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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学校专版
拔牙记

记得六岁那年，我有一颗牙松了，连忙去
告诉妈妈，妈妈说是要换新牙了。我很兴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掉牙。
这 以 后 ，我 最 爱 做 的 事 就 是 用 舌 头 舔
它。就这样过了好几天，牙齿摇得越来越厉
害了，我一碰它，
它就东摇西摆，
我觉得它马上
就要掉了。可是再后来，它就没有动静了，好
像非常迷恋它的家，
怎么也不肯离开。妈妈看
看下面已经长出了新牙，
急了，
说再不拔掉，
新
牙就要长歪了。于是，
她带我去医院看牙医。
我不安地跟着妈妈走进了一个医生的诊
室，一进门就闻到了重重的药水味，呛得我打
了一个大喷嚏。又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
生，正帮一个小男孩拔牙，那男孩张开嘴啊啊
大叫。我怕得浑身发抖，不想拔牙了。
可是医生居然让妈妈拔好牙回家后给我
吃雪糕！平时妈妈是不允许我多吃雪糕的，
这下我豁出去了，勇敢地躺在了冰冷的躺椅
上。医生给我打上了麻药，一会儿我就觉得
腮帮子硬邦邦的。医生将一个小镊子伸进我
的嘴里，我也没有任何感觉。一会儿，只听医
生拍拍我说：
“小朋友，好了，你真勇敢！”没想
到拔牙这么简单呀！
回 家 后 ，我 真 的 吃 到 了 冰 凉 透 顶 的 雪
糕！后来一段时间，
我竟然盼着掉牙呢！
如东县实验小学 306 班 高琪佳
指导老师 张小纯

我的家乡如东
我的家乡位于黄海之滨，这里有诗情画
意的浅水湾公园，有新奇刺激的浦发游乐场
和驰名中外的洋口渔港。
浅水湾公园是放松心情的好地方。沐浴
着温暖的阳光，漫步在石头路上，倾听着小鸟
的歌唱，注视着粉红的荷花，一阵微风吹来，
好像自己也是一朵正在翩翩起舞的荷花，真
是舒服极了！
新奇刺激的浦发游乐场是最受孩子们欢
迎的地方之一。有巨大的摩天轮像魔术师的
大转盘，夜晚，灯火五彩缤纷，一会儿是五角
星形，一会儿是圆形，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有
惊险的大摆锤，有各种颜色的旋转木马，孩子
唱着好听的歌，玩得不亦乐乎，大人们仿佛也
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洋口渔港更是驰名中外。人们赤着脚，
卷着裤脚，有的弯下腰捡泥螺，
有的踩文蛤，
还
有的摆着造型拍照。巨大无比的风力发电风车
就像一个个士兵保卫着洋口渔港。在格外平静
的海面上，跨海大桥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我的家乡——如东，真是一颗无比璀璨
的黄海明珠！
如东县实验小学 307 班 李柯蓉
指导老师 何玲玲

好大的雾
今天早晨，我拉开窗帘一看，呀！外面
一片白茫茫！原来是下大雾了。雾像一个魔
术师，把所有的事物都变没了，连离我家最近
的公园都看不见了。
我赶紧收拾好书包，坐上妈妈的汽车去
学校。雾像一堵厚厚的墙，让人根本看不见
前面的路。一辆辆车前黄色的闪光灯像飞舞
着的萤火虫。到了十字路口，
妈妈都看不清红
绿灯了，
走走停停生怕被撞。在交警叔叔的帮
助下，
我和妈妈才成功地到达学校。
哈哈，一个同学从电瓶车上下来，头发、
眉毛全都白了，仿佛成了一位老爷爷。突然
从身旁冒出几个同学，都戴着口罩。我跟着
他们走进校门，仿佛走在仙境中，真有一种腾
云驾雾、飘飘欲仙的感觉呢。
走进教室，老师正跟同学们讲着今天朋
友圈的一则笑话，大意是这样的：
悟空问：
“师
傅，我们到西天了吧？”唐僧说：
“ 别闹，憋住
气，这是到了如东县。”今天的雾居然把孙悟
空的火眼金睛都迷住了，真是太厉害啦！
过了好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魔术师的表
演结束了，它挥挥魔术棒，一切又回到我们眼
前。校园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更加美丽了！
如东县实验小学 306 班 顾梓瑞
指导老师 张小纯

