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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小记习作

“可乐”
事件
最近，妈妈的身体不太好，于是从医院里
买来了一些中药，每天早上和晚上家里都弥
漫着一股浓烈的中药味。
此时，妈妈正苦大仇深地瞪着中药，然
后，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端起药碗，仰头就
往嘴里灌，眨眼间，一大碗药就所剩无几了。
妈妈闭着眼睛在桌子上摸来摸去，我赶紧把
桌上的巧克力塞入妈妈的嘴里，妈妈的表情
才慢慢好看了些。看来中药可真不好喝呀。
今天，我看着那黑乎乎的中药，便想逗逗
我那贪吃的弟弟，于是我大声喊：
“ 丁成杰！
快过来！这里有‘可乐’
！”
弟弟听了像风似的
跑了过来，一看，桌上果然有“可乐”。他猛地
喝了一口，
那胖乎乎的腮帮子都凹了下去。
“嗷
——”弟弟捂着腮帮子跳了起来，怪叫着在厨
房里跳来跳去，
好似在跳他刚学的街舞。我得
意地问：
“好喝吗？”弟弟痛苦万分地把“可乐”
咽下去，脸上的五官扭得乱七八糟。看着他
那狼狈的样子，我不禁幸灾乐祸地笑了。
“你骗我！”弟弟愤怒地向我吼道，吼完便
举起他那肉嘟嘟的小拳头向我冲来，家里又
是一阵鸡飞狗跳……
崇川学校四（11）班 成丁越
指导老师 李健

冬雨
一年四季的雨中，
我最不喜欢冬雨。
冬雨扑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刺得脸生
疼生疼的，有时连眼睛都睁不开。
它和春雨不同，它不像春雨那样温柔细
密，让人想张开双臂在雨中痛快地跑上一圈。
它和夏天的雨也不同，夏天的雨稀里哗
啦，说下就下，而且还很猛烈。但是我就是喜
欢这种干脆和痛快。
它和秋雨也不同。秋雨下的时候把树上
的叶子全打落了，但这些落叶可不是白白掉
落的，它们还能变成肥料滋养大树呢！所以
说，秋雨也为大树的成长作出了贡献。
虽然我不喜欢冬雨，但它也是大自然的
一部分，也是从乌云的列车上下来的最后一
位旅客，
我要试着爱上它。
崇川学校一（8）班 李周求缺
指导老师 周亚萍

“贝贝”
牌羽毛球
“贝贝”
牌羽毛球——这个牌子的羽毛球
你们听过吗？想必一定没有吧，那就听我慢
慢道来吧！
那是一个星期五，老师让我们自制羽毛
球。对于这样的作业，
我可感兴趣了。我想，
无论怎样，
我一定要把这个羽毛球做起来。
回到家，我问妈妈羽毛球该怎么做？妈
妈皱着眉头说：
“ 我也不懂啊，但不要紧，我
们来查看有关资料，也可以看看 QQ 群里老
师发的制作步骤！”
弄清了制作步骤，接下来就是对照步骤
准备材料了。在妈妈的帮助下，我准备好了
所有要用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动手了。
我先用剪刀把饮料瓶从中间剪开，把瓶
底的那一部分扔掉。再把靠近瓶盖的伞状
部 分 剪 成 八 份 ，注 意 哦 ，这 八 份 要 剪 得 均
匀。接着把泡沫水果网套到“小伞”的上面，
用皮筋把网固定在瓶口的螺纹处。
“ 哇——”
我一不小心把皮筋弹到了脸上，可想而知，
我这英俊的脸被打成了什么样子，痛得我半
天没回过神来。原来做一个羽毛球，看起来
简单，要做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羽毛球基本成形，就差个球底了！用什
么做球底呢？当然是乒乓球啊！我把乒乓
球剪成两半，一股刺鼻的油漆味飘了过来，
真是难闻。我皱起眉头，真想放弃。可是转
念又想，如果做什么事都像这样半途而废，
那我还是我嘛！于是，我咬咬牙，继续来。
在我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把球底给剪好了。
这是个多么可爱的羽毛球啊，我还将它
美化了一下。正在我细细美化时，我发现，
把它倒扣在桌子上时，它像一个小帐篷；拿
在手上时，
它又像一个盛满酒的酒杯。虽然它
做工不是特别精美，
不能和商店里卖的球相提
并论，
但在我眼里，
它却有着独一无二的美。
因为我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宝贝，大家都
叫我贝贝。那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贝
贝”
牌羽毛球，大家喜欢吗？
海安市明道小学 三（7）班 夏暄金
指导老师 刘金霞

