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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
秋姑娘提着一大篮金黄的树叶来了。桂
花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个个喜笑颜开，热情地
欢迎秋姑娘的到来。
啊，桂花真美啊！瞧，它们有的三五成
群，簇拥在一起，相互比较着谁更漂亮；有的
兴奋地挤到树枝的最前端，睁大了眼睛，仔细
地观察这个美丽的世界；还有的羞涩地躲在
树叶后面孤芳自赏。
一阵秋风吹来，桂花们翩翩起舞，金色的
衣裳随风飘动。一只蝴蝶看见了，拍动着彩
色的翅膀，和桂花们一起舞蹈；几只蜻蜓瞧见
了，振动着它们透明的翅膀，为这场舞会伴
奏；大树先生们望见了，晃动着自己巨大的身
躯，加入了这场舞会。
有道是“桂子花开，十里飘香”，清新的桂
花香气借着风势，四散飘开。附近的人们闻
到了扑鼻而来的香味，纷纷聚到公园，欣赏这
秋天里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开心地走着，看
着，不时发出阵阵赞叹。
桂花开了，
秋天来了。我爱桂花，
我爱秋天！
通师一附三（7）班 徐殷越
指导老师 支萍

感受微观世界
今天淅淅沥沥的小雨随着寒风越下越
大，而我的心情却越来越澎湃。小记者们走
进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感受微观世界的奇
妙，探索动物和植物的秘密。
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细胞培养器、DNA
鉴定仪等高科技仪器，原来这些仪器有着广
泛应用于科研、农业研究、刑事侦查等等重要
领域，这些仪器高大上、专业性强，我只能望
“机”
兴叹。
老师向我们介绍今天的主角——蝗虫和
植物。
蝗虫对农业有很大的危害，是人类的敌
人。它可以分为三部分：头部、胸部、腹部。
它的头部有一对复眼、三只单眼、一对触角、
一个口器；胸部分为三部分，有前胸、中胸和
后胸，前胸有一对前足，中胸有一对中足、一
对气门、还有中翅，后胸有一对气门、一对后
足以及后翅；腹部足足有八对气门！最令人
惊叹的是它的外骨骼，外骨骼起到保护蝗虫
的作用，并且会随着蝗虫的生长而脱落。
告别蝗虫，我们跟植物打了招呼。
植物叶子上有许多气孔，它们会呼吸，它
们也会将多余的水分蒸发掉。老师为了让我
们感受得更真切，给了我们一些样本，让我们
通过显微镜观察，我发现样本放大后看上去
像木板上的纹路。
活动的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路过大学
楼下，看到有大块种植基地，希望下次有机会
能到基地里探究。
永兴小学四（1）班 郭锦涛
指导老师 顾蓓蓓

爱吃肉的爸爸
我的爸爸特别胖，有一个像西瓜一样圆
鼓鼓的啤酒肚，走起路来像孕妇一样摇摆着，
看上去既可爱又滑稽。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肉食动物”
，
一天不吃肉就饿得慌。
记得有一次，爸爸出差回来，看到餐桌上
都是素菜，
一脸委屈：
“怎么就没有我喜欢的菜
呢？
”
说完转身从包里掏出一包五花肉，
一边往
厨房走，
一边乐呵呵地说：
“幸亏我早有准备。
”
爸爸的厨艺可是一流的，不一会儿，一盘热气
腾腾的红烧肉就上桌了，褐色的肉块透出晶
莹的光泽，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只见爸爸
拿起筷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夹起一块红烧
肉，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看着爸爸狼吞虎
咽的样子，我开玩笑似地叫了声
“肉爸爸”。
爸爸对肉百吃不厌，可他的胖让人忧心
忡忡，这样下去容易得脂肪肝、高血压等各种
肥胖综合征。他也一直说自己要减肥，虽然
嘴上说了 N 次，却迟迟不见拿出实际行动。
我希望爸爸用顽强的毅力，控制自己的食量，
减少肉食，多吃蔬菜、水果，并且每天坚持运
动，争取把那气球似的肚子减掉，变成一个体
形完美、健康强壮的爸爸。
海门市通源小学四（2）班 周铭杰
指导老师 江咏梅

