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趣事

前些天，我在地上发现了两只蚂蚁。
瞧！一只头大一些，另一只蚂蚁身材瘦

小，一大一小两只蚂蚁都摆出对战的姿势，气
氛很是紧张。小蚁首先发起攻击，它一口咬住
大头蚁的触须，拼命往后拖拽。大头蚁疼痛难
忍，本能地往后扭头，小蚁死死地咬住不放。

大头蚁很愤怒，猛地转头想反咬一口，哪
知小蚁早有准备，往后退了一步。大头蚁一
个踉跄，在半空中扭曲着身体，而小蚁仍然紧
紧咬住它的触须，继续往后拖拽。

一旁观战的我，可真佩服小蚁的勇气和
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儿。不过我还是希望它
们的世界里没有“战争”。但愿下次再遇见它
俩时，它们已经成为好朋友。

北京东路小学三（5）班 严郅超
指导老师 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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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时光

玩空竹
下午，妈妈带我去石头城公园

玩。我看见一个老奶奶一手拿着一根
木棒，两根木棒中间穿着一根细线，细
线下面有个像沙漏一样的东西。

老奶奶抖动着双手，这个“沙
漏”顺着细线从左滑到右，接着又从
右滑到左，好像特别听老奶奶的
话。突然，老奶奶将这个“沙漏”抛
向空中，然后又用细线稳稳地将“沙
漏”接住。真是太厉害了！妈妈告
诉我，这个“沙漏”叫做空竹。

我鼔起勇气凑上前去问：“奶
奶，能让我试一下吗？”老奶奶开心
地说：“来吧，你来试试看！”我拿起
木棒，用线摆弄着空竹，可它压根不
听我的使唤，不是自己在旋转，就是
“砰”的一声掉到地上。

老奶奶看我急得满头大汗，笑
着对我说：“不要着急，玩空竹的时
候要拉着它在地上先保持平稳，然
后再慢慢拉起，两只手上下摆动就
能玩起来了。”我静下心来，双手一
高一低地拉动着绳子，目不转睛地
盯着空竹，慢慢地，空竹竟然真的转
了起来，我心花怒放！

汉江路小学三（4）班 刘奕萱
指导老师 朱少丹

宠物情缘 我家的“汉堡”
今天，我要写写我的“汉堡”。
我家的“汉堡”黑白相间，它的

头、肚子、腿都是黑色的，其他部位
是白色的，还有点灰。

它的眉毛和胡子雪白雪白
的，远远看去，就像一位留着白胡
子的“小老头”。它跑起步来耳朵
一翘一翘的，屁股一摆一摆的，真
的很有趣。

“汉堡”看上去很“宅”，实际上

它有一颗勇闯江湖的心。比如说，
每次要下楼玩时，比谁跑得都快。
要上楼回家时，它就屁股蹲着坐在
楼梯口，怎么喊它，它都不上来。

和其他小伙伴玩时，“见面礼”
就是一拳，不管是面对大朋友还是
小朋友，它都这样。

“汉堡”有时很乖巧，有时很淘
气。每当我写作业的时候，它就跳
到我旁边的椅子上看着我写作

业。它还会在我脚下的地毯上呼呼
大睡。

但是如果我们出去玩没有带
上它，它会在家里撕纸，一整包纸
被它撕得遍地都是。即使这样，我
还是很喜欢它。

说到这，你猜出“汉堡”是谁了
吗？没错，“汉堡”就是我的好伙伴，
一只机灵的小狗。

银城小学三（6）班 李沛岳

美食天地

吃螃蟹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中

国的饮食文化极其丰富，每个季节
都有它独有的美食。秋风起，蟹脚
痒，秋天的专属美食你猜到了吗？

吃蟹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清蒸，
把蟹刷一刷，肚皮朝上，贴一块生
姜。二十分钟左右，香气扑鼻、色
泽红润，简直是人间美味，让人垂
延三尺啊！话不多说，我们赶快
来动手吧！顾不上刚出锅有些许
滚烫的螃蟹，我先掰开白白的蟹
腿，驾轻就熟地咬开关节部分，蘸
上蟹醋，醋的一点点酸配上蟹肉
的鲜香，酸爽到身体的每一个细
胞，那真是绝配！

