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爱我家

小小“动物园”
我出生在一个“动物园”里，

你们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想
知道的话，就听我来介绍吧！

变色龙妈妈。妈妈的脾气就
像变色龙一样，一会儿是温柔的，
一会儿是冷漠的，一会儿又是生
气的。你看，我的妹妹一放学
回家，妈妈就会温柔地说：“小
羊宝宝，你回来啦！”之后再给
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可是当我一回来呢，她就板
着脸对我说：“还不快去写作业！”
当我正在写作业时，她看了看钟
表，又生气地对我说：“你看看你，
现在都几点了，写个作业这么

慢！”这就是我的变色龙妈妈！
胆小的兔子爸爸。爸爸是只

胆小的“兔子”，因为爸爸超级怕
变色龙妈妈。有一天，变色龙妈
妈口渴了，她大叫一声：“老陈啊，
倒杯温的白开水来！”

口令刚下，爸爸就像执行任务
的士兵一样，立刻放下手中的书，
跑去给妈妈倒了杯温的白开水。
这就是我胆小的兔子爸爸！

调皮又聪明的猴子妹妹。妹
妹是一只调皮的猴子，每当到了
周末，她就开始捣蛋了。有一次，
妹妹看见我的桌子上有一幅画，
鬼主意就上来了。她拿起一支水

彩笔，在画上乱涂一番。发现后，
我就告诉了妈妈。

妈妈过来正要批评妹妹，她
却装着很委屈的样子，带着哭腔
说：“妈妈，我不知道这是姐姐的
画，所以我才涂的！”

妈妈相信了妹妹并原谅了
她，反而骂了我。妹妹趁妈妈走
后做了个鬼脸，这就是我调皮又
聪明的猴子妹妹！

在这小小的“动物园”，我开心
又快乐！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小学部
四（5）班 陈婉琪
指导老师 邓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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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画廊

异域时光 快乐的回忆
各位游客朋友，呈现在大

家面前的这个花园，是我在澳
洲读书时所租住房屋的后院，
回国已经两年多了，我还会时
常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快乐时
光。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的
步伐一探究竟吧！

看！眼前的几棵大树枝繁叶
茂，石榴树碧绿盎然的叶，鲜红似
火的果，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
得颜色格外的鲜明；桑葚树上的
颗颗小果子，把桑树点缀得十分
漂亮；脚下的丛丛青草，探出小脑
袋，好奇地张望这美丽的世界。
小院里鸟语花香，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
天气晴好的日子，这里就是

我的运动馆。我会叫上爸爸妈妈
一起做游戏：丢沙包、跳绳子、玩
“你追我逃”……曾经有好多次，
爸爸把沙包扔到了屋顶上，我们
要几经折腾才把沙包取下来。

每当果实成熟的时候，我
总会喊上小伙伴来摘果子。刚
开始，先摘低处的果子，后来，
得一边跳一边用力抓才能摘到
果子。到最后，实在够不着了，
我只好使出撒手锏——木棍打
击法，这才让树顶的调皮蛋一
一就范。看着自己辛苦劳动取

得的成果，我的脸上不由洋溢
出幸福的笑容。

乐园里最可爱的还要数那
些小动物了，小鸟和野兔常常
与我为伴。我会静静地坐在树
下，聆听小鸟清脆而又美妙的
歌声；我会在雨天帮野兔打伞、
喂它吃胡萝卜……在这个迷你
动物园中，我学会了关爱和照
顾小动物。

在乐园玩 耍 的 时 光 ，是
我 在 澳 洲 生 活 最快乐的回
忆之一。

三牌楼小学五（3）班 屠子衿
指导老师 李健

人物素描

她，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
她，说话温柔，像冬日里的一
缕阳光；她严厉，却又不失幽
默。她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尹老师。

尹老师，中等个头儿，瘦瘦
的身材，声音不高，但说话却铿
锵有力。尹老师总是喜欢披着
一头齐肩的波浪卷发，那乌黑
的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银丝，这
也许就是为我们日夜操劳而留
下的痕迹吧。

