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空蔚蓝袁阳光灿烂遥 盼望
了几年的实践活动终于到来了遥
怀着激动和憧憬袁 我们登上大
巴袁前往向往已久的地方要要要曹
王遥 安静的车厢洋溢着兴奋的光
彩袁每个人都在心中大喊院向快
乐出发浴

走进实践基地袁一
草一木都是那么新奇袁
宿舍生活更是其乐融
融袁以往一起学习的小
伙伴袁如今吃住也不分
开了遥 宿舍里洋溢着
家的气息袁你帮我铺一
铺床单袁我和你套一套
被子遥 你去倒垃圾袁我
们来拖地遥 不一会儿袁
宿舍就焕然一新了遥
我们坐在床上聊天吃
零食袁感受劳动后的喜
悦遥

晚上太兴奋了袁 睡不着袁大
家回忆白天的趣事袁咯咯的笑声
充满了整个宿舍袁愉快的感觉荡
漾在每个人的心头遥

曹王实践基地为同学们准
备了丰富多彩的课程院 创意陶
吧尧中国结艺尧多米诺骨牌尧电子
积木尧航模制作尧安全园地遥 其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真人 CS遥 活

动前袁大家摩拳擦掌袁准备决一
死战遥 来到野战场冶袁我们换上装
备袁 对战双方冲向各自的战地袁
周围的草尧树尧油罐仿佛都成了
我的战友袁 随时为我挡住 野子
弹冶遥 我们在队长的带领下袁根据
所处地势袁 安排了各种作战方

案袁如包抄尧围剿尧冲锋陷阵尧死
守和诱敌深入等遥 队员们奋力抗
敌袁场上一片枪林弹雨,不时传来
野啊袁我死了冶野啊袁快逃冶这样的
声音遥 场面激烈袁真是过瘾浴

从这些有趣的活动中袁我们
明白了要勇于承担尧团结合作的
道理遥 曹王生活袁是我们人生旅
途中精彩的一站遥

(指导老师院王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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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袁森林里热闹极了浴 原
来在举行运木头大赛呢遥参赛的
选手有小熊尧小猪和小猴遥 小动

物们都觉得袁
冠军一定是小
熊袁 因为他非
常强壮遥

比赛开始
了袁 小熊看着
又粗又大的木
头袁心想:我可
是森林里的大
力士袁 我可以
把木头扛在肩
上遥 小熊三下
五除二把木头
扛在肩上袁大
步向前走遥 不

一会儿袁他累得满头大汗遥 小猪
看看熊大哥袁心想:我没有熊大哥
的力气大袁扛不动木头遥突然袁他

发现木头是圆的袁 高兴地说:野我
可以用滚的方法呀浴 冶他用鼻子
把木头往前拱袁用手把木头往前
推袁不一会儿袁也累得气喘吁吁遥
瘦小的猴弟弟心想:我推不动袁也
扛不动袁怎么办呢钥突然袁它看见
旁边有一条小河袁 一拍脑门袁有
了遥 他找了一根绳子袁把绳子拴
在木头上袁 把木头推进河里袁小
河里的水带着木头往前漂流袁小
猴牵着绳子往前走袁 像遛狗似
的袁轻轻松松袁一会儿就到了终
点遥

小动物们都很惊讶袁小猴居
然是第一名浴原来小猴是用科学
的方法赢得了冠军袁动物们都为
小猴竖起了大拇指遥

渊指导老师院邓少丽冤

据说很久以前袁有一位田
螺姑娘袁十分善良袁爱帮助人袁
而在我家袁也出现了一位总为
别人着想的田螺姑娘!

那天我放学回家袁一进门
就闻到一股香味袁我摸摸早已
饿得空空如也的肚子袁朝飘着
香味的地方奔去遥 哇袁红烧鱼尧
红烧狮子头尧韭菜炒肉丝尧小鸡
炖蘑菇噎噎简直是满汉全席浴
我二话不说袁操起筷子一阵野风
卷残云冶遥 爸爸妈妈到家一看袁
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袁难
道真的是野田螺姑娘冶大驾光临
啦?