我挂念的
“小黑”
在三年级暑假时，我的外公从马路
边捡回一只小黑狗。它是一条母狗，我
猜它应该是被主人抛弃了，便收养了它。
它毛色乌黑乌黑的，远远看去，就
像 一 块 跳 跃 的、发亮 的 煤炭 。 耳 朵 常
常 温 顺 地 耷 拉 着 ，有 一双 炯 炯 有 神 的
大眼睛，短而坚挺的鼻子十分机警，小
小 的 嘴 巴 不 时“ 嗯 呜 嗯 呜 ”地 朝 我 撒
娇。 两 条 短 短 的 前 腿 ，健 壮 有 力 的 后
腿，这 让 它 飞奔 起 来就 好 像 一 阵 黑 色
的狂飙。它的身后有一根像芦苇似
的、摇来摇去的尾巴，可爱极了。我时
常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它的毛。我为
它取名叫作“小黑”。
它十分会享受。总爱懒洋洋地躺在
外婆家宽敞的小院里舒舒服服地晒阳光
浴，
谁也打搅不了它。
小黑非常非常的温顺。自从它来到
外婆家之后，就成为了我们家的一员。
不管我们怎样逗它，它都不会像其他狗
一样，露出尖利的牙齿朝大家穷凶极恶
地狂吠，
十分招大家喜爱。
记得有一次，外婆因为要照顾腰不

好的外公，要把小黑送到住在离外婆家很
远的朋友家里，我不同意：
“ 这样我什么时
候才能看见它呀？”但大人们一点儿也不
听，坚持要送走小黑。我可不干，百般阻
挠，不是把外公的电瓶车里的电瓶弄出来，
就是把小黑藏起来。可是，他们居然偷偷
地把小黑运走了。我又伤心又难过，因为
我害怕小黑忘了我。
几个月过去了，一回老家，我就嚷着要
去看小黑。汽车刚停下，就听见“汪汪”的
吠声。啊，是小黑！我又惊又喜：它还记得
我！几个月不见，它长得又高又壮，再也不
是以前瘦弱的样子了。可我没办法把它带
走，
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
祸从天上来。寒假再次回去时，我听
说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小黑走失了！我
心里一颤，心想：小黑不会走失的，一定是
我听错了。可就是找不到它。直到现在，
我还盼望着它回家。
小黑，是你吗？每当我看到黑色的小
狗时都这样想。
通师二附四（4）班 张可心
指导老师 顾利华

美妙的沙画
无需笔墨丹青，一堆沙子，一双手，
就能变幻出美妙的沙画世界，让我叹为
观止！今天我们有幸欣赏沙画的独特魅
力。
进入教室，老师给我们看了好多精
美 绝 伦 的 沙 画 作 品 ，并 给我 们 做 了 示
范。沙子在老师手中像被施了神奇的魔
法，随着老师的手起手落描绘出各种画
面。老师在画版上用细沙勾勒出一个像
懒羊羊头上的羊毛，此刻我心中出现了
一个大大的问号：
老师这是画什么呀，难
道画的懒羊羊？这时，老师在下面画了
一个冰激凌棒，
我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在
画冰激凌呀。正当我以为老师画完时，
只见老师那双灵活的手在画板上游走，

细沙从指缝中均匀落下，突然间又多了一
只憨态可掬的小猪和一头可爱绝顶的小
熊，他们似乎在争着抢着要吃那美味诱人
的冰激淋。
老师请了几位幸运儿上去体验沙画，
看着老师那娴熟的双手，轮到我们画时却
不知所措，画得四不像。沙画师真了不起，
一沙一世界，想画什么就有什么，美妙的沙
画瞬间诞生了。要练成老师的功夫，可不
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沙画看似简单，但它有着自己独有的
文化，独特的魅力。我久久地沉浸在老师
那美妙的沙画中浮想联翩。
永兴小学四（1）班 郭锦涛
指导老师 顾蓓蓓