车库里的流浪猫
最近总是遇到怪事，每天早上，我和
妈妈到地下车库去取车时，总能看到妈
妈车座上有脏脏的爪印子，可是又没有
当场发现罪魁祸首，谁这么讨厌？我心
里默默发誓要把它揪出来。
这天晚饭后，妈妈拎着垃圾要去分
类箱扔垃圾，我啃着还没有吃完的烧卖
叫住了妈妈，打算陪她一起去。刚到地
下车库，就听到垃圾箱附近有猫的叫声，
弱弱的叫声显得非常可怜。我循声找
去，发现在垃圾箱旁蹲着一只瘦瘦的小
黑猫，它蜷缩在垃圾箱旁虚弱地叫唤着，
好像是饿了好多天，看起来像一只黑溜
溜毛茸茸的球儿，
可能有些营养不良，身
上的毛也乱糟糟的，一点也不像邻居伯
伯家那条披着黑缎子长毛的威风大狗。
但是小猫一双绿绿的眼睛却十分有神，
像两颗在黑暗中闪烁的夜明珠。
因为忽然撞见它，
吓了我一跳，
我
“啊”
的一声，
烧卖掉在地上了。没想到，
它也被
吓了一大跳，
它慌不择路地跃上了不远处
的一辆电瓶车，
一边朝我们
“喵——喵”
直
叫唤，
一边轻轻地抖着。哈哈！这下被我
抓住了吧，
原来就是你这个小东西呀，
总是
跳到我家电瓶车上捣乱。看我怎么收拾
你！我想跺脚把它赶走，
可是，
它就缩在电
瓶车上一动也不敢动，
也不走，一双漂亮

的眼睛就那么盯着我，
显得那么无助、
害怕。
妈妈放下垃圾，制止了我说：
“ 这可能
是只流浪猫，它应该是饿了，别吓着它。”边
说边点点我掉在地上的烧卖叫它：
“ 来，给
你吃。”小猫又对着我们“喵——喵”地叫，
并且歪着脑袋看我们，好像在试探我们的
真假，可能是饿久了，它看到我们对它真的
没有恶意，就慢慢地纵身一跃，落地无声地
来到我们脚下，嗅嗅烧卖，伸出小舌头舔
着，
一会儿就大口地吞咽起来。只见它边吃
边看我们，
瘦骨嶙峋的背上凸起的骨头一动
一动的。唉！真是一只可怜的小猫呀！
不一会儿，
它吃好了，
冲着我们
“喵——
喵”地叫着，还不时地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前
爪洗脸呢！我们要回去了，它忽然走到我
的脚边，先用尾巴扫了我裤腿一下，看我没
有赶它，又用头在我的裤子上蹭来蹭去，好
像是在感谢我，又像是对我说“真美味，我
还没有吃饱呢”。我紧张又无奈地看着它，
对它说：
“你没有家吗？我也不能带你回去
呀，你还是躲到我妈妈电瓶车的挡风帘里
睡睡觉吧，
弄脏了没有关系。
”
当电梯关上门的那一瞬间，透过窄窄
的门缝，小猫还在那儿望着我“喵——喵”
地叫着……
通师二附三（6）班 缪伊梵
指导老师 郭敏

阳光下的汗水
我，是一名 800 米长跑运动员，现在正
怀着一颗不安的心，准备奔赴战场——一年
一度的校园运动会，与其他班的“民间高手”
来一场激烈的战斗比拼。
虽然身经“百战”，但也难免有些紧张，
我不安地站在三号跑道上，手心在不停地冒
着冷汗，双腿似乎还有点颤抖。
“ 砰——”随
着枪声，我像离弦的箭一样向前冲去，什么
也不想，只听到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但
更响亮的是同学那响彻天空的“加油”声，它
给了我动力，它让我越跑越快，我的身体好
像越跑越轻，脚步也越来越快了，一下子从
倒数第二冲到了第二名。
跑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几乎无法攻克的
大山——小明，他是我们学校赫赫有名的
800 米运动员。我的心中，突然有了一丝畏
惧感。耳边传来同学的鼓励声，不管了，拼
一把！我加快速度，感到越来越难受，脚一
阵发麻。为了减轻不适，我头向上仰着，眼
睛微闭。
“好，太棒了，华文一，你太厉害啦！”
我听到熟悉的班主任老师的声音，睁开眼
睛，才知道原来我赢了、获得了冠军。全班
同学为我欢呼起来。
海安市明道小学五（5）班 华文一
指导老师 闻美娟