我满腹孤疑院到底谁是野田
螺姑娘冶钥 我猫着腰尧弓着背尧
蹑手蹑脚走进厨房袁只见一个
老人步履蹒跚袁一会儿洗刷餐
具袁一会儿打扫厨房袁是外婆浴
我张了张嘴袁却哑然失声袁想亲
热地叫一声外婆袁声音却堵在
了喉咙口袁心中涌动着一股暖
流袁眼前浮现出去外婆家的情
景遥 每次去袁她总会乐滋滋地
给我们做一桌香喷喷的好菜袁

吃得我满嘴油光遥 临走时袁外
婆还会送上自家种的各种蔬
菜袁亲手包的饺子尧粽子袁亲手
织的毛衣噎噎我们总是拎着沉
甸甸的大包尧小包袁满载而归遥
外婆就是我们家的 野田螺姑
娘冶浴 想到这儿袁我不禁热泪盈
眶遥

传说中的野田螺姑娘冶是美
丽善良的袁我家的野田螺姑娘冶
虽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袁但
一样慈祥美丽遥 我爱我家的
野田螺姑娘冶浴

(指导老师院刘书兰冤

蟹爪兰
四渊19冤班 杨周熠
在我家的阳台上袁 有着

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遥 其中袁
我最喜欢那盆盛开着的蟹爪
兰遥

蟹爪兰长得很茂盛袁一
根根枝条弯曲低垂着袁 远远
望去袁 就像是小姑娘的麻花
辫遥 当你走近时袁你会发现它
的枝条非常有特点袁 一节一
节的袁 而且每一节的边缘还
带有一些小齿和毛刺袁 活像
一只只大螃蟹的爪子袁我想袁
这一定就是它名字的由来
吧遥

如果你再仔细观察袁你
还会发现它枝条的颜色也是
有变化的袁上端是绿色的袁往
下逐渐有了隐隐约约的红
色袁 到了顶端就全部都是红
色了袁 刚好和盛开的花朵巧
妙地连接在一起袁 显得十分
协调遥 蟹爪兰的花火红火红
的袁 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焰袁在绿色枝条的映衬下袁显
得格外美丽遥

这就是我家的蟹爪兰袁
美丽而独特袁 它装扮了我家
的阳台袁也装点了我的生活浴

渊指导老师院仲家丽冤

那天我上完补习班袁老师
来通知我院野你妈妈刚才打来电
话袁说她有急事袁让你在教室等
一下她遥 冶我随口一说院野没事袁
老师袁我可以自己走回家浴 冶

天呐袁我一个人走夜路袁最
近这儿的灯坏了袁好黑啊浴 不
过我心里还是想走夜路的袁这
样才能证明我是一个男子汉
嘛浴

我背起书包上路了遥 路上
寒风瑟瑟袁周围的一切都静得
可怕遥 我真后悔说自己回家那
句话呀袁现在嘴的反应怎么突
然比脑子还快了钥 我想收回那
句话遥 可是袁我现在只好硬着
头皮一个人走了遥

我很害怕袁这时候袁一阵狂
风袭来袁可是空气凝固了袁仿佛

一只老虎在附近伺机而动遥 月
光洒到了旁边的树叶上袁好像
老虎的牙齿闪着寒光袁想要一
口吞掉我遥 我的心脏像大象在
赛跑一样袁野扑通袁扑通冶地跳袁
恐惧像爬山虎一样蔓延到我的
全身遥 我直直地往前快走袁一
刻也不敢停留遥 突然袁路旁的
草丛里响起一阵杂声袁我的心
跳更加快了袁 让我难以呼吸遥
哇浴 一个黑影从草丛里窜了出
来遥呼浴原来是一只小猫袁害我
虚惊一场噎噎

终于到家了袁我心里悬着
的大石头总算落地了袁一路上
提心吊胆的袁现在不害怕了袁我
长大了遥 家里的温暖袁使夜路
不再黑暗袁使行人不再匆匆遥

渊指导老师院房春传冤

今天袁石老师给我们做了一
个十分有趣的实验要要要鸡蛋跳
舞遥 一听这实验名字袁小伙伴们
是不是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袁
鸡蛋究竟是怎么跳舞的钥 别急袁
且听我细细道来遥

上课铃一响袁石老师捧着一
个大水杯尧一根玻璃棒尧一袋盐
和一枚鸡蛋走进了教室袁说院野今

天我让大家开开眼界袁请鸡蛋在
水里跳舞遥 冶我们一听这与众不
同的开场白袁都懵了浴 不知道老
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
彩节目袁只有拭目以待了遥