丑猫
我家楼下，
是一片由高大的白玉兰、
餐”，放在离它不远的地上，轻轻地唤了一
俊秀的桂花树和低矮的灌木丛组成的小
声“丑猫”
。正在觅食的丑猫听见了我的呼
树林，每到夏天，这里就郁郁葱葱、鸟语
唤，警惕地转过头来，用那剩下的蓝眼睛盯
蝉鸣，空气清新四溢。
着我。我指了指地上的“大餐”，丑猫似乎
不知何时，树林里来了一群小精灵
看懂了我的手势，又似乎闻到了美味的“大
——野猫，它们毛色各异，有澄黄澄黄
餐”，纵身一跃，从垃圾桶上准确地落在了
的，有乌黑乌黑的，还有像斑马一样，黑 “大餐”边上，一只爪子摁着饼干，嗅了又
白相间的。野猫为小树林带来了一片生
嗅，才小心翼翼地慢慢吃了起来。我蹲下
机，俨然成了这片树林的“主人”。丑猫
身子，仔细端详着丑猫。灰白的皮毛上，有
就是其中的一员。说它丑，是因为丑猫
着挥之不去流浪多年的痕迹；两只小耳朵
是那样的稚嫩，粉红的血管清晰可见；它不
的一只眼睛不知何故残疾了。
第一次看见丑猫，是在楼下垃圾桶
时地回过头，朝我“喵喵”
两声，因咀嚼而微
的边上。那天早晨，我下楼去上学，刚
颤的胡须，雪白雪白的；那个残疾的眼窝，
出楼道大门，就看见一只野猫正在扒拉
在蓝眼睛的映衬下，倒像了黑色的宝石。
吃完后的丑猫，又朝我“喵喵”
几声，好像在
着垃圾桶觅食。它的四只脚蜷在一起，
爪子紧紧地抓着垃圾桶的边缘；灰白的
向我表达谢意，又好像再跟我告别，然后就
皮毛上，有几个脏东西粘着的结，随着
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了小树林。以后的
干瘪的小肚子一鼓一吸地颤动着；毛绒
每天早晨，我都会带点零食给丑猫。在我
的尾巴高高翘起，不时左右摆动，努力
的细心“照料”下，丑猫原本瘦小的身躯一
保持着瘦小身躯的平衡；脑袋上，两只
天天长大；脏兮兮的皮毛变得锃亮锃亮，原
耳朵警觉地直立着，脖子伸得长长的，
来打结的地方也被它舔得干干净净，摸起
来柔软而温暖；那只残疾的眼睛，倒也成了
紧盯着垃圾桶里的垃圾。
“ 这只猫怎么
脏兮兮的？”正当我犯嘀咕的时候，开门
丑猫一个醒目的标志，似乎又多了一点王
的声音惊扰到了本就警惕的野猫，它忽
者的风范。
地转过头，朝我恶狠狠地“喵”了一声。
渐渐地，丑猫和我越来越亲近了，它不
这时，我的心里猛地一惊，倒不是因为
光每天早晨在楼下等我带给它的“美食”，
连傍晚我放学时，也会在楼道口等我，看着
它不太友好的叫声，而是我发现在它可
爱的小脸上，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闪
我上了楼梯，才会放心地“喵喵”
两声，跑进
着幽幽的蓝光，似一颗蓝宝石，可另一
小树林。有一次放学正赶上狂风暴雨，回
家的路上，我心想，丑猫今天肯定不会在楼
只眼睛，却没了漂亮的眼珠，看起来像
无底的深渊。它因为担心别人抢食物，
下等我了。带着些许期望，我加快了回家
紧张得脸都有点扭曲了。我在一旁安
的脚步，在快到家拐弯口，我远远地看见楼
静地站了许久，它见我没有什么恶意，
梯口，一只浑身湿透的小小的身影正端坐
又回过头去，继续寻找“美味”。
“ 哎，可
在门前。
“ 丑猫”，我惊喜地喊道。我冲过
怜的丑猫！要不是那只残疾的眼睛，它
去，想为它遮风挡雨，可它在看到我后，就
应该是这群野猫里最好看的了。”我又
跑进了风雨中的小树林。望着它远去的背
嘀咕着。
影，我的双眼湿润了，嘴里不由得喃喃道
。
第二天下楼前，我特意拿了几块饼 “你这个丑家伙”
干和一根香肠，想着今天如果丑猫还在
这就是丑猫，我们家楼下小树林里最
楼下觅食的话，我就请它吃顿“大餐”。 可爱的精灵。
到了楼下，丑猫还真在，跟昨天一样，还
南通市朝晖小学四（7）班 张然
指导老师 张红霞
在垃圾桶里找食物。我把准备好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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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旅
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总是充满
了神秘的色彩。这个周末我跟随小记者团队的
脚步走进了南通大学生命科学院一探究竟，揭
开他神秘的面纱。
也许是周末的缘故，校园里略显冷清，没有
出现我想象中的学生成群、欢声笑语。但是这
里高大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和充满生机的一
草一木都令我对大学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在老
师的带领下，我们先来到了纺织化工实验室。
一进实验室，我就惊喜地发现桌子上摆满了显
微镜等各种做实验用的器材。哇，曾经只能在
电视里看到的显微镜，如今真实地呈现在我的
眼前，而且听说今天我们还能够亲自体验一番，
那真叫一个激动呀！
等我们都按次序坐好，老师便开始讲课了。
他一边讲一边指着身旁的蝗虫标本告诉我们：
“蝗虫是四害之一，它会对我们的农业生产造成
很大的危害，我们只有更加了解它，才能更好地
防治它。
”
是呀，
蝗虫的危害我可是在《黑猫警长》
这部动画片中见识过的，它们所到之处，寸草不
生！这一次，
我倒要好好地观察观察它们。
“你们看，它的身体由头、胸、腹三部分组
成，长着一对触角、一对复眼和三只单眼。对
了，它们的复眼是视觉器官，而单眼只能感光。”
知识渊博的老师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我们听了
不住地点头回应。
“那你们猜蝗虫的耳朵在哪里呢？”老师朝
我们神秘一笑。
“还用问？那肯定在头上呀！”同学们不假
思索地抢答。
“不！蝗虫的腹部分为 11 个体节，第一个
体节的两侧各有一个半月形的薄膜，这就是蝗
虫的听觉器官。”见考倒了我们，老师呵呵一笑，
揭开了谜底。我们顺着老师手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如此。
终于可以动手操作了！老师指导我们用显
微镜观察大麦，他先把大麦的切片标本放到显
微镜下，再帮我们调好仪器。大家一个一个排
着队轮流上前体验，脸上写满了兴奋。终于轮
到我了，我一面小心翼翼地调整倍率，一面瞪大
眼睛仔细地观察着标本。看到啦！看到啦！显
微镜下的大麦细胞就像一个个小气泡紧紧地挨
在一起。看到了细胞的微观世界，此时我的心
里有一股莫名的自豪感，长大了要当研究员的
愿望也由此升腾！
活动就在这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真
希望以后还能再来看看这所高校，参加这样生
动有趣的科学实验。我的大学梦从此地开始！
永兴小学六（1）班 王东辰
指导老师 汪建华