尹老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有一次做随堂作业，有一道题要
求写第七课的内容，而粗心大意

的我却写成了第八课。老师批改
完，把我叫到身边，她用严厉的眼
神盯着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惭
愧，我把头低了下去。

她问：“你是真的不会吗？”语
气中带着一股怒气，却又掺杂了
一些失望。我摇了摇头，老师说：
“你把这道题重新再写一遍。”我
认真地写完后交给老师，老师看
完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题目
要仔细、认真，如果这是考试，这
么简单的题都错，多可惜呀！”我
认真地点点头。

尹老师还是一个关爱学生的
人。记得上学期期末复习时，我

因为生病请假一周，回到学校后
就是期末考试。当时，我的心情
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
八下”。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
思，鼓励我不要怕。老师的话让
了我信心十足，最终我如愿取得
了好成绩。

老师，如果我是花朵，您就
是我生命中的一缕阳光；如果我
是风筝，您就是带着我飞翔的微
风；如果我是一只小船，您就是
照亮我前进方向的灯塔。老师，
我爱您！

石鼓路小学五（5）班 李雨桐
指导老师 尹宇清

老师，我爱您

植物园游记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

了中山植物园。我们去了南
园，一进门，就看到一大片一
大片的小菊花。色彩缤纷的小
菊花，引来了许多小蝴蝶翩翩
起舞。

我和爸爸妈妈沿着小路，
穿过一片松树林，远远望去，
一朵朵的花像金光灿灿的小太
阳。走近一看，原来是向日葵
啊！向日葵中间是圆圆的花
盘，里面是浅黄色小花，花盘外
围还有圈金黄色和长长的花瓣，
非常漂亮。

走着走着，我们又发现了一
个大温室，原来是一个多肉植物
馆。这里有芭蕉扇大的仙人掌，
有一座大大的“仙人山”，还有全
身翠绿的芦荟。芦荟叶子肥厚，
用途广泛，可以美容护肤，能促
进伤口愈合。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多肉
植物啦。

“小肉肉”的叶子呈草绿
色，青翠欲滴的叶面非常光滑，
摸上去软软的、滑滑的。每一
片叶子都往不同的方向伸展，
像一只只小手在向你召唤，可
爱极了。

顺着指示牌向前走，我发现
了胖胖的佛肚竹，每一节之间都
有点儿胖胖地鼓起来，肚子大
大，如同弥勒佛。无忧花好像真
没有什么烦恼似的，开的花小小
的，散发着淡淡清香，让人心情
愉悦。

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
三牌楼小学三（7）班 颜千迪

指导老师 谈笑英

快乐时光
童年记事

心爱的手账本
我有很多喜欢的小物件：漂亮

可爱的芭比娃娃，创意无限的乐高
玩具，五颜六色的彩笔套装……可
是我最心爱的却非那本手账本莫
属了。

这本手账本是妈妈送我的十岁
生日礼物。它是皮面的，封面是一
位小姑娘。她扎着两根麻花辫，戴
着一副宽大的圆眼镜，脸上有一些
可爱的小雀斑，怀里还抱着一只雪
白的猫，微笑地看着前方。她背后
的墙上还有几张奖状，看起来是一
位优秀的好孩子。封底是几个大
字“抱猫咪的麻球”，原来这位女孩
叫“麻球”呀。从我收到这本手账
本开始，“麻球”就成为了我的知心
朋友。

这本手账本记录了我的内心小
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麻球”陪着
我一起天马行空。我们一会来到
《西游记》的世界里，这里记录着我
的想象；我们一会来到冰心奶奶的
《繁星》里，那些摘抄的优美词句，让
我看到了伟大的母爱；我们一会又
来到《小英雄雨来》里，勇敢的雨来，
成为了我的偶像……

这本手账本还承载着我的“喜
怒哀乐”。开心时，我和它一起分享
快乐；愤怒时，它适时化解我的怒
火；悲伤时，它温柔地安慰着我……
这就是我的心爱之物——麻球手账
本，它带给我快乐，分享我的秘密。
它是时光的记录者，记录着我学习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三牌楼小学五（1）班 徐子惠
指导老师 韦开慧

