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物情缘

小狗Puppy
我家养了一只小狗，名叫

Puppy。
它是一只白色银狐犬，性格非

常温顺。家里来了客人时，它不会
大声喊叫，只是斯文地看着。吃饭
时它也只会蹭蹭你的腿，而不是像
别的狗一样跳起来抢。

当你把食物往地上一放，它会
迈着优雅的步伐跑来，先舔一舔，
再嚼一嚼，最后才“吧嗒吧嗒”地吃
起来。虽然吃起食物来动作很快，
但吃相依然很优雅哩！

它也很可爱，活像个小孩子。

它爱吃山楂片、奶片、火腿肠、牛肉
棒，这些都是它的零食！它馋嘴
时，会用萌萌的眼神望着你，这种
萌萌眼神，没人能抵挡。

当你拿着一个零食逗弄它并
稍微举高一点让它够不着时，它一
着急就会搞笑地用两只后腿“站”
起来，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

它又很勇敢。出门遛弯时，当
看到别的大狗，即使身材比自己大
两倍，它也无所畏惧，仍旧挺着身，
显出一点儿可爱的威严！见到小
猫，它就更威风了，时常会冲着小

猫“汪”个几下过过瘾！
最有趣儿的是，它还会“狗拿

耗子”！只要你一喊：“老鼠，有老
鼠！”它便立刻打起精神来，摇摇那
可爱的小尾巴，小眼睛放射出警戒
的目光！见到小灰鼠，它会毫不留
情，说咬就咬。真是个捉鼠小能
手！老鼠也不敢兴风作浪了！

它就是我们家又乖又听话、有
趣又尽职的小狗Puppy，小伙伴
们，你们想和它一起玩吗？

后标营小学五（1）班 贺扬清
指导老师 马鸿 左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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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感悟

四季的歌

《夺冠》观后感
这一天，爸爸像变魔术似的从

口袋里掏出两张《夺冠》的电影
票。我一把夺过，迫不及待地对妈
妈说：“妈妈，妈妈，我们下午就去
看电影好不好？”我边说边摇晃着
妈妈的手，妈妈微笑地说：“好，宝
贝，如你所愿！”

下午，我坐在电影院，身临其
境感受中国女排的夺冠历程。这
一路有波折，有艰辛，有欢笑，有
泪水，最可贵的不是一次次胜利，
而是坚持不懈的中国女排精神。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
1981年女排世界杯决赛现场，面
对实力强劲的东道主日本队，在
决胜局比分落后的不利形势下，
女排姑娘咬紧牙关拼搏到底，随着
“铁榔头”郎平一记重扣，中国队以
3：2险胜，“三大球”首个世界冠军
诞生了！

看完整部电影后，我热血沸
腾，感触深刻。我要向中国女排
学习，更加勤奋好学，拼尽全力去
“夺冠”！

三牌楼小学三（3）班 张以彤
指导老师 朱颖华

人物素描 “宝藏”老师
大地妈妈珍藏着人类的宝藏，

夜色星空珍藏着宇宙的宝藏，我的
老师中也有一位“宝藏”老师。

瞧！她正手握语文书，面带微
笑地向我们走来。她中等个子，纤
瘦的身影，洁白的皮肤，卷卷的短
发，智慧的双眸。她美丽的外表、
银铃般的声音里，藏着一颗从教二
十多年来严厉而温暖的爱心。她
就是我们最爱的吉老师。

吉老师的“宝藏”是那颗严厉
而温柔的爱心。有一次，班里听
写，我明明昨晚复习了，可我一连
好几个写不出来，手心都是汗。这

时，吉老师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
“收本子啦！”愁眉苦脸的我满头大
汗，心想：词还没有写出来呢！就
这样，我迟了十分钟交听写本。

结果，严厉的吉老师大笔一挥，
一个红色的大鸭蛋跃然纸上，我那
不争气的泪水“哗”地流下来。那
天，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突然妈妈
的手机铃声响起，电话那头传来温
柔而熟悉的声音，是吉老师！

吉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别灰心，今天的事，你要想一想，
同学们准时交了作业，写错还扣
分，你迟交作业写对得满分，这样

是不是不公平？以后大家都迟交，
老师的话还有人听吗？”我恍然大
悟，明白了吉老师的良苦用心。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明明全是我
的错，没有时间观念，没有遵守纪
律。说来也真妙，从那以后，我的时
间观念强了，学习效率更高了！

