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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周刊/小记习作
可爱的雪儿

今天我放学回家时，遇见了邻居家的小
狗，它的名字叫雪儿，我经常和它一起玩游
戏，还喂它骨头吃呢。
雪儿一身洁白的毛发，像涂了油一样光
滑；它的双耳是下垂的，但只要有一点儿动
静，两只耳朵就会直竖起来，敏锐地捕捉每一
个细小的声音；它的眼睛又圆又大，像两颗乌
黑发亮的珍珠；它的鼻子非常灵敏，如果和它
玩捉迷藏，它准能闻着你的足迹，把你找出
来；它樱桃似的小嘴里长着锋利的牙齿，就连
木棒都能咬断；四只小短腿非常结实有力，跑
起来谁也追不上；一条小尾巴摇啊摇的，十分
快活的样子。
吃完晚饭，我带了两根鸡骨头，和妈妈一
起去散步。雪儿闻到了香味，便冲了过来，冲
着我手里的鸡骨头汪汪大叫。我把鸡骨头扔
给它，它立刻扑上来，用前爪抓住骨头，警惕
地向四周望望，生怕有其他伙伴抢它的美
食。见没有动静，才放心地啃起来，吃得可香
了！吃完了，它满足地摇摇尾巴，冲我亲切地
叫了两声，好像在说：
“谢谢你啊，下次有骨头
别忘了再给我送来。”然后就摇头晃脑地回家
去了。
这就是可爱又有趣的小狗雪儿，相信你
们一定会喜欢它的。
南通市城中小学三（9）班 曹子祺
指导老师 顾晓燕

要雾不要霾
最近早晨拉开窗帘，外面都是灰茫茫的
一片，远处的高楼看不见了，近处的高架桥也
是若隐若现。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把手、车
座上都湿漉漉的。妈妈说：
“今天雾真大！”雾
是无害的，它是悬浮于地面的空气中的微小
水滴或冰晶，所以，身处其中的人和物，常常
会被蒙上一层水汽。
到了中午，太阳渐渐出来了，雾应该散去
了，可操场上、天空中还是灰蒙蒙的一片，整
个世界像被一大块沾满灰尘的玻璃挡住了，
这就是霾。霾是空气中肉眼无法分辨的大量
微粒，含有大量的颗粒、灰尘、病毒等，会给我
们带来各种疾病。
原来的雾天，一点也不影响同学们在室
外玩耍：踢足球、做游戏……那感觉就像在仙
境里一样。而现在的雾霾天气呢，不谈出去
玩了，还得避免一切户外活动。不得以需要
在外面行走，
还需要戴上专业防护口罩。
大 家 谈 霾 变 色 ，都 是 因 为 霾 的 危 害 严
重。雾霾天都是灰蒙蒙的，见不到灿烂的阳
光，我们的心情也灿烂不起来了。吸入的雾
霾还会损伤我们的呼吸道，身边好多同学都
有鼻炎、支气管炎、哮喘、肺炎等各种各样的
问题。听说雾霾还能引起皮肤的损害，真是
太可怕了！
听妈妈说，她们小时候只有雾天，从来没
听说过还有雾霾天。而现在，全球污染最严
重的十个城市，有七个是中国的……所以，我
们要从现在开始好好保护环境，多植树，少开
私家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骑电动车等
绿色出行，让霾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南通市永兴小学四（3）班 毛天陈
指导老师 支灿灿

