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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花让生活
更美好
六（25）班 钱博文

在我家阳台上，种有很多的
花草树木，空气自然十分清鲜。
我和爸爸、妈妈看着它们一天天
长大，心中尤为开心。

今年暑假，我去了外婆家。
偶然一次，我看到了“小花农”，
看着这些盆栽，顿时，一种想要
买下一盆的欲望涌上了心头。
我跑到妈妈身边，恳求她买一盆

“含羞草”，妈妈欣然答应，我喜
出望外。回到江都，我立刻打开
包，拿出盆栽，浇上水，等待奇迹
的发生。

过了两天，我往盆里一瞧，
咦？有一块绿色的东西 。我用
手轻轻一点，它周围的土落了下
来，再细看，我开心得上蹦下跳
――它发芽了！之后的每一天
放学我都要先看一看它。

又过了两个星期，它长了不
少，上面的叶子长了出来，下面
的茎干也变得粗壮了许多。我
轻轻一点，它立马合了起来，并
且垂了下去，就像一个害羞的小
姑娘闭上了眼，低下了头，十分
可爱。

过去了一天、两天、三天
……我的含羞草长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茂盛，我的心也是越来越
愉快。渐渐地，它盖住了盆子，
还长出了粉红的小花苞。不久
花也开了，花的中心是黄色的，
一根根粉红色的“线”向外伸着，
真美啊！我乐开了花，迫不及待
地拿来妈妈的手机，连忙拍了个
视频发给我亲爱的姐姐，让她分
享我的成果。

说实话，养花真让人有成就
感，同时还考验了我的耐心，我
真快乐啊！ (指导老师:何美霞)

树荫下的思念
六（2）班 何兆珉

我的幼年时光是在门口那片
树荫下度过的，充满了欢声笑
语。几年过去了，树长得更茂盛
了。卡车还停在路边，曾经的“大
本营”还立在那，可小伙伴，却不
见了。

在我开始记事起，我一天只
有三件事：吃饭、玩和睡。一下
楼，定能看到两三个小伙伴在楼
下玩。这时我们就开始商议玩
法，于是坐在树荫下谈论起来。
有时一直吵到中午，还没有决定，
于是，大家一边高喊“休战”，一边
去“补充军粮”了。每天我们都在
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这些活动。有
时是捉迷藏，跑得气喘不过来，一
直到家还是“啊 啊 .......”地喘
气。但等休息一会后，我又笑着
跑出了门外。有时是玩滑板，好
几次被别人的滑板撞飞，但是把
伤口拍拍，又投入进大家的活动
中去。更绝的是放爆竹，把小擦
炮扔进下水道，一直没响，我过去
一看，忽然“咚”一声，我白白的衣
服沾上了“黑珍珠”，我就扮成僵
尸去抓他们。

坐在依旧浓密的树荫下，阳
光依然明媚，但心中总是空落落
的，是什么让孩子们不再在树荫
下玩耍了呢？落叶又勾走了我的
思绪…… (指导老师：黄永红)

一张瓜子脸上嵌着两只
黑宝石似的眼睛，高挺的鼻梁
下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她
就是我的妹妹——恬恬。

恬恬只有 7岁，你可别看
她年纪小，做起事来却有条有
理，说起话来像个小大人似
的。记得那次，我们一起去上
海迪士尼公园玩。那时她只
有 5岁，我们正排队等待与迪
士尼公主合影，在我们的队伍
后面有一位外国小姑娘也在
排队。这个小姑娘一头金发

扎成丸子头，额头还戴着米妮
发箍，蓝蓝的大眼睛忽闪忽闪
的，可爱极了！她身穿一条有
着许多小花装饰的墨绿色的
裙子，手里还拿着一个小玩
偶，她看起来和恬恬一样大。
我们看到这个外国小姑娘都
很新奇，但谁都不知道怎么和
她交流。只见恬恬先是盯住
她手上的那个小玩偶，然后，
她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朝小
姑娘招了招手。小姑娘高兴
地笑了，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恬恬继续又叽里咕噜地说了
一大堆中文，那位小姑娘似懂
非懂地点了点头。恬恬又打
起了肢体语言，两个人聊了一
会，最终外国小姑娘将小玩偶
递给了恬恬，她们一起玩了起
来。看着她们默契的样子，我
们都竖起大拇指，夸赞恬恬真
是个小能人。

