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情花园 舅舅的微笑
一支蘸饱七彩颜料的毛笔，遇

上了雪白的宣纸，勾勒出那人的笑
容。一阵温柔的风吹过来，遇上了
我，把我带回六年前。

那时吾六岁，还未上小学堂，
整天闲来无事，紧跟正在钓鱼的舅
舅后面，吾心生一计：钓鱼它不香
吗？学会了钓鱼，还愁没事干吗？
那天，舅舅又满载而归，我缠着舅舅
说：“舅舅，您钓鱼的技术太好了，您
钓鱼的姿势也很帅，我也想学，好舅
舅，教教我呗！”“你小子嘴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甜了？行！那我就教你几
手。”舅舅微笑着对我说。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来了，舅舅
便开始手把手地教起了我，我也很努
力地学习。没一会儿，舅舅见我掌握
得不错，便带我去水库练练手，觉得已

经学会钓鱼的我得意洋洋。来到水
库，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飞蝇竿和大
鱼钩。尽管舅舅苦口婆心地劝阻我：
“大竿不适合你，你用小竿更合适。”

但得意的我根本听不进去舅
舅的劝告，坚持用飞蝇竿。果然，
骄兵必败，大型渔具只适合上大
鱼，鱼是上钩了，但我这新兵蛋子
对于拉大鱼根本没经验，只会硬
拉，结果钩没了，竿差点也折了，鱼
跑了，人还被弄得精疲力尽。

回到家，我躲到了房间里。舅
舅进来了，他微微一笑，拍拍我的肩
膀道：“拉大鱼有一定的技巧，不是
硬拉就可以的。走，我们再试一次，
你肯定能学会拉大鱼的。”

看到舅舅那鼓励的微笑，我又
重新拾回了信心。跟着舅舅来到水

池边，这一次我虚心向舅舅请教。
在他的教导下，我学会了钓各种鱼
的方法。最后舅舅乐呵呵地宣布：
“你正式成为一名小小钓鱼达人啦。”

从此，我每天从幼儿园回来后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钓鱼，不停地练手。转
眼一个月过去了，舅舅又带我回到水
库，此时的我自信地拿起了飞蝇竿。随
着漂水浮的下沉，我握紧鱼竿，下一秒，
鱼开始挣扎，我快速收线，鱼也露出了
水面，舅舅用抄网一网，鱼上来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六年了，感谢
舅舅在我气馁时给我鼓励的微
笑。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一直和
溪水、河流、鱼竿“相依为命”。

江北新区浦口实验小学
六（9）班 陈思睿
指导老师 蔡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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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事

放学回家后……

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好多只
虫子紧贴在阳台屋顶上。可能因为天气
寒冷，它们一动也不动，石化了一样。

我拿起一个扫把，举过头顶，使
劲儿让扫把碰到屋顶，来了个横扫，
可惜一只都没碰到。它们受到了惊
吓，像无头苍蝇一样横冲直撞。过
了一会儿，才终于安静下来。

我又举起了水枪，瞄准一只按
下水枪开关，水直射过去。哈哈，这
次终于击中了。我跑去仔细观察起
来，它很像蜜蜂，我觉得应该是黄小
蜂，黄色的身体，两对薄薄的翅膀，
三对细长的腿。

看着屋顶上的“漏网之鱼”，我又
找来渔网，想要把它们赶出窗外。我
拿着渔网慢慢靠近，罩住后继续去捉
下一只，就这样好多都被捉到了网
里。它们在里面拼命挣扎，好像在
说：“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我突然升起来慈悲心，把网伸
出窗外，它们全飞跑了。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四（7）班 宣启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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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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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徜徉书海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
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每当听到
《童年》这首歌，我就不由得想起林
海音的代表作《城南旧事》。

“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
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
临于我的心头。”林海音以“冬阳·
童年·骆驼队”作为开篇序章，让我
们在主人公英子的带领下，通过
“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
“驴打滚儿”和“爸爸的花落了”这
几个既独立又联系的篇章，认识了
秀贞、妞妞、小偷、兰姨娘、宋妈等
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