如东县实验小学专版
组稿老师 顾天星

沙漠之行
今年暑假，在内蒙，紧张的全国少儿
舞蹈比赛结束了，老师说带我们去放松
放松。第一站是沙漠，
我们惊喜万分，兴
奋地跳了起来。
坐在车上，我们恨不得车子能飞起
来，
迫不及待想去见见神秘的大沙漠。
来到景区门口，导游让我们戴上帽
子和墨镜，
围上脖套遮住下半张脸，
穿上
防晒服，套上沙袜，把身体遮得严严实实
的。有些妈妈开玩笑说都不认识自己的
娃娃了，还有的戏说我们像一个个小恐
怖分子来抢劫了，因为这里的紫外线太
强烈，容易晒伤，所以才这样装扮。
“ 武 装 ”好 之 后 ，我 们 走 进 景 区 大
门。啊！真是太壮观了！当时我就傻眼
了，心里的感觉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一
片金灿灿铺天盖地地撞入我的眼底，连
绵起伏、曲折蜿蜒的沙丘，远远看不到
边！惊叹之后，
我轻轻踏上这片沙漠，小
心翼翼地用脚轻轻踩了踩，哇哦，
那感觉

就像踩在丝绒毯上，真是太软太舒服了！
我又轻轻用手捧了一坨，太细腻了，细滑的
沙调皮地从我的手指尖滑落，随风一起飞
舞！
除了令人震撼的磅礴景观，景区内到
处都是游玩的地方。欣赏美景之余，我们
这些娃娃们当然少不了玩游戏了，沙漠泳
池、跷跷板、空中绳索、沙漠秋千、沙漠摩托
等等，都被好奇的我们玩了个遍！其中，骑
骆驼让我最难忘了，被驯化的骆驼们看到
我们过来，乖巧地跪下方便我们骑上去，我
们有的抱住它的驼峰，有的抓住它们的鬃
毛，在驯养员的带领下，驮着满心激动的我
们慢慢地前行着，陪我们一同领略这神奇
的大漠风光……
一天的沙漠之行到了尾声，我们一步
三回头，依依不舍地与这片神奇的大地告
别。你真美，
沙漠！再见，
沙漠！
如东县实验小学 412 班 孟房
指导老师 许晓琳

假如我有一朵七色花
假如我有一朵七色花，我要拿一片
红色的花瓣，让所有残疾的孩子恢复健
康，
和我们一起追逐，
一起欢笑！
我要拿一片蓝色的花瓣，让马路上
的汽车都能礼让行人，
大家友善和谐，那
样小朋友们就可以放心独自上学、独自
回家，让爸爸妈妈安心工作！
我要拿一片黄色的花瓣，让世界上
所有的盲人都能睁开双眼看看这大千世
界，
让光明充满人间！
我要拿一片青色的花瓣，让贫困的
山区富有起来，让大山里的孩子有新衣
服穿、有文具用、有学校上！
我要拿一片绿色的花瓣，看那绿草

如茵、百花齐放；看小动物们在青山绿水、
蓝天白云间快乐嬉戏！
我要拿一片橙色的花瓣，让北极的冰
川不再快速融化，让所有的淡水再次以冰
的形态储存在北极，让地球妈妈更有活
力！
最后，我要拿一片紫色的花瓣，让所有
的孩子都得到一朵七色花，帮助人们去实
现自己的愿望！
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七色花，但我
听说：只要心存爱心，懂得感恩，七色花就
会在心底慢慢绽放！
如东县实验小学 307 班 姜楠
指导老师 何玲玲

小小
“开心果”
自 从 我 们 家 有 了 妹 妹 这 个“ 开 心
果”，还真是乐趣多多。这不，这几天她
身上又有了新鲜事儿。
昨天中午，吃过饭、休息过后，应该
是妹妹的午睡时间，
可妹妹宁可玩玩具，
也不睡觉，这可把我急坏了。奶奶小声
地对我说：
“ 没事，只要你躺在垫子上装
睡，
妹妹就会跟过来睡。
”
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开始装睡。
妹妹看到了，果然，她爬了过来，学着我
的样子，
躺了下来。我心中一阵欣喜，可
很快，我便开心不起来了。因为妹妹居
然还在悄悄玩弄着两块积木，
气死我也！
我看这招儿是不行了。
我又换了一种方法——干脆装作趴
在奶奶身上睡觉的样子。我做好了一系
列的动作，只等妹妹上钩，可谓“万事俱
备，只欠东风”。妹妹见状，立刻爬了过
来。妹妹用自己的脑袋顶我的脑袋，估
计是想把我顶下去。我觉得好笑，这不