发麻
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买东西、第一次洗衣服、第一
次骑自行车……许许多多的第一次成了
成长过程中珍贵的回忆，而最让我难忘
的是第一次坐飞机。
今年暑假，我和家人一起从扬州机
场坐飞机去北京。来到机场，我们顺利
地通过了安检，
就开始登机。
“您好，您好……”空姐笑容满面地
站在机舱门口迎接每一位乘客。我们找
到各自的座位，
系好安全带，
等待飞机的
起飞。我坐在舒适柔软的座椅上，既激
动，又紧张，激动的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紧张的是假如飞机在空中出现故障怎么
办？我不禁浮想联翩，心儿“怦怦怦”地
直跳。一旁的奶奶感觉到了我的紧张，
安慰我说：
“别紧张，
等飞机飞上蓝天，你
会领略到另一番奇妙的景象哦。
”
不一会儿，广播里响起温馨的提示:
“乘客们，请注意，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
伴随着发动机
“轰隆隆”
的声音，飞
机缓缓地驶向跑道，
大约几分钟后，
飞机
突然加速，
“呜——”
的一声，
飞机离开了
地面，飞向蓝天。我顿时耳鸣了，
奶奶告
诉我，把嘴巴张开，
耳鸣就会好一些。听
了奶奶的话，我张开嘴巴，不一会儿，果

然不再耳鸣。这时，我往窗外一看，哇，地
面上的房子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公路上行
驶的汽车像蚂蚁一样在蠕动，弯弯的河流
像一条蓝色的绸缎……渐渐地，地面上的
所有东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飞机已
经穿过云层，飞到了云层上方呢。一座座
名副其实的“云岛”已呈现在我的眼前：有
的像可爱的小白兔，有的似凶猛的老虎，有
的 如 奔 驰 的 骏 马 ，有 的 仿 佛 一 团 团 雪
球 ……“ 窗外的景色真是太美了！”我情
不自禁地赞叹道。
正当我陶醉在这奇异的美景中时，空
姐推着餐车，为我们送来了饭菜和饮料。
我打开电视机，一边品尝着美味可口的饭
菜，一边看着电视，刚才紧张的状态已经烟
消云散。大约飞行了一个半小时，广播里
又响起来好听的声音：
“ 请大家系好安全
带，飞机已经开始降落。”我朝窗外张望，地
面的东西变得清晰了，田地绿油油的，宽阔
的道路伸向远处，高高矮矮的房子像列队
的士兵站在道路的两侧……
不一会儿，飞机就平安地降落在首都
机场，第一次坐飞机可真让我难忘啊！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三（1）班 周昊宇
指导老师 于旭兰

小算盘 大世界
我们学校也有珠算展厅了!当孙老
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时,全班都为之
高兴起来，恨不得立刻就插上一对翅膀
飞过去。随着一声号令，
大家出发了!
来到和乐楼的展厅门前，
“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 11 个大字，仿佛
11 个胖娃娃，正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踏入门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西侧
橱柜上打开的书本，正向我们诉说着算
盘的故事。我细读了一番，才知道珠算
萌于商周、始于秦汉、臻于唐宋、盛于元
明，是中国“第五大发明”，有“世界上最
古老的计算机”
之美称。
展厅内，五花八门的算盘像磁石般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西墙上那些稚气的、五颜六色的儿
童算盘是用塑料或木头制成的，上面刻
画着各种各样的卡通人物。尤其是那个
彩虹算盘，真是漂亮极了！说出来你可
能不信，
她完全打破算盘原来的造型，竟
是由一座座“拱桥”组成，彩色的小珠子
穿插其间，表示着一个个数字，
颇有一番
俏皮之趣，十分可爱！
东墙架子上摆着的都是一些复古的
老式算盘。那些红酸、
紫檀木的边框中是
一根根
“小串”
，
上面串着一颗颗圆润饱满
的算珠，
古色古香中带着几分端庄，
如同一
位老者正向我们讲述着以前的故事……
走着，看着；看着，走着，我的目光停

