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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了第一
名
星期三中午，
阳光明媚。我们在操场上
举行了运动会。
首先是各个班级的进场，瞧，他们踏着整
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昂首挺胸走过主
席台，个个好不神气！
随着体育老师嘹亮的口哨声，运动会正
式开始了。我参加的是立定跳远比赛。来到
比赛场地，我摆动双臂猛地往前一跳，老师竖
起大拇指说：
“哇，一米五三，比五年级的小朋
友跳得还远呢，真不错！”我有点不相信自己
的耳朵，凑到老师身边，偷偷地看了一眼，真
的第一名！我得第一名啦！我高兴得在操场
上奔跑起来，风像妈妈的手一样温柔，空气像
棉花糖一样香甜。
我大声地告诉全世界：
我得了第一名！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一（7）班 张哲宇
辅导老师 倪新琴

美丽的秋天
秋天到了。公园里的草坪变黄了，像铺
了一层黄色的地毯。你看,不远处的菊花也
开了，各种颜色的花凑在一起，就像一个美丽
的大花海……一阵阵微风吹过，桂花香扑鼻
而来，真是让人神清气爽啊!
田野里农民伯伯在忙碌着，虽然累，但
是脸上却带着笑容。你看，他们的谷子在
晒谷场上堆积如山。我爷爷也在采花生，
那 花 生 颗 颗 果 实 饱 满 ，看 得 我 直 流 口 水 。
当我看到邻家奶奶地里又大又红的南瓜，
便嚷嚷着要吃南瓜饼，邻家奶奶说：
“ 想吃
自己摘吧！”我满心欢喜地采了一个，喜滋
滋地捧回了家。
秋天真是一个美丽、丰收的季节呀！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7）班 杨司竣
辅导老师 倪新琴

迷人的桂花
秋天到了，小区里的桂花开了。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幽香，
沁人心脾。
循着香味，我找到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桂
花树，好漂亮啊！她昂首挺胸，像一位士兵守
卫着美丽的家园。
来到桂花树下，抬头一看，只见树叶长得
挨挨挤挤的，碧绿的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显
得更绿更亮了。米粒般大小的桂花，嫩黄嫩
黄的，被茂密的枝叶遮住了，好像跟我们捉迷
藏似的。我轻轻地扒开树叶，发现每朵花由
四个花瓣组成，它们紧紧地抱住花蕊，一簇一
簇地挨在绿叶地下，
显得更加美丽！
每当做完作业，我都会约上三五个好朋
友，在桂花树下跳绳、踢毽子。闻着迷人的花
香，玩着开心的游戏，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
事！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 陆森园
辅导老师 倪新琴

捉螃蟹
“秋风起，蟹脚痒”，我每天都在爸爸耳边
唠叨，爸爸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终于带我去
长江边捉螃蟹。
来到风景优美的长江边，我们拿出早已
准备好的铁锹和耙子，直奔江滩而去。江滩
上有很多小洞洞，那里就是小螃蟹的家。有
的小螃蟹在江滩上爬来爬去，很是横行霸
道；有的在洞洞里睡觉，嘴巴里还冒着泡泡；
有的躲在石头下面捉迷藏，沙沙的响动着。
在江滩上爬来爬去的小螃蟹，我只要悄悄地
走到它身边，快速地一把抓住它的背，总能
抓住它。在洞洞里的螃蟹，我用铁锹把它挖
出来再抓。而躲在石头底下的螃蟹，一般比
较大，我把石头翻开，它们就会飞快地四处
乱窜，我就赶紧抓其中最大的一只，把它按
地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拿起来，放在桶
里。
我正抓得起劲的时候，岸上有警察大喊：
“下面危险，赶快上岸！”听了警察叔叔的话，
虽然意犹未尽，但我和爸爸还是赶紧上岸
了。在上岸之前，我把所有的螃蟹都倒掉了，
小螃蟹就四散开来,又回它们的家去了。
捉螃蟹真是其乐无穷啊!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4）班 张扬
指导老师 周春霞

