神恶煞的样子，
我吓得急忙收回筷子。我又把
“豆豆”
从盆里拨到
阳台上，
只见它像脱了缰绳的马，
横着身子，
举着
两只大螯，
迈开八条腿，
在地上东逃西窜。最后逃
到墙角，
没了去路，
我迅速用筷子夹起
“豆豆”
，
把
它放到盆里。哈哈，
它成了我的手下败将！
中午，这两个小家伙成了我们的盘中餐，我
拿起“毛毛”，剥开它的壳，看到黄黄的蟹黄，馋
得我直流口水，咬上一口，满嘴留香，螃蟹真是
又美味又好玩啊！
南通市城中小学三（2）班 徐静怡
指导老师 虞敏

秋天的果园
今天，老师带领我们来到了秋天的果园。
果园里到处都是水果：树上长着水果，地上堆着
水果，篮子里放着的还是水果，让人觉得这简直
就是水果天堂了。
老师先让我们观察树上的水果。抬头一
看，哇，桔树上还真是有不少的桔子嘛！有的是
青色的，有的是黄色的，一个个的桔子大多呈椭
圆形，挂在树上真让人担心沉不沉呢？桔子是
我爱吃的水果，剥开它，就会发现里面的桔瓣像
朵花似的，味道也是酸甜可口。
往前走，又看到了梨树。梨子的样子像个
大印章，我真想给它涂上印泥，盖在我喜欢读的
书上，这样就可以天天看到梨形大印章了。我
还看到了苹果树，苹果红红的、圆圆的，要是能
压扁一点就好了，可以变成一颗颗大爱心。
接着，我们观察地上的水果。在众多的水
果中，我一眼就看到了葡萄。它们一串串，圆溜
溜的，像小弹珠一样紧紧地挨在一起，就像我看
过的新郎新娘一样亲密。我还看到了柿子。柿
子胖胖的，如果把它侧过来，就可以当小轮胎一
样在地上滚了。
看到这么多水果，
我的心都已经蓬散开来了。
真想赶紧到外面的大自然里去看看秋天的果园！
崇川学校一（8）班 李周求缺
指导老师 周亚萍

今天，爸爸买回来一些螃蟹，
我迫不
及待地把它们倒进桶里观察起来。
螃蟹的外壳是青绿色的，背上还有
一个小笑脸，好像在冲我笑呢。它的腿
上有许多
“汗毛”
，
最有趣的是，
它的嘴在
不停地吐着白沫，
还发出
“嗞嗞”
的声音。
我灵机一动，拿起一根筷子敲了一
下它的背，它那灯泡一样的眼睛立刻转
动了起来。可能是它没有发现我，过了
一会儿，它就继续吐起来白沫。我又敲
了一下它，接着把一个纸团向它扔去，它
立刻举起钳子把纸团夹了起来。我想，
这对它估计也就小事一桩，好戏还在后
头呢。
我从家里找了个大盆，灌满了水然
后向它泼去，它似乎吓了一跳。它看着
我，
向我挥挥钳子，
像是在示威。然而我

对它而言，可是个庞然大物，它盯着我看了
会儿，无可奈何地收起钳子跑了。
我以为它不敢乱跑了，结果过了一会
儿，它竟然大摇大摆地来到客厅，趴在我的
脚下，想来“偷”我的拖鞋。这下可把我惹
火了。我拎起它往水池里一丢，水龙头一
开，水哗哗地冲在它的身上，它只能无助
地挥着钳子，好像在说：
“ 小主人，请你把
我放出来吧，我以后再也不调皮捣蛋了！”
我看它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把它又拿出来
放在地上。它果然不乱跑了，默默地躲在
墙角边，好像在自我反省一样。只是偶尔
伸伸钳子，动动爪子。我不忍心看它这个
样子，心想：今天的人蟹大战就到此结束
吧。
南通市城中小学三（1）班 丁煦宸
指导老师 胡美燕

颠倒节
“醒一醒!”
妈妈的
“机关枪”
又开始向
我扫射了。我揉揉眼睛问：
“今天怎么这
么早叫我起床？这才几点啊！”妈妈说：
“今天是
‘颠倒节’
，
你要起来做早饭啊！
”
我 这 才 想 起 来 ，今 天 我 是“ 妈 妈 ”
啊！老师为了让大家体验身边人的辛
苦，特 地 布 置了 这 个“ 节日 ”—— 颠 倒
节。于是，我赶紧穿好了衣服，
起来做好
了早饭，
上班去了。
由于是“颠倒节”，上班的全是小孩
子。我妈妈是从事车险人伤理赔，每天
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伤者。现在
我作为妈妈，也要做这样的工作。
大厅里，
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电脑，
要
处理赔偿的人已经排成长龙！接待伤
者，
我一边算赔偿金，
一边安抚他们的心