吉老师的“宝藏”，是自创的
“语文学习秘籍”；吉老师的“宝
藏”，是挖也挖不完的那颗金子般
的心。这就是我们深爱的吉老师，
你一定也喜欢上她了吧？

石鼓路小学五（1）班 张李宁
指导老师 吉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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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投稿不限形式，作文、
诗歌、绘画、书法均可。小记者投
稿 邮 箱 cbxjzzw@126.com。
中高年级同学字数控制在 800
字以内。

低年级小记者可以采用口述
作文的形式，将所见所闻所感讲
述出来，家长将孩子原汁原味的
童真记录下来，给我们投稿。

第一次投稿的小记者，请在
邮件标题里注明“第一次投稿”，
优先采用。

晨报小记者作品版是在籍
小记者们展示才华的舞台，如果
你还不是我们的小记者，还不赶
紧加入我们快乐的大家庭？

光阴的故事、温情的时刻、
亲密的伙伴、成长的烦恼⋯⋯小
记者们，拿起你们的笔，记录下你
们多彩的童年和纯真的梦想吧。

投稿啦！

童话世界

快乐时光 打板栗
今天，天气格外晴朗，我和同

学们去溧水农家小院打板栗。
秋天的太阳像孩子的酒窝，温

暖又甜润。我坐在大巴车上，望着
窗外。田野里，成熟的稻子颗粒饱
满，沉甸甸的，随风起舞，飘散着醉
人的芳香，翻腾着滚滚金波，像一
片起伏的海浪。

我们一路欢声笑语，不一会儿
就到了农家小院。导游给我们每
人发了个小篮子，篮子里有防护镜、
手套和剪刀。我们戴好防护镜和手

套，拎着小篮子，冲向小山坡。
只见，山坡上有一大片板栗

树，树上结满了板栗。有的挂在
枝头，像一个个小刺猬，不过太小
了；有的笑得咧开了嘴，露出了棕
色的牙齿；还有的已经熟透了，掉
下来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

我拿起剪刀，朝着笑得最灿
烂的板栗走去。突然，我的脑袋
上传来了一阵刺痛，像针扎了一
样。我抬头一看，原来树上的一
个板栗扎了我一下，似乎在说：

“我们还没有熟透呢！”我只好弯下
腰，蹲下来，捡地上的板栗了。

刚蹲下来，一个板栗又扎到了
我的屁股，疼得我哭笑不得。这
时，周语宣走了过来，说：“施瑶，你
在学苏秦锥刺股吗？”他的话逗得
我哈哈大笑起来。

不知不觉中，我们捡了满满一篮
子板栗。我剥开一粒板栗，尝了一
口，哇，自己捡的板栗又香甜又可口。

三牌楼小学三（1）班 施 瑶
指导老师 陈 婷

异想天开

如果昆虫会跳街舞
又到了星期六，可以去跳我喜

欢的街舞了。
和小伙伴一起练舞后，我跳得

满身大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了。妈妈在接我回家的路上，我们
路过了一家书店，我看到了一本封
面是昆虫的书。妈妈看出我一点
也不想离开的样子，决定把这本书
买下来送给我，我开心极了，因为
我最喜欢昆虫了。

回到家里，我赶紧洗了个澡，
然后一下子扑到沙发上看书。这
本书上有好多我见都没见过的昆
虫，它们的世界可真奇妙啊！就这
么看着看着，我睡着了。于是我做
了一个梦，梦里我看到自己来到了
一片森林，各种各样的昆虫穿着人
类的衣服，伴随着音乐，它们竟然
开始跳起街舞来，而且居然和我今
天学到的一模一样，我兴奋极了。

它们热情地邀请我加入，这些
昆虫有着漂亮的甲壳、美丽的翅
膀，还有好多好多的手和脚。它
们跳舞的样子神气极了，我也和
它们一起跟着音乐跳了起来。就
这样一直又唱又跳，我渐渐醒了，
我满脑子都在想：如果昆虫会跳街
舞，会是什么样呢？

石鼓路小学三（3）班 徐俊恩

青蛙和大雁是好邻居，好哥
们，他们住在湖边，因为水的污染，
大雁不得不搬家。

他来找青蛙，对青蛙说：“我要
远走高飞了”。

青蛙说：“不要啊，我要和
你一起走，要死一起死，要活一
起活。”

