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密伙伴

选同桌
今天看似很平常，但背后有

着不平常的事。
晨会的时候，徐老师说：“第

三节课什么都不用准备，桌面清
空，抽屉里的东西全部放进书
包。”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像小鸟
一样叽叽喳喳议论开了。

大家都不知道徐老师葫芦
里卖的什么药，私下里偷偷讨论
着自己的猜测，有的猜是要带我
们去体检，有的说是去银杏树下
拍照片，众说纷纭，但也都不敢
确定。

漫长的两节课终于结束，迎
来了第三节课的上课铃声，全班

同学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徐老
师。只听徐老师神神秘秘地说：
“大家想知道今天的游戏要干什
么吗？”

同学们好像都抓住了关键
词，异口同声地重复道：“游戏！？”
课堂一下就沸腾起来了。原来
啊，老师说的游戏，是让我们自己
选择同桌。

很快，第一轮选择就开始了，
老师宣布女生优先。没想到，我
还挺抢手的，有好几个女生都想
选我同桌。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
户，我看到谢溢来的眼睛一直看
着我，就猜到她想选我。

果然，只见她快步走到我的
桌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我就
选你当同桌了。”我没说话，只是
笑了笑，但心里是默许的。

到了第二轮，老师又说：“如
果有不满意的可以调换。”这时，
谢溢来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生
怕我会被别人抢走似的，嘴里还
连声说：“我们不换了！”其实，我
心里也是想选谢溢来的，我俩真
是心有灵犀！

这真是一场难忘又有趣的
“游戏”啊！
凤凰花园城小学三（3）班 宋许乐

指导老师 徐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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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感悟 那次“送别”
2020年1月1日零时，我与

朝夕相处十年的伙伴——“磨蹭”
告别。

磨蹭紧紧拉住我的手，不肯
离开我半步。他一脸无辜：“我们
俩感情那么深厚，十年来，从你一
睁眼开始，到你闭上眼睛睡觉，我
无时无刻不陪伴着你，你怎么忍
心和我分别？”

“没错！”我用力挣脱磨蹭
的手，“你的确形影不离地跟着
我，可是你不是一个好朋友，你
是一个损友！”“损友！”磨蹭尖
叫起来，“没有我，你哪有那么
多快乐？就说这次秋游，如果
不是我和你走在队伍的最后，
你怎么能看到那么多别人没看

到的景色？”
“别提这次秋游了，就因为

你，我才找不到班级，害得全班同
学没有好好玩，全忙着找我了，现
在我都成了全校有名的‘磨蹭’大
王了。”“磨蹭有什么不好？我可
以让你少打扫卫生，少做许多家
长布置的额外作业⋯⋯”

“你⋯⋯”我望着磨蹭，一时
气得无话可说。这些都是我不堪
回首的丢人事，竟然成为了他炫
耀的本钱。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
磨蹭深深鞠了一躬：“不管怎么
样，我感谢你当了我这么多年的
朋友，但你要知道，是你，让我在
幼儿园每次最后一个吃完午饭；

是你，经常让我上学迟到；是你，
多次让我完成不了考试；是你，屡
屡协助我拖了小组甚至班级的后
腿；是你，一次次使老师对我摇
头，父母对我叹气⋯⋯我想做个
好孩子，我不能再和你做好朋友
了。今天，我必须和你说再见，
不，最好是永别！”

“不！”磨蹭还想抱住我，我用
力将它推出门外：“到喜欢你的朋
友那儿去吧！新的一年，我将成
长为一个不磨蹭的孩子。咱们就
此别过。”

2020年1月1日零时，我送
别了磨蹭，翻开我人生崭新的一页。

石鼓路小学六（3）班 许轩冕
指导老师 周 晴

异想天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将整个世界的笑脸都笼罩在口罩
之下。不知道情况的外星人，或
许还以为口罩已经占领了地球，
而我们人类只是依附在口罩里的
寄生人。

口罩啊，口罩，真是令人烦透
了，天天戴，鼻子不好呼吸，耳朵
勒得疼！真怀念以前可以自由呼
吸的日子啊！记不清是第多少个
早上了，我准备上学，习惯性地拿
起口罩，突然一股强大的吸力把
我往口罩里吸。

我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
气，然后没有意识地闭上了眼
睛。当我再睁开眼睛，我已经变
成了一个有两个大耳环的白胖子
——N95口罩了。

我还没搞清情况，突然，我的
大耳环被扯得很大，疼得我眼泪
都要出来了。我不禁向上望了
望：一位男医生正在把我往他的
脸上罩上去，我无能为力，只能贴
伏在他的脸上。

不一会儿，我的同伴防护服、
防护眼镜也来了。这时，防护服
大哥说话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保
护好主人，一定不能让病毒肆意
妄为，侵犯人类！