在了中间的展柜上。这些算盘用透明的玻
璃罩罩着，如此精致、如此新颖。它们都是
由 算 盘 演 变 而 来 的 工 艺 品 ，做 工 十 分 精
巧。它们的样式很多：手镯算盘、玉制的如
意小算盘、八卦算盘、吊坠算盘……一应俱
全。就拿那玉雕的如意小算盘来说，
它体型
小，
大概也只有人的手心那么大。仔细一瞧，
其中的算珠比米粒还要小很多，
那样的小巧、
那样的精美，
在阳光下还透着碧色的光芒，
令
人目瞪口呆。再看那边框，
上面的花纹也是
十分的讲究，
刻上去的每一根线条都是那样
的柔美、那样的恰到好处，每根线条间的间
距是那样的精准，大小疏密简直无可挑剔，
让人不禁佩服于匠人那高超的技艺！
徜徉在算盘的世界里，聆听着“噼里啪
啦”的拨珠声，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回到
了严老师的珠算课……
“小算盘，本领大，
加减乘除都用它。上两珠一算五，下四珠
一算一……”我们念着、练着、记着，心中满
是对过往的回忆、满是对自己的信心、满是
对未来的憧憬……
小算盘，大世界！没有算盘，就没有现
在的我们！祖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计算任
务，就是钱学森和许多科学家用自己的双
手在算盘上完成的。想一想，在那样简陋
的 条 件 下 ，他 们 竟 完 成 了 如 此 艰 巨 的 任
务。现在的我们怎能不努力学习啊？
南通市郭里园小学六(4)班 王佳豪
指导老师 孙建英

我睡觉喜欢趴着睡，两个手伸在枕头下
面，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睡得踏实、睡得沉、睡
得香。可是手压得时间长了，醒过来的第一
感觉就是手麻，这种麻是种说不出的感觉，就
是指头麻麻的、还带点疼、抓东西也抓不起
来、摸摸手指头也没感觉，连手臂也麻，然后
我就拼命地甩手，过一段时间才恢复到正常。
还有一种时候会发麻，你能猜到吗？那
就是写作业写多了，手抓着笔用力了，时间一
长，放下笔，手指头就发麻。但奇怪的是这种
发麻和睡觉压枕头的发麻不一样，这种感觉
啊仅仅在指头很小的范围，麻了以后，不需要
甩手，只要用大拇指和食指互相揉揉、搓搓，
一会儿就恢复了。
妈妈说，其实发麻就是因为肢体长时间
受压，血流不畅引起的，可以通过按摩、运动
等方式去缓解。
记得有一天夜里，我在路上走，突然一只
狗冲到我面前。我吓得大喊大叫，感觉从头
到脚都发麻了，这又是咋回事呢？
唉，不管是哪种发麻，感觉都不好，我不
喜欢发麻!
城中小学三（1）班 丁煦宸
指导老师 顾金玉

鼠小弟不怕猫
鼠小弟总是不打招呼就搬走刚采来的草
莓、啃坏可爱的布娃娃，还把家里新买的皮鞋
咬出个洞来……猫先生一直想找它谈一谈。
有一天，猫先生正坐在椅子上看电视，忽
然它听到一阵“吱吱”的声音，扭头一看，呀，
这不是鼠小弟吗？鼠小弟正抱着一只草莓，
准备搬到自己的洞里哪！
猫先生连忙叫住它：
“鼠小弟！”又有些严
厉地问：
“你能不能不搬走猫家的东西？”
鼠小弟慢吞吞地说：
“ 行，可我已经饿得
前胸贴后背了！”
猫先生有些失望，加大音量说：
“ 那你能
不能不要啃坏家里的东西？”
鼠小弟瑟瑟发抖，回答道：
“ 我们老鼠天
生就爱啃东西。
”
猫先生有些生气了：
“是你把我们家闹得
鸡犬不宁的！”
鼠小弟被吓到了，心想，如果我不答应，
它可能会吃了我。便只好万般无奈地说：
“好
好好，我不闹！”
猫先生这才放它走。
过了好几天，鼠小弟又饿得饥肠辘辘了，
看到摆在猫先生桌上的那一串串紫莹莹的葡
萄，忍不住悄悄地爬上桌子。突然，一只大爪
子把它提了起来，是猫先生！
鼠小弟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跑。猫先
生在背后穷追不舍。鼠小弟慌乱中看到墙角
放了一盒钉子，眼疾手快拿了过来，在自己走
过的地方撒了好多。猫先生不得不跳着跑，
尽管这样，它还是被扎到了，只得停下来拔钉
子。鼠小弟趁势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自己的洞
里。
海门市实验小学三（4）班 朱一言
指导老师 许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