情。
“叮铃铃”电话铃响了，在高速上出了一
起重大交通事故，好几个人被送往医院，让
我立刻赶去。于是，我又放下了手中的事
情，急急忙忙赶到了医院。我先查看了他
们的伤情，再一个一个算赔偿金。妈妈是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我 当“ 妈 妈 ”不 能 给 她 丢
脸。我的认真和耐心感动了伤者，他们拉
着我的手连声道谢。
不知不觉天已经暗了下来，
我还要赶回
家做饭呢！我做了一道妈妈最爱吃的糖醋排
骨。结果妈妈不领情，说太咸了，我急了起
来。这时耳边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醒一醒，
要迟到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场梦呀！
虽然只是一场梦，
但我体会到了妈妈的辛苦。
南通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四（5）班 闫韦辰
指导老师 董颖

四宜小馄饨
来到四宜，点了一碗猪肉小馄饨，
刚
坐下一会儿，服务员就笑眯眯地端上了
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
热气慢慢地散去了，在灯光的照耀
下，
浓醇的汤水逐渐呈现出青绿色，
青白
两色的葱花浮在汤面上不住打转，将汤
水点缀得更加诱人。圆滚滚的小馄饨
躲在碗底，露出粉嫩嫩的“小脸蛋”。用
勺子轻轻搅一搅，小家伙们便全探出头
来，青花纹饰的碗里，挤满了晶莹剔透
的小馄饨。小馄饨圆溜溜的，中间粉色
的 猪 肉 馅 像 极 了 婴儿 的皮 肤 ，吹 弹 可
破。 馄 饨 还 有 些 烫 ，我 便吸 了 一 勺 汤
水，汤汁鲜美，一股淡淡的胡椒味扑鼻

而来，还夹杂着葱花的清香，更激起了我
的味蕾。
我迫不及待地凑近了勺子，嘴唇触碰
到了滑滑的皮子，我又用舌头舔了舔馄饨，
随后把它包进了嘴里。咬开它，慢慢地咀
嚼着，嗯，薄如纸片的皮子包裹着饱满的嫩
猪肉，馅儿粉嫩却不腻口，带着香菜、葱花
的清新，
胡椒粉的爽口，
令人赞不绝口！
我慢慢地品尝着鲜美的猪肉馄饨，
喝着
浓浓的汤水，
一个又一个，
一口接着一口，
很
快肚子就饱了，
我舔舔嘴唇，
回味无穷！
四宜小馄饨，
味儿还真好！
南通市朝晖小学六(1)班 方天颖
指导老师 陆红梅

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个子很高，但是很瘦，瘦
得像竹竿一样。爷爷圆圆的脑袋上虽然
长 了 一 对 大 耳 朵 ，可 是他 的 听 力 却 不
好。爷爷说话特别大声，就怕说的话别
人听不到似的，所以家里的电视声音总
开得很大声，好像房顶都要被震翻一样。
爷爷最喜欢到河里去捕鱼，夏天的
中午，烈日炎炎也挡不住他要出去捕鱼
的心。有时候甚至废寝忘食，每当到达
适合放网的水位，他会立刻穿上捕鱼服
下河放网捕鱼。经过一个夏天的日光
浴，他的皮肤晒得黑黑的，都发油发亮
了，也显得更加瘦了。每次捕到小鱼小
虾，
他就乐呵呵的，
家里的鱼虾都吃不完
的时候，爷爷就会把这些东西分给邻居

爷爷奶奶们。邻居爷爷奶奶夸奖爷爷的鱼
虾新鲜美味的时候，爷爷就会更加开心，笑
得嘴巴都合不拢。
每到周末，放假的时候我就盼望着去
爷爷家。爷爷会带着我去看他养的小鸟，
带我去看他种的果树，跟我讲很多他小时
候的故事。爷爷会把我喜欢吃的、喜欢玩
的东西留给我。可是当我在学习上犯错误
的时候，爷爷也会批评我，他会跟我说:“做
题目一定要仔细，答题要认真，做完题目也
要复查。”虽然他已经退休了，看来他对学
习还很在行呢！
我亲爱的爷爷，我祝福您笑口常开，身
体健康，
一直陪伴我快乐成长！
南通市城中小学三（10）班 徐荣晨