大雁说：“可是，我在天上飞，
你在地上跑，我们怎么一起走呢？”

青蛙说：“你去找一根绳子，我
俩一人咬一头，这样就行了。”

大雁说：“这真是个好办法。”
大雁带着青蛙飞上了天。
他们飞过平原，有人看到说：

“大雁带着青蛙飞，谁想的办法，真
厉害！”

青蛙气得肚子鼓鼓的，心
想：“还不是你们这些人类害
的。”但他不能说，因为他一说

话，就掉下来了。
他们飞过城市，有人看到说：

“大雁带着青蛙飞，谁想的办法，真
聪明！”

大雁气得大叫一声：“你们就
是狐狸，想吃我和青蛙的肉。”

最后青蛙摔死了。
是谁害死了青蛙呢？

莫愁新寓小学三（4）班 程焕原
指导老师 何 欣

青蛙和大雁

童年记事 爸爸带我骑车
初秋的一个周末，爸爸带我去

滨江公园骑车。
我们来到了江边，江水缓缓拍

打着堤岸，秋风轻轻吹过芦苇，一
群白鹭从蓝天飞过，风景美极了。
这时，我听见爸爸的声音：“我们出
发吧！”

我赶紧上车，沿着绿道骑行。
一边骑，爸爸一边跟我说：“这条路
可长了，有12公里呢！”骑了一会
儿，我问爸爸：“我们骑了几公里

了？”爸爸看了看手机说：“才3公
里。”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还有9公
里，可我已经大汗淋漓，两腿酸痛，
仿佛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

爸爸好像知道了我的想法，给
我讲了个笑话，笑得我差点把自行
车翻过去。我和爸爸一路讲着笑
话，一路看着沿途风景。

突然，我没踩好，摔了一跤。爸
爸安慰着我，鼓励着我，我扶起车，

继续卖力地骑着，汗水一滴滴地从
脸上滑落，腿脚变得更加吃力。

终于，我们到达了终点。那一
行白鹭似乎追随了我们一路，在上
空盘旋，夕阳下的江面波光粼粼，
金光灿烂。

我心里无比快乐，做事要一步
一个脚印，只要朝着目标不懈努
力，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终点。

汉江路小学五（2）班 周心晨
指导老师 金海莲

我们的校园里有一处美丽的风
景，那就是小白楼旁边的梧桐树。

春天，梧桐树长出了一些嫩绿的
小叶子，一片片小叶子如同一个个小
巴掌，在温暖的春风中轻轻摆动，美
丽极了。不少老师经过时，都会拿出
手机，记录下这美丽的风景。

夏天，梧桐树的叶子非常多，好
像一把绿色的太阳伞。我们便在这
把太阳伞底下又蹦又跳，开心极了。

秋天，梧桐树那绿色的叶子变黄
了，有的都落了下来，我们在“落叶雨”
中欢快地跳绳、踢足球、打排球⋯⋯

冬天，梧桐树的叶子都落光了，上面
铺着一层雪。我想，梧桐树把叶子落光
是为了让我们在冬天也能晒到阳光吧！

啊，梧桐树，你是校园最美的风景！
琅琊路小学四（4）班 周 浚

指导老师 丁园林

国庆长假的一天，天气晴朗，爸
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高淳看螃蟹。

石臼湖边，湖水清澈透明，放眼
望去看不到边。过了石臼湖，汽车
很快拐到一个小村庄，这里有一个
养殖基地。

只见水塘里放了好几个圆形网
兜，里面爬着密密麻麻的螃蟹。我
看了一下网兜里的螃蟹，看着有二
两的、三四两的，个头不等。

仔细观察，螃蟹居然是横着走路
的，它们的背上都驮着一个硬邦邦的
壳，好像披着灰色的盔甲。那锋利的
大夹子，就像两把大钳子。爸爸说螃
蟹有雌雄之分，雌的肚脐是圆的，雄的
肚脐是尖的，它们都是公认的美食呢！

这勾起了我们的馋瘾，我和弟
弟提着刚买的小家伙，迫不及待地
要回家，心里美美的⋯⋯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小学
四（5）班 王若溪

指导老师 邓程元

最美的风景

难忘的事

看螃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