我家喜事多
“庙嘉，快上车啊，愣什么呢！”爸爸摇下一
辆外形酷酷的车窗对我说。我迟疑了一下，以
往爸爸来接我不是公交车、电瓶车就是开着一
辆空间小小的、偶尔还要熄上两次火、红红的车
身颜色又与这位“帅小伙”极不相称的一款二手
车呀。坐上车，爸爸看我新奇地打量着车内的
周围，便说：
“宝贝，给你介绍下，这是我们家的
新成员——WEY。它可是中国 SUV 企业长城
汽车聚集 1600 多人的国际研发团队历时 4 年
打造的首款 SUV 品牌。”听着爸爸的介绍，我暗
暗地为我们国家的汽车工业快速高效地发展感
到自豪。
“庙嘉，我们家旁边的城市综合体——印象
城开业啦。”一进门，爸爸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述
说了这座城市综合体将带给我们家种种便捷和
便利。是啊，爸爸说的没错，接下来一系列的购
物、娱乐、餐饮等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环节，
让我们体验到了随时计划随时安排的诸多方
便。
“庙嘉，南通地铁开建啦！”爸爸回到家，就
对我们眉飞色舞了起来。我也被爸爸的情绪感
染了，想到为了做到上学不迟到，我们每天都要
早早地起床。拥堵的人群，长龙的车辆，让我们
绷紧了神经盯紧了时钟的跳动，唯恐迟到、迟
到、迟到……如今，地铁开建了，它将带给我们
的不仅是道路的畅通，更是工作、学习、生活的
便利和高效，更为南通的城市形象提升渲染了
浓重的色彩。
我家的喜事一桩连着一桩，真是让我乐得
合不拢嘴。
通师二附四（3）班 常馨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