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嘛。我比她大七
八岁哎！果然，妹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
是没能把我顶下去。
妹妹只好乖乖地趴在奶奶的腿上，不
一会儿，
便呼呼大睡了。真有趣！
今天上午，我正在陪妹妹玩积木，我决
定先教妹妹按颜色分类，
“ 小玥玥，这个是
粉红色，”我指了指粉色积木，
“ 把粉色（粉
红积木）收进大杯子吧！”妹妹很聪明，立刻
把粉色积木挨个儿放进杯子，可放着放着，
竟然哇哇大哭起来。我摸不着头脑，赶忙
向奶奶求助，奶奶一看，便哈哈大笑，没说
话，只拿了一个盒子，把地上的积木放进了
盒子里，妹妹马上不哭了，这时，我才明白：
一只杯子装不下所有的粉红积木，而妹妹
觉得自己没有完成我布置的装积木任务，
很着急，
就哭了……
我的妹妹太有趣了！
如东县实验小学 412 班 赵若凡
指导老师 许晓琳

面包节
上周末围棋兴趣课结束后，在独自
回家路上，经过一家面包店时闻到悠悠
的麦香。这时肚子传来咕噜咕噜叫声，
看着橱窗里诱人的面包，我恨不得一下
扑上去咬一口，
只不过……哎，
我一个小
屁孩身上怎会带钱啊！只得咽口水。
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美妙的梦。梦
到我竟然成了国家主席，有机会设立一
节日，我便毫不犹豫地签下了
“面包节”
，
1 月 1 日—7 日，孩子们可以休息 7 天，面
包想吃就吃！科技部为了让节日气氛更
加浓厚，还研发了面包树和面包云。
哇！终于到了面包节前夕，可我不
懂什么时候又变回了小学生。放学后，
我刚回到家，就发现院子里有了棵面包
树，树冠上有几块面包云。不一会儿下
起了面包雨，我立马跑到树下，哈哈
哈……肉松馅的、水果馅的、奶油馅
的、坚果馅的等等各式各样的面包不停
地往下落。面包树不知道吸收了什么超
级能量，疯长了起来，上面的面包果也
疯一样的膨胀，向四面八方喷射面包。

我急忙抓住一个放入嘴巴里，嗯，口感纯
正，香味浓郁，真好吃！仿佛整个人都掉
进了天堂。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下楼去找小伙伴
打羽毛球。啊！地面上已经有了厚厚的一
层面包，我顺着“清理”
（吃）出来的走廊和
台阶，一步步往前走。哇，
“面包平台”
已经
有 5 层楼那么高了，面包树还在继续喷洒
面包。有好几个小朋友在用面包打仗，我
心里的两个小人一个说应该加入，那样才
好玩；一个说不应该浪费粮食。最后我抵
抗住诱惑没有加入他们。我找到了几个小
伙伴来了一场羽毛球大战……
这时，天上突然想起了吼声：
“ 你们竟
然浪费粮食，嗯！！”一大片厚铁块落了下
来，我感觉听到了大铁块嗖嗖坠下来的声
响。啊，我可是无辜的！情急之下惊醒了，
哦，
幸好是个梦。
从此以后，我更加珍惜粮食，生怕发生
跟梦里一样的事情。
如东县实验小学 409 班 冒劲帆
指导老师 黄菊香