我们随医生进入了病房，只
见各种细菌、病毒弥漫在房间里，
而新冠病毒长相尤其可怖，有些
像三头六臂的哪吒，它有数不清
的头、数不清的手臂、数不清的脚
掌。它在空气中吆五喝六，其他
细菌都躲着远远的。

战斗就这样不期而遇地打响
了！成千上万的病毒发疯似地拥
了上来，他们用锋利的魔爪狠狠
地抓扯我们的身体，想要钻过去；
他们用尖锐的牙齿撕咬我们的身
体，想要爬进来；他们用邪恶的大
脚猛烈地踢踹我们的身体，想要
闯过去。防护眼镜、防护服和我
一丝都不敢懈怠，我们各司其职，
勇敢地护住医生。

正当我们激烈交战，双方僵
持不下的时候，一道耀眼的亮光
惊醒了我。我们要团结起来，做
好防护措施，当下，口罩就是我们
的武器，拿起它，保护自己，保护
大家。

汉江路小学六（1）班 孟筱严
指导老师 姜 建

变形记

我的梦想
成为一名绘画师是我的梦想，

而梦想让我的生活更美好。
每当想到等我长大后，大家欣

赏着我的画、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
时，就会让我对未来充满向往，对学
习和生活有着无限的冲劲。平时我
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苦恼，总会情
不自禁地拿起画笔，在柔美的线条
中得到宽慰与舒畅。

“唉⋯⋯”我苦恼地一头扑倒在
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心中一团乱
麻：邻居家正在装修、周末作业又
多，还遇到一些不会的题目⋯⋯心
里好乱啊！我微微抬起头，墙上贴
着张张绘画作品，我不由自主地走
向画室。

画室里等着我的，依然是那一
支支素描铅笔和素描纸。我坐了下
来，开始在纸上勾勒：那一道道没有
颜色的线条，却拥有着抚慰我心灵
的魔力。我用6B笔将心中难以平
复的情绪，爆发在那些暗影与明亮
的交界线里，立刻，它们活了一般，
仿佛是天边乌云在“隆隆”地翻滚，
犹如千万匹黑色骏马奔驰过草原，
我心里的结正在慢慢地解开。

再换上4B的笔，手腕的力量
悄悄减弱，慢慢在纸上移动，就像是
下了一场细细的雨，淋在了快要干
涸的泉眼上，心里烦乱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微风轻拂过的舒适。2B的
笔尖在画纸上扫过，便有了一道道
褶皱痕，宛如白衣仙子衣裙划过空
气的弧线。此刻，我心情舒畅，脑袋
里也清爽了许多。我伸了个懒腰，
喝了一口清甜的水，又能静下心来
好好学习和生活。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妈妈总会
骄傲地将他们带进我的小小画
室。“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
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是
啊！梦想不仅慰藉了我的心灵，也
让我的生活更美好。

中央路小学六（4）班 姜 楠
指导老师 徐姍姗

最真的梦

难忘时刻

捉蚊记
我一直以为夏天才是蚊子多的

季节，没想到到了秋天，蚊子还是阴
魂不散地跟在我们后面飞来飞去。

睡觉前，我仔细地把阳台门关
紧，把整个房间都喷上花露水，上床
前拉上一层蚊帐，躺下来后把被子
盖得严严实实。这样蚊子就不会来
找我了吧？我心里暗暗盘算着。

一早醒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我的脚上和腿上竟然开
满了一朵朵“小红花”。接下来的几
个晚上，我经常被蚊子叮醒，“念经”
般的嗡嗡声不断在耳边盘旋。我心
一横，看来不用点狠招是不行了！
嗬，那儿有只蚊子，还挺肥的！哈
哈，看我的神器——电蚊拍⋯⋯
咦？蚊子呢？

正当我因一直找不到罪魁祸
首、元气大减时，它却吹着号角屁颠
屁颠地在我眼前绕来绕去，令我十
分恼火。“我今天非消灭了你不
可！哇呀呀呀呀呀！”等我速速回
头取过电蚊拍，蚊子又不知去向
了。现在的蚊子怎么都这么聪明
啊！气煞我也！

只能试试花露水的效果了。这
蚊子似乎不吃这一套，依旧生龙活
虎地飞上飞下，难道它们把它当成
了真正的花香？不知不觉地，我身
上多了一个勋章、两个勋章⋯⋯看
来蚊子今天吃了N顿美味大餐。

哼哼，这只蚊子，只能怪你运气
不好，电蚊拍就在我手上，这次你逃
不掉了！哎哎哎，怎么飞上天花板
了？我这么霸气的出场，你给我点
儿面子好吗？你肯定是想使调虎离
山计，在我搬椅子的时候悄悄溜
掉？切，骗骗小孩还可以，想骗我？