林海音所写的故事都是温暖的，
她的语言都是干净的。她的眼里没

有疯子，只有想念爱人、想念女儿的
秀贞；她的眼里没有小偷，只有一心
为供养弟弟读书，并许诺和她“一起
去看海”的哥哥。

富有同情心的她费尽心思帮助
秀贞和妞妞团圆；富有悲悯心的她
陪同失去儿子的宋妈一起寻找被丈
夫卖掉的女儿；具有敏感性的她抢
先帮兰姨娘与德先叔牵“红线”，解
除爸爸和妈妈间的“危机”；具有责
任的心她在父亲离世后，用十三岁
稚嫩的肩膀悄悄接过父亲的重担，
帮妈妈一起养育照顾弟妹几人。

这样一个双眼明亮、充满爱心
的英子，长大后依然是纯净善良
的，于是她写出的儿童文学也是充
满着人性温情的。

北平城南香脆的驴肉火烧、地
道的担担面，还有说书的、唱戏匣子
的、耍杂技的……这一帧帧充满风土
人情味道的旧画面，一直萦绕在林海
音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于是她将这
些童年的游乐、童年的趣事写成了
书，定格了美妙的童年时光，也丰富
了我们的视野，滋养了我们的心灵。

我们要珍惜美妙的童年时光，
成长为阳光、快乐的少年，用水晶
般高洁的心灵去折射太阳的光
辉。我们要爱护童年时光，成长为
有爱心、懂感恩的少年，用丰富的
知识去服务社会。

南京大学附属丁家桥小学
六（4）班 冯楚飏
指导老师 王 茜

读《城南旧事》

趣味校园 哈哈，我们赢了
“加油！加油！……”星期三

上午，风和日丽，学校的操场上热
闹非凡，同学们的加油声响彻云
霄。只见同学们正在使出吃奶的
劲奋力地拉着绳子，啊，是拔河！
原来，四（1）班和四（3）班正在举
行拔河比赛。

第一组比赛结束，四（1）班的
同学赢了！马上就是我们第二组
上场了。比赛还未开始，两边的同
学已经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操场上充满了“火药味”。我们组
的同学斗志昂扬、充满自信地来到
了麻绳旁边。班主任周老师教我
们统一站成“弓”字步，脚顶着脚，
手抵着手，身体向后倾，奋力伸展
五指，紧紧抓住绳子。

“嘟——”只听一声哨响，我们
组的比赛开始了！大家的双手像一
把把大钳子死死地抓住绳子，纷纷
降低重心，拼命往后拉。有的同学
手上青筋暴出，有的同学憋得满脸
通红，还有的同学索性使出了“杀手
锏”——整个人都快倒在地上了。

我脸上的汗珠开始往外冒，只
见绳子中间的红绸子一会儿往我
们班移来，一会儿往对方班移去，
比赛十分激烈。耳畔传来了啦啦
队“加油”的声音，周老师也在旁边
为我们助威呐喊……

慢慢地，我感觉所有的力气都
快用完了，真想躺下来休息一下呀！
但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坚持一下，再
坚持一下……”终于，绳子开始一点

点地往后收，只觉得我的脸离地面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随着
一声哨响，我们组所有的同学都猛
地摔了个“大马趴”！哈哈，我们赢
啦！即使摔得人仰马翻，大家也顾
不上拍身上的灰尘，爬起来相互拥
抱，庆祝着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随后的两场比赛，我们班同学
仿佛如有神助，一个个像猛虎似
的，最后居然赢得了所有的比赛，
连赢四场的感觉可真好啊！通过
这次拔河比赛，我明白了团结就是
力量！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力往
一处使，坚持，坚持，再坚持，任何
困难挫折都会变成“纸老虎”！

汉江路小学四（1）班 陈澄
指导老师 周文军

生活需要掌声
每节语文课，总有几位同学踊

跃举手发言。看到同学们落落大方
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第一
次上讲台发言的经历。

记得二年级的时候，语文曹老
师让我说下本节课讲了哪些内容。
听到老师叫我，我目瞪口呆，愣了几
秒钟才走上讲台。当时，我头脑一片
空白，愣在讲台上好长时间，满脸通
红，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我紧张
到说不出话来。面对着同学们，我感
到台下有千万双眼睛盯着我看，他们
在期盼、等待，我愈发紧张了。

这时候，和蔼可亲的曹老师带头
鼓起掌来，用她那温柔的眼睛看着我，
鼓励着我。同学们也跟着曹老师鼓起
掌来，听到这“悦耳”的掌声，我不再紧
张，虽然最后完成得不是很出色，但我
的信心得到了增强。

