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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毛衣
外婆很喜爱织毛衣，织毛衣

时总是很高兴。她经常为我们织
漂亮又温暖的毛衣，但很少给自
己织。你瞧，她又开始给我织那
件快要完工的毛衣了。

外婆找了个舒适的椅子坐下，
捋了捋几丝挡住视线的银灰色头
发，眼睛里迸出了兴奋的光芒。她
熟练地拿起了毛线针，快速投入到
织毛衣的工作中去。她凝神地织
着，嘴抿得紧紧的。只见毛线针像
一个快乐的小精灵，带着毛线灵活
地来回穿梭着，可爱极了。

可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有

时候，她眼睛似乎忽然花了一下，
织错了一个地方。每当这时，她
就凑近毛衣，紧紧盯着织错的地
方，轻轻地用毛线针挑开线，拆掉
重新织。终于，她长吁了一口气，
伸了伸懒腰，织好啦！

她边捶背边站起来，快步走
来，利索地把大红毛衣往我身上
一套。待我穿好后，她小心翼翼
地把毛衣拉拉平，掸了掸落在毛
衣上的线头。

她退后几步，上下打量一番，
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一扬眉毛，
嘴角翘起来，高兴地笑了，还喃喃

道：“不错不错，挺合身的，娃儿穿
上真好看！”

毛衣暖暖的，穿在身上舒服
极了，我低头看了看这件美丽的
大红毛衣。我笑着对外婆说：“谢
谢外婆，这件毛衣又舒服又漂
亮！”外婆的眉毛往上一抬，嘴弯
弯地咧开，笑眯眯的，眼睛里满满
都是温柔又慈爱的光。

外婆对我无微不至的爱，就
像毛衣一样温暖着我，让我感到
温馨、幸福。

三牌楼小学六（3）班 雷雨辰
指导老师 杨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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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诗人

美术画廊

师恩难忘 我的班主任
新学期，我们班新到任了一

位班主任。
他姓刘，是一名语文老师。

刘老师平时喜欢穿牛仔裤，走起
路来就像一只强壮的黑熊。

刘老师戴着黑框眼镜，看起
来很严肃，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的。刘老师平时很喜欢笑，可
是如果我们不听话，他就会立
刻变成一只凶猛的大老虎，眼
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吓得我们
不敢吱声。

但是，如果我们班同学作业
写得好，刘老师就会喜笑颜开。
刘老师在我们班还有一个外号，
“作文大师”。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呢？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开学的第一周，刘老师说：

“你们以后每天都要写一篇日
记，周末也要写一篇作文。”听
了这话，我的心顿时凉了半
截，心想：我又要冥思苦想凑
字数了！

但是刘老师又紧跟了一句：
“周末作文写得好的，可以登上
作文报哦！”听了这话，我很兴
奋，因为我的作文还从来没登过
报呢！

一个星期五，刘老师把第一
期报纸发了下来，我打开报纸一
看，哇！他已经办了300期作文
报了，而且登报的同学还有一张

刊用纪念卡。我也很想看到作
文报上出现我的作文。

于是，通过我的不懈努力，
我的作文也被选上登报了，并且
在第一单元考试中，因为我的作
文只扣了3分，所以我的周末作
文就可以免写了！

这些事情让我对写作慢慢
地开始感兴趣了，我希望以后还
能再多次登上作文报！

这就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一位作文大师，我以后一定
要好好跟刘老师学习写作，学好
语文！
怡馨花园小学五（5）班 樊奕萱

指导老师 刘 峰

最真的梦

马上要到我的生日了，妈妈
问我想要什么礼物。

我心里想着，要是能送给我
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本领就好
了，当然那是不太可能了，可要是
有一本有魔法的书也挺好！正想
着，突然，我的手里就多了一本
书，书名就叫《有魔法的书》！

天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
眼睛！我左看看又看看，这本书
里虽然有字，可是这些字组合起
来并没有意义呀！怎么就有魔法
了呢？我想，那我就先考考你：你
让我到唐朝去看看我最崇拜的大
诗人李白！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道白
光闪过，“嗖”的一下，我到了一个