就这样，我跟蚊子杠上了。正
当我眼睛瞪酸了时，一眨眼的工夫，
蚊子又没了。唉，现在的蚊子都是
开法拉利的吗？

琅琊路小学四（6）班 桓若岚
指导老师 周晓雯

宠物情缘

可爱的小狗
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它

就是小姨婆家的小狗——巧克力。
巧克力长得可爱极了！它瘦瘦

小小的，棕色的毛覆盖着整个身体，
好像披上了一件巧克力做成的大
衣。那小巧玲珑的脸上，点缀着黑
宝石般的眼睛。耳朵摸起来毛茸茸
的，鼻子又黑又湿，短小的尾巴不时
地摇来摇去。

巧克力是很乖的。每当主人轻
轻地抚摸它时，它便懒洋洋地闭上
眼睛，十分惬意地享受着。有时，巧
克力又很凶。每次有人前来家里拜
访时，它都会冲着客人汪汪直叫，好
像在说：“有我在，别想踏进门里半
步！”每当这时，小姨婆就会把它抱
起来：“乖，不闹啊。”经主人这么一
哄，巧克力就会立刻安静下来。

巧克力还很贪吃。一次，我来
到小姨婆家，她正在做巧克力最喜
欢吃的鸭子。一旁的巧克力目不
转睛地盯着锅，小尾巴摇来摇去，
满脸都是高兴的神色。它“汪汪
汪”地叫着，还时不时抬起前脚，扒
着主人的腿。

你瞧它那着急的样子，仿佛在
说：“主人，我好饿，快点给我吃吧！”
它一边叫着，一边伸着舌头，眼睛像
小电灯泡似地望着主人。小姨婆便
夹了几块鸭子，放在小碗里，它摇了
几下尾巴表示感谢，然后就狼吞虎
咽地吃了起来。

这就是我的动物朋友——巧克
力，你们喜欢它吗？

三牌楼小学五（5）班 徐宜恒
指导老师 吴碧波

童年点滴 窗 外
小时候，在家中午睡的时

间，我总是喜欢趴在窗台上看
“万条垂下绿丝绦”，看“接天莲
叶无穷碧”，看“百草红叶黄花”，
也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

趴在那小窗台上，看着波光
粼粼的小池塘，看着在外坐着悠
闲自在的人，自己也想到那儿去
走一走。

看看那鸟语花香的世界，我
也想去感受一下。可是我无法出
去，只能去想象那奇妙而又美好
的世界。

每天晚上，在我父母的再三

催促后，我才很不情愿地上床
去睡觉。

等父母出了我房间，我又看
向那明亮的玻璃外，车水马龙的
情景，这时，我觉得自己对玻璃外
的世界十分向往。

有一次我的英语没有考上
90分，我心里难过极了。回到家
后，父母还没到家，我就坐在窗前
看着前面那棵树，又看了看放学
的学生们，他们在广场上玩，多么
快乐，一直到父亲回来喊我，我才
回过神。

父亲见我郁郁寡欢，就带着
我来到了足球场，边走边说：“看

到那些孩子了吗？他们不可能每
次都踢进球，但他们依然很投入
地踢，他们是多么努力！所以他
们一定是可以进球的。”

我微微地点了点头，这次对
话给我的鼓励是巨大的。回家以
后，我暗自下了决心，只要继续努
力，下次一定能考好。

当我走出去时，我觉得自己
已经长大了，在窗外才能真正看
懂春夏秋冬，看懂那神奇的世界，
去体验这奇妙的世界。

南京汉开书院小学
五（2）班 周泽恩

指导老师 于 凯

家门口的梧桐树
家门口的梧桐树，是那么高大、

那么挺拔。
春天来了，最引人注意的是梧

桐树。绿色的部队大院里，到处都
种着梧桐树，像一排排值勤的哨兵，
骄傲地耸立着。春天的梧桐树是嫩
绿的，它的叶子像一个个小巴掌，上
面长着绒毛，摸上去非常粗糙，但又
那么地厚实。

夏天到了，火红的太阳不时地
向人们发着暴躁的脾气，迫使人们
脱掉长袖，换上单衣。梧桐树的树
枝越来越长，树叶越来越密，叶子也
由嫩绿变成了深绿，那可是一把天
然的大伞啊。大家纷纷搬来小椅
子，坐在树下聊天、下棋⋯⋯

秋风骤起，是梧桐树最特别的
时候。叶子从深绿变成了金黄，从
树上缓慢地落下，落到行人的肩上，
落到来往的车上，又被风吹起，一蹦
一跳地飘落到路边栖息，给道路镶
上了一道道金边。

冬天临近，梧桐树变得光秃秃
的，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默默
地诉说着一生的经历。小时候，我
傻乎乎地问妈妈：“叶子都去哪了
呀？它们会不会死？”妈妈摸着我的
头回答道：“叶子们都回到了树妈妈
的身体里了，待到明年春天就又长
出来了！”

家门口的梧桐树，伴我成长，给
我欢乐。

南京财经大学附属小学
四（3）班 韩卓凡

指导老师 贾雅雯

生活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