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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棵树
我是一棵无忧无虑的树，
原以为可以安
静地生活下去，
直到有一天，
一切都变了。
那一天，我正和老朋友们谈论往事，飞
禽走兽也过着往常的生活。突然一群人类
闯了进来，我以为他们是来看我们的，
可谁
知，
他们张牙舞爪地扑过来，
我们不能动，
只
能任他们砍，鸟兽虫群一哄而散，我眼睁睁
地看着朋友一个个倒下，
被那些贪婪的人类
拖走，
我的心中满是怒火，
却无能为力。
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原来茂密的树
林，如今只剩我在此——曾经无边无际的、
绿油油的草地是我的地毯，现在只有黄沙
与我做伴；以前有许多鸟虫依偎在我身旁，
现在只有风
“嗖嗖”
地吹。
过了许久，又来了一群人，我如同见到
恶魔，闭上眼睛等待死亡。但过了许久也
没感到痛楚，只感受到一阵清凉，我睁眼一
看，原来这群人正在给我浇水呢！我很惊
讶，想不到人类能扼住自己的贪婪来帮助
我们。虽然他们都已经老了，但依然干劲
十足，熟练地栽苗、培土，短短一天就栽了
一千多棵树，
让我大吃一惊。
我等着等着，似乎一切又回到过去，
绿树翠绿，溪流成河，飞禽走兽在林间嬉
戏……
如东县双甸小学六（4）班 张 哲
指导老师 丛星星

特别的爱
爱是沙漠中的一泓甘泉，滋润我们干
渴的心田；爱是一叶小舟，带我们勇闯狂怒
的大海；爱是奔腾的骏马，带我们驰骋一望
无际的草原；
爱是用父爱堆成的雪人……
前年冬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我偏
偏生病了。一大早，小伙伴们纷纷出去堆
雪人，可是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我天天
趴在窗口看，眼里尽是失望。爸爸说：
“姑
娘，下来吧！别着凉了，窗口有风。”我装作
没听见。爸爸看穿了我的心思，问：
“ 是不
是想出去玩？”我点点头。
“明天一定会有一
个雪人属于你！”我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父
亲，父亲笑了笑便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叫我起来往窗外
看。在草地上站着一个巨大的雪人，上面
写着：祝女儿早日康复！旁边是两手通红
的父亲。
过了几天，雪人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但
父亲用心堆积的爱却永远不会融化……
如东县双甸小学五（3）班 刘闫路路
指导老师 王菊红

“哭王”
她，皮肤白白的，脸蛋红扑扑的，一双
水汪汪的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眨巴，随时都
能挤出几滴眼泪，她就是全班哭榜排名第
一的
“哭王”
——张雨奇。
今天第一节课是数学课，是“哭王”最
不喜欢的课。上课了，老师讲得头头是道，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可“哭王”却百般无
聊。老师最不喜欢学生的这种上课状态，
于是找了个机会喊“哭王”回答问题。
“哭
王”没听课，自然回答不出。她站着发愣，
老师板着脸，瞪着眼严肃地说：
“ 上课开小
差，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话音刚落，
“哭王”
就嘟起嘴，
“哇”
的一声，眼泪流了出
来，一边说一边哭：
“我……我……嗯……”
她不停地哭，就像春雨，一会儿大，一会儿
小。老师马上转了声，变了脸，温和地说：
“没关系，下次要好好听呀！”话音刚落，这
场
“春雨”
就停了。
第二节是英语课，要发试卷，大家很紧
张。老师从高分报到低分，
“ 哭王”的分数
在最后面，她本就有点伤心，谁知老师又雪
上加霜：
“ 你英语怎么考得这么差……”才
讲了一半，就听见角落里传来哭声，
“哭王”
再度爆发——这比上次更猛，只见她面红
耳赤，抱头在胸前，哭声震天动地。没办
法，老师马上换了个百年难遇的语气说：
“好好好，这次就算了，下次继续加油！”可
这回任由老师怎么哄，
“ 哭王”的眼泪像雷
雨，
来势汹汹，根本刹不住。老师拿她没办
法，只好在哭声里上完了一节课。
唉，这
“哭王”
，她每天的
“降水量”
多得
很噢！
如东县双甸小学六（4）班 叶 徐
指导老师 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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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生命 遵守交规
花落了，可以再绽放；草枯了，可以再
生长；而人死了，不可能复生。每个人的生
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注意交
通安全。
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汽车进入了寻常
百姓家。然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遵
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却没有增强，
惨痛的交通事
故频频发生，
许多宝贵的生命离亲人而去。据
统计，
我国平均每 6 分钟就会有一个人惨死在
车祸中，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据啊！
许多人喜欢走路玩手机，却不知这是多
么可怕的行为。记得去年暑假的一天，我和
妈妈在逛街，忽然，耳边传来一声刺耳的汽
车急刹声。眼前出现了令人心悸的画面：一
个被摔碎的手机，停在一旁反光镜被蹭坏的
小轿车，还有惊魂未定的母亲和脸色苍白吓
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原来，这位母亲走斑马
线时只顾低头玩手机，没注意红绿灯和过往
车辆，被汽车刮倒，所幸孩子和妈妈都没有
受伤。
那“嘶——”
的一声急刹声像警钟一样提
醒我，所以一看到家人走路玩手机，我就会阻