11

请
“务”
打扰
常写错别字是我的一大缺点，
有时还会因
为写错别字而闹出笑话。这不，
尴尬又来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写作业。突然，哥哥喊
我出去整理桌子，我只好搁下笔，去整理桌
子。整理完桌子，我刚写了两三个字，妈妈又
走了进来，
让我去把换下的鞋子放入鞋柜。
回到房间，我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
“请务打扰”四个字，并把它贴在房门上，安心
地做起作业来。
一会儿，哥哥进来了。我很不高兴，刚想
把他赶出去，爸爸妈妈又进来了。我顿时火
冒三丈，大声喊道：
“ 你们没看见门上的字
吗？”他们抬起头异口同声地说：
“是你让我们
进来的呀。”我有点奇怪，去门上看了看，顿
时全明白了。应该是“请勿打扰”，而我写成
了“请务打扰”，意思一下子变成了务必来打
扰呀！妈妈笑着说道：
“ 写错字闹笑话了吧，
以后一定得改呀！”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六年级 侯懿宸

秋日花语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这是晋代诗人
陶渊明写的《饮酒二十首》里的诗句，描绘了秋
日赏菊的悠闲自得。秋菊是美丽的，可秋天还
有很多俏姿艳丽的花儿呢。不信，就随我去花
园里瞧一瞧吧！
刚进花园的大门，一股清香扑鼻而来，那
熟悉的味道当然是桂花了。远看桂花树，像
一把撑开的大伞，为人们遮风挡雨。走近细
瞧，翠绿的叶子中，金黄的桂花密密麻麻的靠
在一起，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仿佛在开热闹
的故事大会呢！一阵风吹过，下起了桂花雨，
四周萦绕着淡雅芬芳的香气，我靠着桂花树
不禁陶醉其中。
向远处走去，一大片红色的月季吸引了我
的目光。月季花群中有的正含苞欲放，像那娇
羞的新娘；有的全都盛开了，粉红的花瓣衬托着
黄色的花蕊，像那高贵的女王，秋风徐来，她们
随风起舞，
真是婀娜多姿呀！
花园小道边还有牵牛花、鸡冠花、百合花、
蝴蝶兰……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我已
经沉浸在这美丽、芳香的花海中了。秋日繁花
似锦，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
南通市北城小学四(1)班 朱娓妮
指导老师 储晓清

照片里的故事
一张照片，记载着一个故事；一张照片，讲
述了一段经历；
一张照片，
勾起了一份回忆……
暑假的一天，奶奶打开一个盒子，拿出一张
彩色照片，高兴地对我说：
“ 这张是你爸满周岁
时照的。”照片里，爷爷和奶奶抱着爸爸相拥坐
在沙发上，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奶奶指着照片
里的成套家具，感慨地对我说：
“宝贝，那时刚改
革开放，
我们家的生活富裕多了。”
接着，奶奶又笑盈盈地拿出一个粉色包，从
里面掏出一本精致的相册。打开相册，第一页，
是我百日时的全家福。大家围着我，眼神里都
洋溢着幸福的喜悦！继续往后翻，那一张张照
片像一幅幅精美的画，呈现在我眼前：有一家人
围坐在液晶电视机前看“春晚”的照片，有全家
刚搬进新房庆祝的照片，有爷爷开着汽车带全
家出游的照片……奶奶说：
“这些照片是我们全
家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最珍贵的财富，你们要好
好地保存下去。”是啊，这一张张照片见证了我
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值得珍藏。
通师二附四（4）班 姜懿宁
指导老师 顾利华

“江海小记者吾音管弦乐团”
扩招啦！
“南通江海小记者吾音管弦乐团”
是南通
乐团同台演出，
举办管弦乐专场音乐会，
参加
江海小记者总站组建的南通唯一一支青少年 “江苏省艺术成果总展演”并荣获金奖，2018
管弦乐团。现任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席、
年参加由市文明办主办的
“濠滨夏夜”
专场音
小提琴家陈阳岳彤先生担任乐团艺术总监，
乐会、
应省委宣传部之约参演全国首届
“童话里
国家一级指挥家任东华先生担任乐团指挥，
的世界”
儿童剧大赛颁奖典礼。乐团通过管弦
另聘请多个职业乐团声部首席及知名院校音
乐培训和演出锻炼，
为学习乐器、
爱好音乐的孩
乐系教授常驻培训。
“南通江海小记者吾音管
子们提供了更专业训练和更高的展示平台。
弦乐团”历经与世界著名的美国好莱坞交响
现乐团向全市（含下属市县）中小学生扩

编扩招各声部乐手：
弦乐声部：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贝斯管
乐声部：长笛 单簧管 双簧管 圆号 长
号 小号 大管
打击乐声部：
爵士鼓 定音鼓 架子鼓
键盘：钢琴 电子琴
报名条件：
小提琴、
大提琴、
钢琴专业均要
求三级以上在学，
其余乐器报名不做硬性要求

考试内容：自己准备一条音阶和一首熟
练的练习曲或乐曲
报名时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截止
考试时间：
2018年12月中旬
（具体以通知为准）
报名地址：南通报业传媒集团江海晚报
（世纪大道 8 号）
联系方式：
85118974 杨老师
13776914686 张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