重点来了，蟹黄是吃螃蟹的重
中之重，掰开蟹壳，呈现在面前的是
一幅“大杂烩”，流动着的黄和已经
呈红色的籽混合在一起，一口咬下
去，那流动的蟹黄随着一股醇香流
入口中，轻轻滋润着舌苔，那滋味真
是舒服。母蟹黄四溢飘香，公蟹口
感软糯，总之，都让人口齿留香，赞
不绝口，我一次能吃下四只呢。

当我品味着鲜美的螃蟹，不由
得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感到敬佩。
若不是他大胆的尝试，谁知道螃蟹
是如此美味呢。

汉江路小学五（1）班 成飞鸿

密室逃脱
今天，我们家上演了一场惊险

的“密室”逃脱。
调皮的弟弟故意把爸爸反锁在

厨房里，妈妈用厨房门的钥匙开锁，
却打不开。我们以为钥匙错了，就
把其他门的备用钥匙找出来都试了
一遍，但还是打不开。我们急了，我
心想：要是爸爸出不来怎么办？

这时，关在“密室”的爸爸说：“看
来只好拆锁了。”于是，爸爸让妈妈找
一个螺丝刀给她，但一看门缝，根本
塞不进螺丝刀啊。怎么办呢？正当
大家一筹莫展时，爸爸转身拿了一把
菜刀，用菜刀开始拆起螺丝来。

过了好一会，门锁终于被拆掉
了。爸爸终于逃脱出来了。我们一检
查，原来锁孔里被弟弟塞进了一个塑料
薄片。真是一场惊险的密室逃脱啊！

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二（15）班 陈正宜
指导老师 李文慧

难忘瞬间

最美季节 四季之美
我的家乡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城

市，四季循环，岁月流转，美不胜收。
春天，她的美像一幅水彩画。

二月的迎春花最早迎来万物复苏，
绿色的条蔓夹杂着黄色的小花朵，
开在哪里都是一面美丽的花墙。
阳春三月樱花盛放，鸡鸣寺前的行
道路变得热闹非凡，来往的赏花
人，有的赶早，有的贪黑。总之，绝
不能错过花季

夏天，她的美像一幅水墨画。
六月的雨季带来了南京的初夏，去

玄武湖赏荷花吧，闷热的黄昏，定不
会错过“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立上头”的美景。

等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的盛夏，是我们的梧桐树
最茂盛的时候，层层叠叠的树叶，争
先恐后地为我们遮挡着骄阳，留下
一片阴凉。

秋天，她的美是一幅油画。去
石象路看一看银杏的金黄，伴着秋
风，风吹叶散，就像蝴蝶翩翩起舞；
去止马岭看一看池杉的渐变，绿、

黄、橙、红四种颜色居然可以集于
一身；去栖霞山看一看枫叶的火
红，“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
月花”。

冬天，她的美是一幅国画。只
要一场雪，南京就成了金陵，城市
一夜间穿梭了时光，惊艳了岁月。
孩子们最爱下雪，可以尽情地在雪
地里追逐、翻滚、丢雪球、打雪仗。

美在四季更替中的生生不息。
汉江路小学五（4）班 过瑞祺

指导老师 洪媛媛

四季的歌

后院的桂花树
10月中旬，连着下了两天的

雨，我非常担心后院的桂花树，怕
桂花会被雨水打落在地，于是我连
忙撑着伞去看。

果然不出我所料，树上的桂花
已经被风吹地飘落下来。我抬头
看向树梢，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
茂，变得稀稀疏疏。一朵朵黄色的
花，在绿叶的遮挡下，好像避雨似
的。地上厚厚地铺了一层金黄的
花瓣，一脚踩上去软软的，仿佛踩
在地毯上一样。

5天后雨过天晴，我决定再去
看看我的桂花树。本以为桂花已经
被打落在地，可令我吃惊的是，桂花
不但没有凋谢，反而变得更加娇艳
动人、芳香扑鼻。阳光下的桂花，展
露花蕊，点缀着一簇簇米黄色的小
花，那么素雅大方、生机勃勃。桂花
就像一个调皮的小精灵，舞动着轻
盈的翅膀，飞入我的心坎。

进入深秋时节，我又惦记着树
上的桂花了，担心它们抵挡不了寒
冷的天气。于是，我跑到后院，树上

的桂花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满地都
是，树枝上只剩一两簇了。只有铁
锈红的花托紧紧地粘在树枝上，它
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瑟瑟发抖。
往日浓郁的气味也消失了，只有仔
细去体会，才能嗅到一丝丝清香。