止。司机开车若玩手机，后果更为惨痛。不
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
一位公交车司
机因为低头看手机信息，不幸撞上公路标识
导致身亡，乘客也有多人伤亡。我不禁感叹：
意外无处不在，生命何等脆弱，司机的一个小
小疏忽，
会酿成大错……
其 实 堵 车 ，也 是 不 文 明 交 通 行 为 造 成
的。我们双甸小学门口的马路几乎天天堵
车，在汽车接送孩子的家长中，有的在车流中
随意调头，有的直接将车停在路中央让孩子
下车，也有的随意占用对方车道。同时，开电
瓶车、骑自行车的家长争先恐后在车道中穿
行。汽车、非机动车、行人“搅拌”在一起，最
终出现了学校门口“小堵天天有、大堵常常
有”
的现象。
血的悲剧一次又一次上演，堵塞的画面
一幕又一幕出现。我们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
“生命只有一次”，时刻记住“关爱生命，安全
出行”
。只有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才会拥有完
整的家庭，
享受幸福的生活。
如东县双甸小学五（2）班 陈花雨欣
指导老师 程智慧

我心中的平安校园
校园，是求知者的乐园，是探索者的天
地。那里充满了我们快乐的身影，洒满了我
们成功的泪水，洋溢着我们欢乐的笑声。校
园生活虽然丰富多彩，但安全隐患依然存
在。
平安，是所有人的梦想。教师，想让学生
平安；父母，想让孩子平安；我，更希望所有人
平安。
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有一个平安校园。
放飞思绪，我想象着平安校园的模样——我
心目中的平安校园是一个用高科技武装，充
满欢声笑语的地方。所有人必须通过指纹检
测才能进入校园；每个楼梯口都安装红外线

感应器，只要有人即将受到伤害，红外线感应
器就会报警，并喷出安全气囊；用特殊材料制
作的玻璃不但不易碎，就算碎了也不会伤人；
每个教室都有安全通道，当有意外发生时，只
需按下安全通道按钮，便能立即撤离；就连老
师用的粉笔都是无毒的，保证了大家的身体
健康……
我心目中的校园既是美丽的，也是平安
的。每天，校园里荡漾着欢声笑语，充满了勃
勃生机。我立下壮志——以后一定要造出心
目中的平安校园！
如东县双甸小学六（2）班 吴佳骐
指导老师 冯小红