“迷糊”
的老妈
放学后，妈妈带我去超市买菜。我们
这两样物件的安全她才放心。我看着妈妈的
骑着电动车一路说说笑笑来到了超市。妈
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
唉，我迷糊的老妈呀。
妈停好车后就拉着我的手往超市奔。我一
买完菜回家，我坐在电动车后面默默欣
看，
车钥匙还插在电动车上，
妈妈连忙拔下
赏着沿途的风景。突然，电动车猛一个刹车
车钥匙又要走。正在这时，熟悉的手机铃
停住了，就听到妈妈焦急地回过头来叫我：
声响起来了，妈妈先伸进背包里摸手机，
没 “蔡宝！”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赶紧应答着
见手机的踪影，
又在衣服口袋里四处找，
依
问：
“ 怎么了？”她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
然没有。老妈一脸沮丧：
“ 手机跑哪儿去 “可吓死我了，你坐在后面不出声，我以为把
了？”
“嗨，妈妈，车篓里不是你的手机吗！” 你忘在超市里了。”说完，我俩相互望着对方
老妈赶忙拿起手机，吐了吐舌头：
“这个电
哈哈大笑起来。
话来得真及时，
要不然损失就大啦。
”
这就是我的老妈，你们说说她是不是超
在超市买菜的时候，老妈犹如惊弓之
级迷糊呢？
鸟，
一会摸摸口袋里的手机，
一会又找找钥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4）班 蔡颂彧
匙放哪了。直到全部都拿在手上，保证了
指导老师 周春霞

南通野生动物园之行
盼望着，盼望着，
南通野生动物园终于
对游客开放了，我这个动物迷肯定不能错
过家门口的精彩。
进园没多久，就迎来了一大群热情的
火烈鸟，
它们的羽毛颜色特别显眼，
真像跳
跃的火苗。在浅水中或站或蹲，悠然自
得。正在这时，一群河马和中美貘闯进了
我们的视线。河马的嘴巴特别大，中美貘
的鼻子特别像猪鼻子，外形都很奇特。他
们有的躲在树荫下嬉戏，
有的在水里扑腾。
随着人流我们边走边看，沿途还有孔
雀、鸵鸟、羊驼等等动物和我们擦肩而过。
长臂猿轻巧地在树与树之间蹦来跳去地自
由穿梭，
脖子长长的长颈鹿，
他们正昂着头

吃树叶。最有趣的当属金丝猴了，
它们通体金
黄，
小巧玲珑、身手敏捷，
能在树枝和绳索之间
自由乱窜，还会跟着游人跑，好像舍不得我们
离开一样。妈妈说，熊猫是我国的第一大国
宝、
金丝猴是我国的第二国宝，
相当珍贵呢！
南通野生动物园还可以登船游湖，来到
湖心，爸爸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一只只美丽
的天鹅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游来，有通体洁白
的白天鹅，也有全身闪着钻石般光泽的黑天
鹅，
三五成群浮在水面上，
多么优雅。
南 通 野 生 动 物 园 之 行 ，真 让 我 开 了 眼
界。它正敞开大门，
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呢！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4）班 翟弈陈
指导老师 周春霞

可爱的小表弟
今天，妈妈早早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说要带我去小表弟家玩，
我开心极了！
到小表弟家后 ，小姨 告 诉 我 弟 弟 还
没醒呢！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房门，轻手
轻手地走进去，看小表弟正甜甜地睡着：
他的头发黑黑的，白皙的皮肤，粉嘟嘟的
胖脸蛋，我忍不住摸了他一下脸，突然他
就哇哇大哭起来，吓了我一大跳！小姨
连忙把他抱起来，说：
“ 小宝贝，你是不是
看到哥哥来了，想起来玩了啊？”于是，我
对小姨说：
“ 让我来抱一下吧！”我坐在床
上用两只手紧紧地抱着小表弟，才不一