人在旅途

游翠洲谷岛
今天爸爸妈妈准备带我去翠洲

谷岛去玩。我们背起小书包，迅速
地出门了。

一路上，天高云淡，法国梧桐树
叶像蝴蝶在空中飞舞，一簇簇金黄
的桂花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很
快，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首先我们来到了游乐场，选
了碰碰车项目。爸爸妈妈和我各
自选了一辆碰碰车。工作人员启
动按钮后，我们就开始疯狂地碰
撞起来。突然，爸爸的碰碰车出
现在我的碰碰车后面，“砰”的一
声，猛地把我的碰碰车撞击到场地
边缘。

我很不服气，趁爸爸不注意，我
又“砰”的一声把爸爸的碰碰车给撞
到了一边。这时，妈妈的碰碰车正
巧与爸爸的碰碰车擦肩而过，爸爸
的碰碰车连带妈妈的碰碰车一起被
撞了出去。妈妈吓得不停地发出尖
叫声，我乐得哈哈大笑。

随后，我们乘坐着观光车来到
了萌宠乐园。这里有顽皮的猴群、
美丽的黑天鹅、可爱的小白兔、胖乎
乎的狸鼠、高大的鸵鸟、憨憨的骆
驼、长着尖尖角的盘羊……其中我
最喜爱胖嘟嘟的小香猪。

爸爸给我买了一份投喂食
材，我来到小香猪旁边，撒了一点
食材给它，它三下五除二吃得干
干净净，然后又扬起肥嘟嘟的粗脖
子跟我要。

于是，我又投了一些给它，它像
变魔法一样迅速地一扫而空，又扬
起脖子要吃。我心里暗暗地对它
说：“真是个贪吃的小香猪，难怪长
得那么肥，不可以再贪吃了，你需要
减肥啦！”哈哈哈……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小学部三
（3）班 王浩博

指导老师 濮春兰

趣味校园

有趣的淘书节
星期一下午，阳光明媚，我

们学校举行了一场热闹的淘书
节活动，我们兴奋不已。

中午，我们吃完饭就奔到
操场上布置摊位。随着班主
任的一声“开始了”，我们飞奔
进淘书摊。

我一下子就奔到了非常想
要的书《丁丁历险记》前，一看
价格10元，我赶紧拿出事先准
备好的钱，买下！这比买新书
便宜不少呢，最后我准备的两
本书也顺利地卖出去了，好开
心啊！我期待下次淘书节早点
到来！

天正小学二（2）班 陈显
指导老师 卢梅鑫园小学四（2）班 黄习珈 指导老师 陈璐

天使在人间

秘 密
每当看到那片金灿灿的油菜

花田，我的脑海里便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那一幕……

春天的油菜花田里，是一幅
朝气蓬勃且富有生机的画卷。
我喜欢在花田里漫步，采花瓣
制作出“花瓣雨”。先采上几十
片玲珑剔透的花瓣，然后迎着
清拂而来的微风，一边跑一边
渐渐散落，整条小路上铺盖着
花朵和踏过的欢快脚步，变成
了一条黄金小道。

而这些让奶奶很生气，她
一言不语，径直朝正在悠然漫
步的小狗走来。

紧接着就是狂风怒吼，怒
气从眉尖“噌”地蹿出：“好
端端地到田野踩踏，把好好
的花田糟蹋得不成个样！”可
我内心知道，这全是我造成
的，内疚和惭愧如同海潮般冲
击着我。

奶奶怒发冲冠、两眼迸发出
怒火的样子，我看都不敢看一
眼。小狗蜷缩在窝中，眼眶里充
满了委屈和不解。

唉，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下
子脑子一片空白，冷汗顺着毛孔
浸湿了衣服。

最后，我还是没能向奶奶承
认错误。

这个秘密，就像一颗发霉的
种子，深深埋在我的心底，每每想
起，心中便隐隐作痛。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燕子矶校区五（2）班 陈欣怡

指导老师 杨学

成长点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