当我还沉浸在回忆中时，刘老
师叫我回答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回
教室。我站起来，自信满满地回答问
题。因为有之前的经历，我没感到一
丝一毫紧张，也得到了刘老师的认
可。现在，每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时，
总会想起第一次的讲台发言，想起老
师和同学们的掌声。这些掌声给我
很多鼓励，给了我解决问题的信心。

生活需要这样的掌声，掌声给
了我们勇气！

怡馨花园小学五（5）班 顾懿轩
指导老师 刘峰

成长感悟

放飞梦想
如果你的头顶是天空，
那么就扎一只风筝吧，
让它载着你的梦想展翅高飞；

如果你的面前是大海，
那么就折一只纸船吧，
让它载着你的梦想航行远方；

如果你的身后是沙漠，
那么就寻一匹骆驼吧，
让它载着你的梦想长途跋涉；

如果你的脚下是绿洲，
那么就种一棵小树吧，
让它撑着你的梦想奔向天空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四（7）班 唐子玄

小小诗人

生活点滴

阳光轻柔地抚摸着埋头写作
业的我，突然，耳边传来了一阵嘈
杂，“什么声音啊？”我嘴里嘟囔
着。抬头一看，一只巨大的、凶猛
的东西飞来飞去，发出细微烦躁的
“嗡嗡”声，我大惊失色：“马蜂！”

我仓皇出逃，寻找救兵：“爸爸，
妈妈，快来，有马蜂！”好一阵子，妈妈
才反应过来：“啊？有马蜂！”我俩悄
悄地向目标奔去，刚把门开了一条细
缝，马蜂便张牙舞爪地袭来。

“啊！”妈妈发出害怕的尖叫
声。我慌张极了，随手抓起脚上的
拖鞋向马蜂扔去，不料，适得其反，
马蜂更加暴躁了，四处撞去，像没头

苍蝇似的。妈妈立刻躲到了门后，
脸色发白，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一只马蜂有什么好怕的，看我
的。”爸爸边说边拿起撑衣杆开门冲
进去，用力地挥着手中的武器。马蜂
依然毫不退缩，灵活地躲来躲去，时
不时地出击。我和妈妈紧紧搂在一
起，稍稍探出头，胆战心惊地瞄着这
场剧烈无比的“房间保卫战”。

战斗了一会儿，爸爸俨然失去
了一开始的斗志，狡猾的马蜂似乎
也看出了这点，士气更旺了，时不
时地向爸爸扑来。终于，爸爸败下
阵来，逃到门外，手忙脚乱地“扑
通”一声关上了门。休战片刻，三

人眼神互相对视：“一定要把可恶
的马蜂赶出去！”

重整旗鼓，爸爸依旧带上他的
利器——撑衣杆，妈妈举了块“护
盾”硬纸板，而我顶了本书当头盔
随时掩护。我们信心满满跨进房
间，与马蜂展开第二次大战。

爸爸一把挥起撑衣杆，妈妈猛
地用硬纸板砸去，我也用书不断拍
打马蜂，就这样，在重重夹击下，马
蜂狼狈地逃出窗外，爸爸用力关上
了窗户。房间保卫战宣告成功！

北京东路小学阳光分校
四（2）班 周予泽
指导老师 王驿

家里来了马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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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术之旅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星期天

啦！我像一只兔子一样蹦到楼下，催
着妈妈赶紧出发，我要去学魔术啦！

到了夫子庙，我并没有心思东张
西望，因为还有更有趣的事等着我。
我们见到了魔术老师方爷爷，方爷爷已
年过七旬，身体十分硬朗。方爷爷的魔
术令我们惊叹不已。比如说“四连环”，
方爷爷先拿出四个独立的铁环放在地
上，接着把其中两个铁环放在一起摩
擦。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两个铁
环竟然套在了一起！接着，另外的两个
铁环也套在了一起，形成了“四连环”。

正当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方爷爷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方爷爷
用手拿着的地方有一个缺口，铁环一
边摩擦一边转到缺口处，然后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把铁环从缺口套进去。
我们纷纷感叹：“魔术真神奇！”

方爷爷语重心长地说，做什么
事都不能粗心，就比如刚才的魔术，
如果略微粗心一点，魔术的机关就
被发现了，魔术也就失败了，学习也
是这样，只有细心才能学好。

立贤小学四（1）班 闻彧

快乐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