会儿，不知道怎么了,他又哇哇大哭了。小
姨说我可能抱的姿势不对，他喜欢站起来
抱 。 天 啊 ，我 不 想 抱 了 ，直 接 把 他 放 到 床
上，他猛地一翻身趴着了，动作非常熟练。
我用玩具在前面逗他爬过来，可是他还小
爬不了，在那一动不动。我们都笑得前俯
后仰，小表弟可能觉得委屈了，又哇哇大哭
起来……
这就是我的小表弟，虽然是个爱哭鬼，但
却是很可爱，
我真的很喜欢他！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 谢辰熙
辅导老师 倪新琴

小乌龟的
“泡泡浴”
听说隔壁小妹妹家刚买回来一只小乌
龟，
我满怀好奇地跑了过去。果然，
小妹妹
正和小乌龟玩得嗨呢！
小乌龟有我手掌那么大，背上还驮着
一个重重的龟壳，
憨态可掬地爬着，
它总要
跟滑溜溜的缸壁较劲，
前爪使劲往上够，
后
腿不停地蹬，可是一直在原地打转，
根本前
进不了。它滑稽的模样，逗得我和小妹妹
咯咯直笑。我伸手解救了它，把它放到水
里，可是小乌龟太脏了，背上滑溜溜的，积
了一层绿油油的污垢。
我和小妹妹决定帮它洗个澡。我们找
来了牙刷、纱布等洗澡的工具。可是小乌
龟太调皮了。一会爬到东，一会跑到西，
一
会把头缩进壳里，
一会又探出个小脑袋，
好

像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容易等它安静下
来，我们赶紧在它的背上不停地刷呀刷呀，可
是怎么刷就是刷不掉。
“要不加点洗洁精吧，
我
看妈妈洗碗就用的。”我对小妹妹说。小妹妹
赶紧拿来了洗洁精，
在牙刷上倒了一点。小心
翼翼地刷着龟壳，泡泡越来越多，小乌龟显得
很不耐烦，拼命挣扎。这时，叔叔赶来制止我
们：
“千万不能让泡泡钻到小乌龟的眼睛和身
体里，
要不然会害得小乌龟丢了性命。
”
听了叔叔一番话，
我们更加细心起来，
边洗
边用纱布给它擦拭，
慢慢地，
龟壳上的污垢消失
了，
有了光泽。它慢慢悠悠地探出个小脑袋，
好
像在说：
“洗个泡泡浴真舒服，
谢谢你们。
”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4）班 顾凯杰
指导老师 周春霞

雪媚娘争夺战
爸爸给我和弟弟带回来两个雪媚娘。 外的走廊，再从走廊跑回卧室。弟弟见抢不
雪媚娘白白胖胖的，上面包裹着清爽的奶
过，就使出了他的“绝招”——哭！只见他坐
油，
看上去特别柔软、很有弹性。它们散发
在地上，一边挥动着小手，一边哇哇地哭，那
着阵阵诱人的香甜味儿，馋得我和弟弟直
声音快把房间震塌了。做姐姐的，最见不得
流口水。如果能“啊呜”一口咬上去，肯定
可爱的弟弟这样哭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把自
又香又糯。爸爸看着我们的样子，呵呵地
己的那份递给了弟弟。
笑着把雪媚娘分给我们。我高兴地接过
我失去了美味，非常沮丧。弟弟呢，接过
来，
马上咬了一口，
嗯，
真的很好吃！
雪媚娘顿时就不哭了，但是他只是拿在手里
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只听“吧嗒”一
却不吃。我顿时心生一计，飞快地从冰箱拿
声，弟弟的雪媚娘掉到了地上，摔得扁扁
出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走到弟弟面前，说：
的，他没有去捡，却直奔向我。我意识到， “我们换一换好不好？”
弟弟立刻同意了，接过
“媚娘争夺战”开始啦！弟弟一边叫着“给
大苹果就咬了一口。
雪媚娘又回到我的手里，失而复得的滋
我，给我”，一边把小手伸过来抢夺。我生
气地一缩手，躲开他这一招。见他又靠近
味，
让雪媚娘更显得美味可口。
我，我赶紧把雪媚娘藏在怀里跑开了。就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4）班 王洛婵
这样，我俩一个跑、一个追，从客厅跑到门
指导老师 周春霞