窗外即景
我的书桌朝着落地窗，这扇窗户会在不
同的时段变换着不一样的风景，像极了一幅
幅天然的油画。
早晨，看着丝丝缕缕如金似银般透明的
阳光洒向大地时，那一片屹立在海港引河畔
的水杉树林，像英勇的卫士守卫着这块居民
深爱着的土地。树上的一枝一叶，记录着我
的成功、奇思妙想与不经意间的幸福……午
后，海港引河在暖暖的冬阳照耀下缓缓地流
动，像一匹被风吹皱的绿绸缎。每每遇到学
习中待解的难题时，望一望它，就会觉得知识
像海港引河的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你的
脑海……黄昏，夕阳紧贴着地平线洒下万丈
光芒，像给世间万物镀了一层金，这些金光也
悄悄地钻进了父母眼角细小的皱纹里……夜
晚，美丽的夜空点缀着闪闪繁星，让人不由深
深地沉醉。广寒宫中的嫦娥是不是也十岁了
呢？吴刚那棵“砍不倒”的桂树已经自动修复
十次了吧？玉兔是不是捣了十次药了呢……
此景，
岂不美哉！吾家窗外即景，
妙哉！
通师二附五（3）班 常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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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声音牵动我的心灵
“粗胚淬火后，把把显峥嵘。貌似泥为
杯与杯碰撞出了林籁泉韵，壶与盖敲击出了
骨，敲之金玉声。”这“叮叮当当”似金玉、似
婉转悠扬；品，唇与杯间的芬芳，品咂出紫砂
冰珠的清脆之声直抵我内心深处，这是紫砂
壶的岁月滋味……
壶，
是爷爷手捧多年的紫砂壶。
爷爷爱喝的茶类丰富，但当他坐在阳台
爷爷的画室里总是藏着许多宝贝，精
上与奶奶一同读报纸时，壶里总会是一股茉
细巧妙的剪纸刻画、灵动潇洒的书法精品、
莉的清甜。见多了这场面，禁不住多问两
色彩多样的水粉画，作品一张张、一幅幅被
句，明白其中的用心。奶奶的腿不便走动，
细致地裱起来，挂满了墙。爷爷更多的收
多数的时间都交给读报看画，有时也躺在躺
藏是在画室深处的房间，橱柜里的陶瓷瓶
椅上听听评书，但最喜爱与爷爷有一搭没一
罐已不算是最精美的，唯那木盒里摆着的
搭地说话，时不时呼着爷爷的名字，爷爷也
紫砂壶才是珍爱。
会耐心地应着，我在其中醒悟出一种感情叫
爷爷好茶，喝茶时总要捧出这套茶具。 “你在，就心安”，也知道茉莉花是奶奶的最
茶杯与茶壶的轻触声清脆而悦耳，触动我的
爱，爷爷用他最爱的壶泡奶奶最爱的茶，总
心灵。红棕色的壶伴着一丝温柔的暗紫色，
会觉得是想把她捧在手心里。想到这儿，我
质朴而又沉稳，磨砂的触感让人爱不释手，
似乎听到心灵与心灵碰撞的声音，是爱吗？
壶身上刻着翠竹的图样，茶杯上刻着的是一
是伴你到天荒地老、与你相濡以沫的感觉。
枝枝纤细的叶片，看上去苍劲且挺拔。微掀
像壶杯轻触的声音一样，是无瑕的清澈，是
起壶盖，沁人心脾的茶香满腔萦绕，是绿茶
真诚的质朴，
牵动着我的心灵。
的清新、红茶的馥郁、乌龙茶的醇厚……听，
南通市田家炳中学初二(22)班 顾珈宁

“坑人”
的试卷
今天，我来到教室，发现桌子上放着一
说“还剩 15 秒！”啊，完了，现在我变成火箭
张试卷。什么，要考试？我赶紧放下书包，坐
也来不及了。我又做了两题，就听老师说：
到位置上，抓起试卷，瞪大眼睛看，只见试卷 “停笔！”我看着没有答的题，极不情愿地把
上的抬头写着——联合国“天才试卷”。
“这
试卷交了上去。可老师居然看都不看我答的
是什么试卷啊？”
我心里想着。
题目，直接在试卷上打了一个大大的“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一场考试，要求看
啊，老师，这不可能得“0”分吧？我不是做了
清试卷要求答题。先给大家三分钟时间阅读
几道吗？这不是对我智商的侮辱吗？我彻底
试卷。听我口令，开始！”老师一说完，我便开
崩溃了，
懵里懵懂地回到座位上。
始快速的浏览试卷，发现道道题目都不难。
过了一会儿，老师把试卷发了下来，让
“嘻嘻，过会儿做题目的时候仔细点，我肯定
我们仔细地看一看试卷的背面。我赶紧把试
能拿 100 分！”
我心里沾沾自喜。
卷翻过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盯着看，突然发
“时间到！现在开始答题，时间三分钟！” 现，第 45 题写着：如果你已经读到了这一
老师说。这句话宛如晴天霹雳，把我从得
题，请只在第一面右上角写上你的名字。啊，
100 分的美梦中打醒：
“ 什么？50 道题只做 3
原来这份试卷只要写一下名字！我晕，这可
分钟？
这样的话我爸都不能得 100 分呀！
老师
真是张既坑人又气人的试卷呀！
在搞什么鬼？
唉，
算了，
赶紧做题吧，
能做一题
唉，折腾了半天，原来是老师为我们精
算一题吧。
”
听到同学们的尖叫声、唉声叹气
心设计的大坑，就是让我们长记性：拿到试
声，
我明白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不在少数。
卷一定要认真读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还剩 1 分
今天这个教训足够让我回味一生。
钟！”老师说，我才做到第十题。我有些着急
南通市城中小学四（2）班 姜卫烔
了，加快了速度。当我写到第十四题时，老师
指导老师 虞敏