我的足球梦
我是一个爱好体育的女生。从小，在球
声落入我方球门。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迷爸爸的影响下，我渐渐迷上了足球。在老
双方拼抢十分激烈，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上
师的推荐下，我有幸入选学校足球队。
半场 0 比 1，
我方暂时落后。
每天天蒙蒙亮，我就早早来到操场，在孙
半场休息，大家凑到一块儿商量对策。
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足球训练。射门、带球、
我方准备两人去防守对方“球星”，另外三人
变向传球、绕标志盘……内容简单枯燥，但我
负责进攻。比赛继续进行，我和一个队友原
练得不亦乐乎。
地不动，守在球门前。对方“球星”一路过人
永远忘不了在南通参加足球冬令营的那 “冲杀”
而来。我对另一个队员大喊一声：
“截
段时光。其中一场比赛，我方身着红色队服，
住！”
提前预判路线，向前奔去。哈哈，球被我
对方身着绿色队服。绿衣队的队长是专业学
断下，
紧接转身，
一个
“回旋踢”
，
将球朝进攻队
校队的队员，当然是场上最厉害的“球星”。 员奋力踢去，我方进攻队友几脚传递，球便来
虽然内心有些畏惧她，但我暗暗提醒自己：好
到对方球门前。我屏住呼吸，
我方队员做假动
好防守。加油，
别害怕！
作，
推射，
“耶，
球进了！”
大家齐声欢呼。
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比赛开始。我神
打平！孙老师再布置战术。经过几十分
钟的奋战，又进一球。我方以 2 比 1 战胜对
情专注，保持着十二分警惕。球朝我飞来
啦！我如箭一般拼命朝前奔跑，迎着球，奋力
方。
一踢，
“ 嗖——”的一声，球向对方球门飞去，
在一次次训练和比赛中，我充分感受到
然而，却被对方守门员稳稳抱住。紧接着，对
足球的激情与魅力。今后的岁月，我愿追随
方守门员大力开脚，球一下子落到我方守 “足球梦想”
，
一路挥洒汗水，
奋力前行。
地。因刚才队员全力压前，后方疏于防守，伴
如东县双甸小学五（2）班 吴佳琦
随着对方“球星”一声“耶——耶——”，球应
指导老师 苏 舒

听雨
我爱雨，尤其爱听雨的声音。
春雨是羞涩的少女。
“沾衣欲湿杏花雨”
，
她来时悄无声息、人们毫无察觉，她那样温
润，
“天街小雨润如酥”
。可是，春雨并不是没
有声音的，寂静的春夜，春雨像花瓣一样落
下，那声音像棉一般软，像风一般轻，像乡间
的小姑娘一样腼腆。可是，在那声音的浸润
中，禾苗吸饱了，发出“咕嘟嘟”的声音，那是
它在长芽，在破土而出呢。
夏雨像热情的少年。他泼剌剌地从天而
降，白亮亮的雨珠霎时布满田野村头、屋顶。
听，他发出“哗哗”的笑声，那声音爽朗而俏
皮。夏雨是急性的，他常常慌不择路，从屋顶
跌在水泥地上，
“啪啪”
直响；他从水面又跳到
荷上，声音清脆而响亮；他常常邀狂风做伴，
拉雷电助威，
“ 噼里啪啦”声中夹杂着雷电轰
鸣，狂风怒吼，似一场激越的战斗，又似一曲
激昂的交响乐。
秋雨是成熟的中年人。他的话语是那样

的厚重，又显出一丝苍凉。他滴在树叶上，滴
在菊花上，滴在梧桐上，一声声，是那样的分
明，又是那样的含混，带着一丝叹息与留恋，
带着季节转换、天气转凉的感喟与无奈，
“秋
风秋雨愁煞人”
。
冬雨是敦厚的老人。他来得很少，时间
也不长，他忽而亮如白豆，忽而细如白丝，他
有时打在地面“啪啪”响，有时落在身上如白
毛。冬天的夜晚，坐在火炉边，听外面冬雨降
临的声音，他不疾不徐地飘着，像二胡的凄
咽，又像小提琴般温婉。不知不觉间，你就走
进梦乡，
走进冬雨的梦呓。
听，
雨又落下来了，这美丽的精灵。
听雨，听四季的雨，倾听来自大自然的天
籁之音，或细腻、或热烈、或伤感、或深沉。这
何尝不是四种人生的感慨，命运的际遇。听
雨，
悟的就是人生的千姿百态。
如东县双甸小学四（4）班 杨许俊杰
指导老师 陈娉婷