这就是“小能人”恬恬，一
个活泼开朗，人见人爱的小女
孩。

(指导老师：任建秋)

爸爸玩手机
四（13）班 吴非繁

我的爸爸很喜欢玩手机，
都快走火入魔了。

瞧，他一回家就急忙躺上
床，盖好被子，头靠着枕头，跷
着二郎腿，手托着下巴，面无表
情地死盯着手机，眼睛眨也不
眨。我跟他打招呼：“我回来
了，爸！”以为能引起他的注意，
他却头也不抬，只把眼皮往上
一翻，瞟了我一眼：“噢，知道
了，快去写作业！”他的注意力
又马上返回了手机。

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他
说：“你瞧你，什么样子！下
去！我要收拾床！”爸爸捧着手
机下了床，手挠着后脑勺，边走
边玩，拖鞋都忘了穿。他迅速
转移到沙发上，两只脚随意地
搭在茶几上。我对他说：“爸，
你别玩了，陪我一会儿！”他瞪
我一眼说：“我在忙重要的事，
别烦我！”妈妈也对他说：“你还
玩手机，眼睛都不要了？你怎
么给儿子做榜样的！”手机就像
他的“命根子”，一天不玩就痛
不欲生，六神无主。

我不明白，大人们为何这
么爱玩手机？玩手机好像是他
们每天都要做的事。爸爸、妈
妈们请你们放下手机，多陪陪
身边的人吧！

(指导老师:彭晶)

今天中午，妈妈见太阳
好，于是就把阳台上的植物都
搬到外面的窗台上晒太阳。
一直到晚上天黑了，她都没有
搬回来，还是在我的提醒下，
妈妈才急急忙忙地去阳台上
搬花。

“糟糕啦！”随着妈妈的一
声大喊，我跑去阳台一看 才
知道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情，
原来粗心的妈妈不光没有把
花搬回来，连阳台上的纱窗她
都忘记关上了。

“嗡嗡嗡……”阳台上连

绵不绝的“乐曲”，听得人是
“毛骨悚然”，我仰天长叹一口
气说道：“今天晚上注定会是
个不眠夜啊！”

一场激烈的“人蚊大战”
正式拉开序幕。在妈妈的指
挥下，我拿来了电蚊拍，只见
我左一挥，右一拍，随着电蚊
拍上炸起的“滋滋”声，好几只
蚊子已经阵亡了。当然，其中
也不乏狡猾的蚊子，它们不停
地在我的脚边徘徊，瞅准机会
就咬我一口，一下子我的小腿
就奇痒无比，鼓了好几个大

包。这时，妈妈小声地对我
说：“我们改变一下策略吧。”
就在蚊子又借机想咬我的时
候，“啪啪啪”的几声脆响，蚊
子被妈妈打死在了我的小腿
上，唉……我的腿这时也开始
火辣辣地疼起来了。我总算
是明白了，妈妈这是用我的腿
来当诱饵啊！

这场“人蚊战斗”，持续了
好几个小时，搞得我疲惫不
堪，蚊子实在是太讨厌了。

(指导老师：毛鹤美)

音乐喷泉
四（22）班 孙思语

水乡小镇让我们赏心悦目，
游乐场让我们兴奋不已……暑
假，我们一家去了西安音乐喷泉
赏景。

进入景区，各种喷泉映入我
的眼帘，有的“喷水上天”，有的四
面洒水，有的“大鱼吐水”……不
知有多少孩子在喷泉下乘凉、玩
耍，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下午五点左右，我们来到了
音乐泉。泉上有个大莲花，“叮叮
叮”的声音连响三遍，它随着音乐
慢慢打开，莲花中坐着一个可爱
的小娃娃，顿时人声鼎沸。莲花
慢慢地转啊，转啊……七点了，莲
花完全打开。只见表演泉中一阵
红，一阵黄，一阵蓝……水一下升
天，一下吐水，一下散“花”。远处
墙壁的投影颜色一会儿变成花，
一会儿变成鱼，一会儿“红蓝共
舞”……音乐一时甜美，一时低沉
……人群本是一片沸腾，后来一
秒陶醉，一秒欢乐，一秒惊讶……
惊讶？水升得太高，直冲云霄。
怎能不惊？