小熊救鸟记
有一天，小熊在公园里散步。走着走
着，它发现有一只小鸟趴在树墩上浑身发
抖。小鸟这是怎么了？小熊走过去一看，
原来小鸟生病了。
小熊毫不犹豫地救起小鸟。每天，小
熊精心为它准备食物，
还给它盖上暖暖的毯
子。在小熊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小鸟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好，
它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可是转眼间，秋天到了。小鸟不得不
离开这儿，它要飞向南方过冬，它依依不舍
地向小熊道别。小熊虽然很难过，但还是
祝福小鸟一路平安。小鸟飞向了远方，明
年春天，
两个好朋友约好再见面！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9）班 董柳伽
指导老师 戴珊珊

我爱小猫
我很喜欢小动物，尤其喜欢小猫。
在我的苦苦央求下，妈妈终于给我买
了一只小猫，我们给它取名叫咪咪。咪咪
的眼睛闪闪发亮，耳朵尖尖的，长长的白胡
子长在嘴两边，就连眼睛上面也长着长长
的白眼毛，
十分神气。
它是一只既活泼又可爱的小猫，很讨
人喜欢。每当我坐在沙发上时，
总喜欢拿根
绳子逗逗它。它就跟着绳子跑来跑去，
当我
把绳子猛地往上一拉，它就跟着跳上来，继
续追着绳子咬。我被咪咪逗得哈哈大笑，
不
知是我在逗咪咪，
还是咪咪在逗我。
这么可爱的小猫，你喜欢吗？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8）班 倪思语
指导老师 曹越

勤劳的小兔
有一只勤劳的小兔最近很发愁：冬天
快来了，没有食物可怎么办呀？于是，它找
了一块空地，准备自己种点儿粮食过冬。
第二天早上，小兔扛着锄头来到地里
松土。中午的时候天气非常热，小兔满头
大汗，可还是在继续工作。
晚上，月亮出来了，小兔终于松完了
土，
于是它开始播撒白菜的种子。
过了几天，种子发芽了。小兔很高兴，
它每天细心地帮小嫩芽浇水、施肥、除草、
捉虫……小菜苗一天天地长大了！
秋天到了，地里的白菜大丰收了！小
兔忙着把白菜全部拉回家，小兔心想：虽然
劳动很辛苦，但还是值得的，这个冬天不会
挨饿了。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9）班 倪安琪
指导老师 戴珊珊

神奇的风箱
周五的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去外公家
过周末。
一下车，我就看到外公正坐在灶台后
面烧火做饭。外公的右手摇着一个把手，
发出呼噜噜的声音，炉灶里的火随着声响
跳跃着，贪婪地舔着锅底。我很好奇，凑上
前去问:“ 咦，这是什么呀？”还没等外公回
答 ，我 就 坐 过 去 ，对 外 公 说 ：
“让我来试
试。”我从外公手里接过把手，学着外公摇
起来。红色的大火苗从灶膛里冒了出来，
一股热气紧跟着火苗迎面扑来，我发现摇
的速度越快，
火就越大，
好有趣哦！
继续摇着风箱，已经没有那么大劲的
我，放慢了节奏，火明显比刚才小了许多。
我从旁边拿起一些柴火放进灶膛口，用一
个小火钩子将柴火推进灶膛。在风箱的助
力下，一会儿柴火就变成了灰烬。外公笑
着说说:“ 你慢点儿，这个风箱已经二十多
岁了，它可禁不起你折腾。”听着老风箱发
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不由得放慢了速度，
它又继续慢悠悠地转动起来。
风箱，真是一个神奇的大玩具！
开发区实验小学能达校区二（4）班 苗子希
指导老师 周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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