看着光秃秃的桂树和飘在空
中的桂花，我不由得感到失落。即
使这样，我也真切地期盼着明年的
桂花开得更加繁茂。

瑞金北村小学四（1）班 何梓清
指导老师 邓甜甜

小小诗人

姥爷的呼噜声
姥爷的呼噜声，
像一列一直前进的火车。
火车穿过山洞，
来到一个美丽的世界。

咦，
姥爷的呼噜声停了，
是不是火车到站了？

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二（18）班 何思妤

蚂蚁的战争

美术画廊

冬日一角

植物世界

绿 萝
它，默默无闻；它，朴实无华。

它，就是我今天要赞美的植物——
绿萝。

五年前，这位可爱的绿色小精
灵来到我家。那时它被装在一个塑
料花盆里，只有三五条枝蔓，上面挂
着稀疏的几片小叶子，我还一度担
心它养不活。在我和家人的精心呵
护下，它长大了，蓬蓬勃勃的。远远
望去，那盆绿萝的绿叶密密麻麻地
堆在一起，像一座用绿叶盖起来的
房子，垂下来的藤蔓像是从屋顶上
搭下来的梯子，青翠欲滴。

走近绿萝，叶子的形状是心形
的，每片叶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
有的比较大，像婴儿的手掌；有的稍
微小一些，跟我的大拇指差不多。
它的叶子长得很对称，每隔三厘米
左右一根叶柄，叶柄上再长一片叶
子。整齐的叶柄就像一排排集体做
早操的小朋友，叶子也如一颗颗爱
心围绕在一起。

这盆绿萝默默地待在我家，度
过了许多个春夏秋冬，度过了许多
个寂寞的夜晚。我和家人都爱看看
它，和它聊聊，从它顽强的生命力中
汲取力量，所以我们又称它为“生命
之花”。

莫愁新寓小学五（3）班 李芾霖
指导老师 钱小英

生活点滴

门前的太阳花
我家门前的草地上有一片太阳

花。它们的花瓣五颜六色，有的红
艳艳，有的粉嘟嘟，有的蓝莹莹⋯⋯
配上金灿灿的花蕊，可爱极了。每
次经过时，我都忍不住停下来去看
看它们。

清晨，太阳花是合拢的，像一个害
羞的小姑娘，偷偷地从缝隙中瞧着这
个世界。中午的时候，太阳花像一把
撑开的小伞，金黄色的花蕊完全露出
来了，仿佛一颗颗闪闪发光的小星星。

傍晚，太阳花慢慢合拢了，忙碌
了一天的花儿慢慢进入了梦乡。如
果遇到阴雨天，太阳花就像个赖床的
小姑娘，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怎么也
不肯张开自己的笑脸。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原
来，太阳花很喜欢阳光，只有阳光照射
时，才愿意打开花瓣，展示自己的美丽。

多么可爱的太阳花呀！
三牌楼小学三（6）班 陆 煦

指导老师 王金凤

秦淮一中心小学 二（3）班 还梓菡

童眼观察 绿豆种植日记
国庆节，我和妈妈决定种绿豆。
第 一 天 ，天 气 晴 朗 ，气 温

26℃。我取了少量绿豆放入纸杯
中，倒入适量清水，淹没过绿豆。
我兴奋地跑过去看了好几次，可是
没发现什么变化，我失望极了，好
想它们快点长大啊！

第二天，多云，气温27℃。我
忐忑不安地来看绿豆种子，绿豆发
芽啦！绿豆们撑破了绿色的外衣，
长出了白色的小短尾巴。

我和妈妈小心翼翼地取出4

粒饱满圆润的绿豆种子，种在我准
备好的小花盆里。我期待极了，盼
望着明天就能看到小种子破土而
出！

第三天，小雨，气温23℃。我
失望极了，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的
种子一点变化也没有。妈妈说要保
持平静的心态，慢慢等待就行了。

可我好焦急啊，真怕它们长不
出来了。虽然妈妈说不用浇水，但
我还是忍不住偷偷又浇了点水。

第四天，小雨，气温25℃。太开

心啦！一起床我就发现绿豆种子长
出来了，大概1cm高，两片嫩绿嫩绿
的叶子，像两个小翅膀，可爱极了！

第五天，晴，气温26℃。第三
颗种子萌芽啦！新长出来的芽低
着头，很像个害羞的小孩子。

其他种子什么时候能出土
呢？我会继续为它们浇水，看着它
们一天天长大。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二（1）班 梁嘉宸

指导老师 周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