只见石老师先把水杯里装
上大半杯水袁再将那枚鸡蛋轻轻
地放进去袁看着它缓缓沉下去后
说道院野大家看仔细了袁马上就是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袁我要让鸡蛋
浮起来跳个舞给大家看遥 冶随后
就见石老师往水杯里加了一把
盐袁 用玻璃棒在里头搅拌起来遥
我们都瞪大眼睛盯着袁可没见鸡
蛋浮起来遥石老师赶紧往里面又
加了一把盐袁再搅袁还是没浮起
来遥这时袁石老师有些急了袁一狠
心袁又加了一大把盐袁都够腌半
斤咸肉了袁然后继续搅遥 这次终
于成功了袁只见鸡蛋慢慢地浮了
起来袁露出一小半在水面袁晃来
晃去袁就像是在跳舞一样遥 野哇浴

真的好神奇耶浴 冶不少小伙伴都
发出这样的感叹遥石老师也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遥

我们都很纳闷袁为什么一开
始鸡蛋沉在水底袁往水里加上盐
以后袁它就浮起来了呢钥 老师看
到了我们眼中的迷惑袁 解释道院
野同学们袁 让我来告诉你们鸡蛋
为什么会浮起来吧浴那是因为相
对密度越大的东西袁越往下遥 一
开始袁 鸡蛋的密度比纯水大袁所
以它沉在水底袁而往水里加上盐
以后变成了盐水袁这时盐水的密
度又比鸡蛋大了袁所以鸡蛋就浮
起来了袁大家明白了吗钥 冶

哦浴 原来是这么回事袁小伙
伴们都恍然大悟遥看来生活中处
处皆学问遥 只要仔细观察袁寻根
问底袁每一种有趣或奇特的现象
当中我们都能找到它存在的科
学依据遥

渊指导老师院仲庆明冤

野我有扬州鹤袁 谁存邵伯
棠冶袁清明期间袁我和爸爸游玩
了邵伯镇袁 闻到了邵伯镇的古
味遥

走在邵伯大运河的小道
上袁绿草如茵袁繁花似锦遥 碧柳
亭亭玉立袁 仿佛是一位少女在
梳妆打扮遥 柳枝就像一道绿色
的瀑布袁一泻而下遥那抽出的嫩
芽就像一个个波浪遥站在河边袁
只见河面清澈见底袁 鱼儿在水
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袁 给古
镇邵伯带来了无限的生机遥

沿着小道一直往前走袁我
们来到了邵伯古镇遥一条石街袁
四周鸦雀无声袁 只听见潺潺的
流水声在耳畔环绕袁 给我一种
谧静的感受遥 羊肠小道边的房
屋许多都是古代的袁十分陈旧袁
我仿佛回到了古代遥 四下空荡
荡的袁空巷无人袁但也有几户人
家要要要小桥流水遥 街道有的由
长条古石铺成袁 有的是方古砖
铺成袁参差不齐袁给人一种古色
古香的味道遥我走在古道上袁看
着古代房屋袁感到心旷神怡遥

我们走出邵伯古镇袁 来到
运河码头袁 只见那儿的船只数
不胜数袁目不暇接遥我顺着台阶
走了下去袁 河正中有一个指航
灯遥我仿佛看到夜深人静袁指航
灯便会点亮袁 指引船只前进的
方向遥

我们顺着小道走袁 看见了
一道奇特的桥遥 石头坝上游的
水比下游的水高 10米左右袁大
坝上有许多缝隙袁 当上游的水
涌向下游时袁 便从这些缝隙中
流下来遥 让我们惊叹不已袁无
不佩服设计师的智慧遥

最后袁我们来到了斗牛亭遥
那里一只大铁牛袁高 1米多袁宽
2米袁重量达到了 2吨浴它的头
低垂着袁露出了它的犄角袁气势
汹汹袁仿佛马上就要用它的野利
刃冶顶人了浴我赞叹道院野这是我
国的瑰宝袁 是设计师智慧的结
晶啊浴 冶

渐渐地袁野青山断夕阳冶袁我
和爸爸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运
河畔遥

渊指导老师院蒋淑贞冤

巧运木头 二渊12冤班 张瑾萱
我家的“田螺姑娘”

四渊21冤班 谈若琳

精彩一站 五渊23冤班 刘子川

一次有趣的实验 五渊5冤班 唐天乐

走夜路 四渊15冤班 马逸成

游邵伯镇 五渊18冤班 张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