院子里，此时一轮明月高挂在天
上，呀！一个人身穿一身白袍，仙
风道骨的样子，端起一杯酒，对着
明月敬了敬，一边饮酒一边吟
诗。呀！真的是太白先生！我正
想着去问诗仙要个签名呢，只感
觉身体被一阵拉扯，又是“嗖”的
一声，我回到了书桌旁。

“你好，我是有魔法的书！”耳
边传来一个富有磁性的声音。我
又兴奋又害怕，颤颤巍巍地问：“你
⋯⋯你真的有⋯⋯有魔法啊！”“你
刚才不是已经体验过了吗？”

我壮大胆子说：“要不，你再让
我变⋯⋯变成花木兰！”我还没反
应过来，又一道白光，又是“嗖”的
一声，我真的变成了花木兰！我正

骑在高头骏马上往家里走，路两边
是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的老百姓，原
来我刚打完胜仗，凯旋了！

太激动了！终于到了家里，
见过父母家人后，我想按照《木兰
辞》里写的，我应该回到我房间里
“对镜贴花黄”！于是我换上了女
儿装扮，出门来见战友们了，他们
见了都惊呆了：“你居然是个女儿
身！”后面该怎么办，我实在不知
道了，只好心里默默说：“魔法书，
快让我回去吧！”

“嗖——”我又回到了书桌
旁。太好啦！这本书真的有魔
法！下一次变去哪里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四（2）班 李逸凡

有魔法的书

赏 菊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妈妈带着

我到中山植物园看菊花展。
一进大门，我仿佛走进了花的

世界，各种各样的花朵争奇斗艳，我
都喜欢。这儿一丛那儿一株，竞相
开放，把整个中山植物园装点得绚
丽多彩。

进入展内，阵阵秋风吹来，淡雅
的香气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菊花
夺目开放，瞧！那个小鸟就是由成
千上万朵菊花组成的，朵朵菊花组
合在一起，密似繁星，美如天使，在
这条小路上，还有着“大爱无边”“孔
雀开屏”等造型，栩栩如生。

接着我们来到了菊花名品展，
这里的菊花简直是繁花锦簇，千姿
百态。有的全部开放了，像要把所
有的力量都爆发出来；有的像是刚
睡醒，才开出几个花瓣；有的像要和
你握个手；有的雪白雪白的，像一位
坚守在边境的站士昂首挺胸。

一位可爱的小朋友说道：“看，
那朵菊花得了金奖！”我循声走近一
看，原来是“十八风环”。它的花瓣
细长弯曲，白嫩嫩的，上短下长，上
面的花瓣像毛孩子的小手，下面像
蛟龙的爪子，刚劲有力。我最喜欢
“银丝针”，它的花瓣又细又长，宛如
一根绣花针呀！

我喜欢菊花，当百花逐渐凋零，菊
花却灿烂怒放。我想起陈毅爷爷的一
句话，“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

怡馨花园小学五（5）班 张蕴晖
指导老师 刘 峰

美在金陵

我爱百合花
百花丛中，我最喜欢的是百

合花。
今天放学后，我独自走在人流

如潮的放学路上，心里想：今天妈妈
会买什么花呢？是绣球花、紫罗兰、
玫瑰，还是别的什么花呢？到家后，
一阵香气扑鼻而来，哇！是我最爱
的百合花！我忍不住贪婪地吸了一
口香气。

我凑近看了看，百合花有六片
花瓣，时不时还会落下橙黄色的花
粉。我又仔细观赏，百合花花朵呈
喇叭状，花瓣底部是粉红色，逐渐减
淡到了花瓣尖就成了纯白色。雌蕊
上有一个紫色的小头头，上面有像
小婴儿的口水一样的透明液体。

我摸了摸，感觉像护手霜一
样。我又闻了闻香香的，好像是花
蜜。我又摸了摸百合花的花粉，没
有任何颗粒的感觉，反而很细腻，好
像《珍珠鸟》里作者摸珍珠鸟羽毛的
感觉。

妈妈告诉我，百合花的花语是
“纯洁、美丽、心想事成”。百合花也
让我想到了林清玄的散文《心田上
的百合花》。山谷里的野百合，恶劣
的生长环境并没有消磨它作为一株
百合的天性，它的洁白和挺拔的风
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