音乐喷泉的色，五颜六色；音
乐喷泉的水，千姿百态；音乐喷泉
的墙，瞬息万变；音乐喷泉的乐，
无与伦比；音乐喷泉的人，流连忘
返！

西安音乐喷泉，一处仙境，你
心动了吗？ (指导老师:郜小燕)

今天，石老师给我们做了
一个十分有趣的实验——鸡蛋
跳舞。一听这实验名字，小伙
伴们是不是就迫不及待地想要
知道，鸡蛋究竟是怎么跳舞
的？别急，且听我细细道来。

上课铃一响，石老师捧着
一个大水杯、一根玻璃棒、一袋
盐和一枚鸡蛋走进了教室，说：

“今天我让大家开开眼界，请鸡
蛋在水里跳舞。”我们一听这与
众不同的开场白，都懵了，只有
拭目以待了。只见石老师先把
水杯里装上大半杯水，再将那
枚鸡蛋轻轻地放进去，看着它
缓缓沉下去后，说道：“大家看
仔细了，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

时刻了，我要让鸡蛋浮起来跳
个舞给大家看。”随后就见石
老师往水杯里加了一把盐，用
玻璃棒在里头搅拌起来。我
们都瞪大眼睛盯着，可没见鸡
蛋浮起来。石老师赶紧往里
面又加了一把盐，再搅，还是
没浮起来。这时石老师有些
急了，一狠心，又加了一大把
盐，然后继续搅。这次终于成
功了，只见鸡蛋慢慢地浮了起
来，露出一小半在水面上，晃
来晃去，就像是在跳舞一样。

“哇！真的好神奇耶！”不少小
伙伴都发出来这样的感叹。
石老师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都很纳闷，为什么一

开始鸡蛋沉在水底，往水里加
上盐以后，它就浮起来了呢？
老师看到了我们眼中的迷惑，
解释道：“同学们，让我来告诉
你们原理吧！那是因为相对
密度越大的东西，越在下。一
开始，鸡蛋的密度比纯水大，
所以它沉在水底，而往水里加
上盐以后变成了盐水，这时盐
水的密度又比鸡蛋大了，所以
鸡蛋就浮起来了，大家明白了
吗？”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小
伙伴们都恍然大悟。看来生
活中处处皆学问啊！

(指导老师:仲庆明)

“我有扬州鹤，谁存邵伯
棠。”清明期间，我和爸爸游玩
了邵伯镇，闻到了邵伯镇的古
味。

走在邵伯大运河沿岸的
小道上，我看到了绿草如茵，
繁花似锦。碧柳亭亭玉立，仿
佛是少女在梳妆打扮。站在
河边，只见河面清澈见底，鱼
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
去，给古镇邵伯带来了无限的
生机。

沿着小道一直往前走，我
们来到了邵伯古镇。一条石
街，四周鸦雀无声，只有潺潺
的流水声在耳畔环绕。街两
边的房屋十分陈旧，四下空荡
荡的，但也有几户人家，真乃
小桥流水人家啊！街道有的
由长条古石铺成，有的是方古
砖铺成，散发着古色古香的味

道。走在古道上，看着旧式房
屋，我的心沉静了许多。

走出邵伯古镇，我们来到
运河码头，只见那儿的船只数
不胜数，让人目不暇接。我顺

着台阶走下去，河正中有一个
指航灯。我仿佛看到夜深人
静时，指航灯点亮，指引船只
前进的方向。

渐渐地，“青山断夕阳”，
我和爸爸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世界遗产之一——“大运河”。

(指导老师：蒋淑贞)

小能人“恬恬” 四（4）班 万诗宁

人蚊大战 四（17）班 曹轶萱

一次有趣的实验 六（5）班 唐天乐

游邵伯古镇游邵伯古镇 六（18）班 张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