秋姑娘
秋天来啦！秋姑娘向我们走来。
秋姑娘走进树林，把树叶涂成红色和
黄色的。树叶有的像小蝴蝶，有的像黄莺，
在天空中展翅飞翔。
秋姑娘走进果园，画出美丽的苹果小
姐，穿着红红的裙子；画出小巧玲珑的橘子
妹妹，安安静静地趴在树枝上。石榴咧嘴
开怀地笑着，露出一排排整齐的牙齿。一
串串葡萄好像一串紫珍珠，美丽极啦！还
有黄澄澄的柿子，又大又圆，散发出诱人的
香味。
秋姑娘给大自然绘制了一幅幅美丽的
图画，
她带着独特的魅力从我们身边经过，
让
我们体验到收获的快乐。我爱你，
秋姑娘！
如东县双甸小学四（1）班 吴梓涵
指导老师 丛 璐

瞧这一家子
我的文具盒里住着几位成员：细长尖
锐的铅笔、经久耐用的钢笔、娇小玲珑的橡
皮擦，还有透明光滑的直尺。他们虽然性
格不同，
但相处融洽。
文具盒里的“小不点”
——橡皮擦妹妹
最爱臭美。她每天总把身体“洗”
得干干净
净，洁白如玉。每次铅笔写了错字，她都极
不情愿地去擦，心里嘀咕：
“脏兮兮的，真讨
厌，
偏偏要用我美丽
‘皮肤’
去擦！唉，
命苦！
”
铅笔先生可就更惨了，每次写完字后，
笔芯断了，我用转笔刀削时，铅笔先生疼得
大叫：
“轻点，轻点，疼死我了！”最后，铅笔
先生还是忍着疼，被削尖了。
直尺小姐的皮肤可是金枝玉叶。有一
次，我画直线时一不小心，把墨弄到了直尺
小姐的皮肤上，她一肚子怨气，说：
“ 真恶
心，
竟然把墨水往我身上弄！”
钢笔哥哥是最勇敢的。一天，我写完
字就把钢笔搁下，可一不小心，钢笔哥哥从
桌上滚到地上，头出“血”了！可他还是爬
起来，勇敢地说：
“我不痛！”
有一天，我做完作业，文具盒被调皮
的猫撞翻了，哈哈，这一家子又该有好戏
看啦……
如东县双甸小学五（3）班 桑梦琪
指导老师 王菊红

报分数
俗话说：
“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可见，分数对于我们学生
来说是多么重要。可以说，每个报分数的
时刻，都是
“惊心动魄”
的。
今天，考了数学。到了下午，数学老师
终于捧着一堆卷子走进教室。当我们看见
老师满脸乌云，就知道这次肯定又要下“雷
阵雨”了。只见老师报道：
“叶紫轩 99，钱吴
睿 88，陆笑岩 72……”报了许久，也没报到
我，眼看老师手中的一叠卷子越来越薄，我
不禁慌了，心里好像有一万只小鹿在乱撞，
感觉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快喘不过气来
了：
“我会考 70 分以下吗？如果考不好怎么
办？会不会被骂呢？”我心里的疑问如泉水
一般涌出，嘴里情不自禁念道：
“ 如来佛祖
啊！观音菩萨啊！太上老君啊！玉皇大帝
啊！保佑我吧！”我一边念，一边不停地作
揖、画十字。
直到我听到“戴陈畅 95”时，心中的大
石头才“砰”的一声落地。拿到试卷，我自
己都不敢相信，我这个数学学渣，居然能考
到这么高的分数。我悄悄掐了一下自己的
大腿，真疼，可我心里乐开了花，要不是在
课上，我早就欢呼雀跃了。
“95！95！这个分数真是太美了。”在
回家的路上，我大步流星，心里美滋滋地
想：
“ 妈妈会怎么奖励我呢？蛋炒饭？不是
不是。可乐鸡翅？不是不是。肯德基还是百
基拉呢？
”
想到这儿，
我不由咽了咽口水。一
到家，
我便把分数告诉了妈妈，
妈妈立刻从家
务活中挣脱出来，
一把抱住我，
大笑道：
“儿子
啊，
你终于懂事了！肯德基走起！
”
这次的分数让我获得了奖励，那下次
呢？哎，
每个报分数的时刻，
可真是难熬呀！
如东县双甸小学六（4）班 戴陈畅
指导老师 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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