稻花香里捉鱼乐
整个餐厅里热气腾腾，大家都讨论着，
我一掌抄过去，想把它捞上来。可是打草惊
说笑着，热闹极了。每张桌子上都堆着小山
鱼，它尾巴一甩，赏了我一巴掌和一身的泥。
似的鱼骨头，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这究
我和小伙伴面面相觑，
无奈极了。
竟是怎么回事呢？
请听我一一道来。
我很快发现了第二条鱼，准备找它一雪
去年，我们一家去了贵州，那里有壮观
前耻。这次我有经验了。我偷偷摸了过去，轻
的黄果树瀑布，有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岜莎苗
手轻脚走到它旁边，示意小伙伴跟我一起包
寨，还有美丽神奇的大小荔波，而我最喜欢
抄。
我一只手抓住它的头，
一只手捏住它的大
的还是丹寨的旅程。因为，我在那里的稻田
尾巴。它在我手里使劲挣扎，我一不留神，它
里抓到了好多条稻花鱼，
大获丰收。
“嗖”
地跳了出去，
逃出生天了。
那天早上，我们绕过群山，翻过峻岭，到
我赶快让小伙伴去追它，我也不甘落
达了偏僻而幽静的丹寨。我们在导游阿姨的
后。这下可好，五六个人追一条鱼，哈哈，它
带领下，爬过一座梯田，便到达了一大块稻
再也无路可逃，
终于束手就擒。
田旁。稻子绿油油的，看上去很精神，可是水
就这样，我们不一会儿就抓了七八条
却浑得要命。这么浑浊的水里会有鱼吗？我
鱼，看来晚饭要加菜啦！可是收工的时候，大
刚拿脚碰了一下水，就连忙撤了回来，因为
家互相看看都快笑死了，因为我们脸上、手
实在太凉了，而且下面是深深的淤泥，一脚
上、脚上全是泥巴，
都成了小泥人。
就是一个坑，脚陷进去都拔不出来。
晚餐吃到丹寨特色稻花鱼，味道真鲜美
可是先下去的小朋友东看看，西瞧瞧，
呀！我永远也忘不掉这一段捉鱼的快乐时
猛地大叫一声：
“ 有鱼！”这下我也忘记了水
光。
冷，忘记了淤泥，快速下水，东摇西摆扑腾了
港闸区实验小学四（3）班 顾英锴
过去。果然有条大肥鱼就在稻秆下潜伏着。
指导老师 陆俊

我爱我的
“家”
我有一个家，有疼我的爷爷奶奶，亲爱
的爸爸妈妈；我还有一个“家”，那就是海安
市实验小学四（2）班，有我的“兄弟姐妹”，也
有如家长一样呵护着我的老师们，它在我心
中是那样温馨美好。
走进学校宽敞的大门，穿过绿树成荫的
林荫道，伴着清脆的鸟鸣，走到三楼，就来到
环境优美的这个
“家”
。
我们的家长是幽默而年轻的武老师，她
的话语就像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课上她
给我们传授知识，娓娓动听，引人入胜；课
后，
她对我们嘘寒问暖，
关心着我们的生活。
我的家充满着温暖。这个家还有很多乐
于助人的兄弟姐妹。有一次上体育课，我被
一个突然飞来的足球砸到了脸，牙龈出血，

兄弟姐妹们蜂拥而至，有的拉着我的手，有
的说着安慰的话，有的拍拍我的肩，鼓励我
一定要坚强面对困难。我看着她们一副紧张
可爱的样子，疼痛感也在瞬间消散，一股暖
暖的情意在我的心中流淌着。我们这个家每
周都被评为“优秀班队”，这个月还得了“窗
口班队”呢！我们为了集体荣誉一起努力，一
起拼搏，因为我们都懂得一个道理：
“ 人心
齐，
泰山移。
”
这就是我们团结的家。
我们像花朵一样簇拥在老师身旁，
像 小 树 苗 一 样 汲 取 着 丰 富 的 营 养 ，班 级
就 像 一 个 美 丽 、温 馨 、团 结 的 家 ，我 爱 我
的家——四（2）班。
海安市实验小学四（2）班 卞浏馨
指导老师 武爱兰