瑞金北村小学五（2）班 朱柯睿

生活物语

生活点滴

垂 钓
河上铜钱群群团，
团团铜钱如碧海。
父亲垂钓碧海边，
鱼儿上钩父亲笑。

江宁谷里中心小学
四（1）班 张梓涵

游夫子庙
周末，我们一起去了夫子庙

游玩。
前几天就听爸爸说，他的大

学舍友最近要来南京出差，顺便
想带家人游览一下南京美景。到
了夫子庙，爸爸热情地和叔叔聊
起了天。叔叔的儿子小名叫元
宝，我则和他很快就玩到了一起，
就像很久不见的好朋友一样，没
有一点陌生感。元宝一直拉着我
的手，我们边走边聊。

我们上了一艘游船，那艘游船
真漂亮！船头有两只金色的大龙
头，高高地昂着头，威武！帅气！金
黄色的龙身从船头绕到船尾，两条
尾巴直冲云霄，真像两条龙在船上
嬉戏！我和元宝坐在第一排，微风
从窗子钻了进来，调皮地拨弄着大
家的头发。

船离开了码头，在平静的秦
淮河上划出了人字形的水波纹，
晃悠悠地向前驶去。往前有一座
石桥，桥边栖息着许多雪白的水
鸟。我想，它们一定是捕鱼累了，
在这儿稍作休息，顺便观光一下
优美的河景。

河边，一条条辫子似的柳枝垂
下来，飘进窗子，落在船舱。船摇摇
晃晃，柳枝也滑来滑去。

此刻，清清的水，像一面大大
的镜子，映照着路边的古建筑、灯
笼、飞鸟、还有我们的船⋯⋯“看！
一只猫！”元宝叫起来，我们顺着他
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只小花猫正在
台阶上散步，慵懒又自在，毛茸茸
的，真可爱！转眼间，我们的船转
回了码头。下了船，我们还去逛了
夫子庙步行街，看了机器人做奶
茶，喝了老式直饮水⋯⋯我们玩得
真开心！

竹山小学四（8）班 吕艾佳
指导老师 张小清

快乐时光

爬紫金山
暑假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

爬紫金山。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出

太阳了，妈妈约同事一起去爬紫金
山，我高兴极了。美术老师曾带我
爬过一次，我可以给她们带路，当一
次小导游啦！

我们顺着小路慢慢向上爬，因
为前一天刚下过雨，空气特别新
鲜，可是路有点滑，我们的鞋子和
裤脚都沾满了泥巴。走着走着，路
越来越陡，大家气喘吁吁，明显体
力不支了，个个满头大汗。我让他
们找些枯树枝当拐杖用，果然省劲
多了。

伴随着小鸟叽叽喳喳的歌唱
声，和风儿吹动树叶的沙沙声，我
们的脚步似乎也变得轻快起来
了。我们说着笑着，不知不觉爬到
了半山腰。吃了点东西，喝了点
水，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我们继续
向上爬。

接下来这段路很不容易爬，
我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踩着石
缝，艰难地向上爬。穿行在树林
之中，倾斜的山坡越来越难走，但
是我们一个拉着一个，互相加油
打气，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
到了山顶。

站在山顶向下望去，我看见了
风景秀丽的玄武湖，明珠般的紫霞
湖，林立着的高楼大厦，一切都显
得那么渺小。我想那句“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大概就是这个意
思吧！

琅小明发分校三（4）班 李函哲

童年记事

雨 夜
在大雨匆匆的夜晚，我和妈

妈在冒雨走路。
今天的雨可真大呀，我和妈

妈都没有预料到，所以只好拿着
书和包当遮蔽物。雨越下越大，
幸好我们及时走到了家。

我认为下雨既好又坏。
好的是，下雨可以让种子很

好地发芽；让树木得到很好的滋
润、茁壮成长；而且下雨也能让土
地喝上满满一口水。

不好的是，下雨会影响到一
些没带伞的人，会让这些人感到
困难。

这就是我的雨中感悟。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一（4）班 吴雨羲
指导老师 付 琳

石鼓路小学三（3）班 桂炜峻 指导老师 吴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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