小可爱丸子
我们家又多了一位新的家庭成员——丸
子，
这是伟大的母亲咪咪生出来的。
丸子有一身黑白相间的毛，开始摸上去会
感觉刺刺的，只要多摸一会儿，就会像摸到棉花
一样柔软。它的眼睛是晶蓝色的，耳朵带点卷
卷地搭在小脑袋上，所以人们称它为：
折耳猫。
我没事时喜欢看着丸子吃饭。一张小嘴巴
“吧唧，吧唧”地喝着奶粉，吃着猫粮，可爱极
了。我还会看着它睡觉，肚子一起一伏，嘴里不
停地发出
“哼哼”
声，可能也像人类在打呼噜呢！
还记得我有一次带它去散步，丸子一路小
跑，左看看，右看看，对这个不熟悉的世界充满
了好奇。它看见一只小猫，伸出爪子碰碰它，嘴
里发出“喵喵”声，好像在跟它打招呼说：
“你好，
我是丸子，
我们能做好朋友吗？”
你们看，我家丸子是不是很可爱呢？
如东县实验小学 412 班 宋梓萌
指导老师 许晓琳

一堂
“香甜”
的作文课
这节作文课，老师居然让我们进行嗑瓜子
比赛。说到嗑瓜子，
我可是高手，
平时我最爱的
就是它了。我得意地想：
这次我肯定能赢！同学
们也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教室里一片沸腾。
“比赛开始！”
老师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开始
了一场激烈的嗑瓜子大赛。我轻轻地拿起一颗
瓜子，
放入上下两颗门牙中间，
轻轻一嗑，
舌头一
勾，
瓜子仁就出来了，
瞧，
瓜子壳非常完整呢！
我又看了看对面的严顾城，只见他抓起一
把瓜子就往嘴里塞，不一会儿嘴里就装满了瓜
子。他嚼了又嚼，瓜子壳和瓜子仁混成一片，
结果吐出了一堆渣子。
此时教室里，散发着淡淡的瓜子香味儿。
这真是一堂又香又甜的作文课。
如东县实验小学 306 班 张卓颖
指导老师 张小纯

秋叶
我不喜欢春，春太妩媚。我不喜欢夏，夏太
炎热。我不喜欢冬，冬太严寒。我唯一喜欢的
就是秋，秋是美丽的，有金黄的稻田、有碧蓝的
天空、有农民伯伯灿烂的笑容……但是最美丽
的却是那片片树叶，秋天的树叶，有的挺拔、有
的柔软……它们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走进路边的银杏林，一片片银杏叶犹如一
把把金色的小扇子，又如小女孩镶了蕾丝边的
裙子。叶柄从下到上越来越细，一条条比针还
细的叶脉从粗粗的主脉上延伸开来，一树的银
杏叶，在秋日暖阳的照耀下，就像一件件轻透柔
软的金黄绸衫，无比迷人。我出神地望着，一阵
秋风吹来，银杏叶“沙沙”作响，好像在向我说着
它们无尽的美丽。秋风吹落那片片金叶，
给我的
脚下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索性躺下，仰望它
们在风中摇曳的舞姿，闭眼倾听，
那片片银杏叶
被风吹落的声音也变得清亮清亮，
“ 哗啦哗啦
……”
“沙沙沙沙……”
不停地演奏着秋天的美妙。
如东县实验小学 504 班 朱赵妍
指导老师 王承娟

赶海
海鸥飞，浪花美，鱼虾肥，文蛤鲜——这就
是我的家乡如东，一座紧邻上海的海滨小城。
这一天晴空万里，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
来到海边，今天我们要坐着牛车去滩涂上踩文
蛤。这拉车的可是大名鼎鼎的海子牛，以前渔
民下海捕鱼、拉货全靠它！赶牛人只管放心地
给我们介绍如东的各种特色，任由海子牛老
“牛”识途，在滩涂上稳稳当当地行走，不一会儿
便把我们带到一片开阔的沙滩。
赶牛人说文蛤就生活在海滩的细沙下面。
他两脚分开，哼着欢快的歌曲，有节奏地扭动腰
肢。我们也迫不及待地学着他的样子踩起来，
或双手叉腰、或挥动双臂，伴着欢声笑语，别提
多带劲儿了。赶牛人说，这活动还有一个响亮
的名字叫作“海上迪斯科”。不一会儿，脚板底
下便有一只只泥乎乎的文蛤露出。洗去泥沙，
壳上精美的花纹便显露出来，
令人爱不释手。
太阳西垂，我们满载胜利品，又坐上了牛
车，赶牛人和爸爸妈妈唠着家常，大家感慨着如
东人就像这海子牛一样，
勇往直前、开拓进取。
如东县实验小学 412 班 徐陆辰
指导老师 许晓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