日出之美
今天，我早早地起床，和爷爷一起去看
日出。因为还早，天灰蒙蒙的，路上还没几
个人，四周都安安静静的，偶尔传来几声鸟
鸣，空气中满是那青草夹杂着水汽的清新
味道，让我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我和爷
爷来到小区北边的空地上，找了个最佳观
赏点，然后开始静静地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天渐渐亮了起来。天边那
片云彩渐渐染上了美丽的色彩，白中带着
点黄色，
甚至还透着点粉红。
接着，东方的那团朝霞越来越亮，只见
那张红扑扑的小脸蛋就似一个活泼可爱的
小孩子，淘气地就想要蹦出云层，又似一个
害羞的小女孩儿，只露出半张小脸，那半张
小脸是那么红，
红得那么可爱，
红得那么美。
“爷爷，快看！太阳升到树梢上了！”我
兴奋地跳了起来。是啊！这是个多么壮观的
景象啊！太阳就像一顶发着金色光芒的小
鸭舌帽，树都被那漂亮的“小鸭舌帽”染成
了金色。
太阳用它那轻盈而敏捷的动作继续往
上跳，刹那间，太阳把金光全部射了出来。
我的眼睛被刺得睁也睁不开了，我、爷爷、
世界上的万物，一个也不差，全部变成了那
美丽耀眼的颜色——金色。我好像感受到
一只温柔的大手轻轻地、缓缓地抚摸着我
的脸。我轻轻地闭上了双眼，享受着这富有
诗意的快乐。
在太阳的怀抱里，我微笑着，我享受
着，我觉得太阳多么像一位慈祥又宽容的
母亲，给世界万物带来一片光明！
开发区实小新河校区四（12）班 陈辰
指导老师 陈秀芳

共享一辆小破车
我爷爷，他会开车，不是电瓶车，是汽
车。
每天放学都是爷爷接我回家，他早早
地准备零食，提前开车到校门口等我。铃声
打响，一群群孩子像小麻雀一样，表面上在
排队，心已不知飞去哪儿了。这时，爷爷就
站在“家长堆”的最后，踮着脚，伸着脖子张
望。直看到我走到他跟前，他才一低头，咧
开嘴说：
“我都找不到你。”
同学们打趣我：
“你爷爷的车好破。
”
我细
瞅瞅，
真的——掉漆的蓝色，
短小的车身，
泛黄
的车窗。
好面子的我一钻进小车就生气：
“为
什么总是开这辆破车嘛。
”
爷爷好脾气，
耐心
地回复道：
“我就喜欢这破车，
开得时间久了，
有感情的。
”
一路安稳到家。我拎着书包从小破车
里跳出来，
“嗒嗒”地跑去敲门。爷爷就在路
边守着，直到门开了，我进家门，他才摇上
车窗，悄悄地开着小车走了。他得去接放学
比我晚的姐姐。我目送着他的小破车驶出
小区，渐行渐远在车水马龙的尽头，在夕阳
的余晖中消失，却有莫名的酸楚。
六年小学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皆是如此。我和爷爷共享那辆小破车六年。
如今，我已读初中，远离熟悉的家乡，在校
边租房求学。
每天，
自己走路去学校，
再披着
月色走回来。
再无法吃着零食、坐爷爷的小
破车一路摇晃回家。空闲的时候，回家乡看
看爷爷奶奶，奶奶悄声对我们说：
“ 爷爷最
近腰越来越不好，姨妈给他新买的车子，靠
背高的，他也不开，还是开着那辆小破车。”
日暮余晖，笼罩着阳台上剥花生的爷爷。
那
一刻，
时光慢下来。
如果能回到那段与爷爷共享小破车的
日子，就好了。就开那辆小破车吧，在喧嚣
之中，摇晃出曾经的味道。
周子涵

比尾巴
谁的尾巴绕圈圈？
小猪的尾巴绕圈圈。
谁的尾巴断了长？
壁虎的尾巴断了长。
谁的尾巴像扫把？
狐狸的尾巴像扫把。
谁的尾巴像粮库？
绵羊的尾巴像粮库。
谁的尾巴能报警？
海獭的尾巴能报警。
一（4）班 张芷琪
指导老师 闫春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