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青蛙旅行记
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张欣蕊

我的姑姑我的姑姑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凌谢琦

我的姑姑是一名小学教师，
她漂亮、聪明、很爱干净。

姑姑的个子小巧玲珑，留着
一头黄黑相间的短发，瓜子脸
型，一对弯弯的眉毛下有一双美
丽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
副眼镜，一张樱桃小嘴涂着口
红。她喜欢踩着高跟鞋，穿着漂
亮的衣裳，站在镜子前照来照
去，像一位美丽又幸福的公主，
令人赏心悦目。

自从上了小学，姑姑就把我
转入她任教的学校就读，我和姑
姑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因此我学
到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道
理。一次，我做数学作业时，被
一道题难住了，心想，这道题也
太难了吧，还是先别做，等一会
儿再思考吧。于是我飞快地做
起了别的题目，直到我把作业做
完了，最后这道难题也没解出

来。后来我干脆就去问姑姑，姑
姑耐心地在草稿纸上画图，给我
讲解题思路，不一会儿就做出来
了。自此，我认为姑姑特别聪
明，这么难的题目都做得出来。

还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因为
一个反问句写错了，只考了九十
六分，姑姑知道后，耐心地教我
如何把陈述句改成反问句。随
后，姑姑出了几道巩固题，我全
做对了。我觉得姑姑太棒了，每
次给我讲解题目都通俗易懂，让
我一下子就能明白。

姑姑除了在学习上对我耐
心辅导，在生活上更像慈母般给
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当
我犯错误时，姑姑总会严厉地批
评教育我，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
的道理。

我的姑姑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爱我的姑姑。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柏树小学小记者站 李雨泽

大家都知道，穿衣时常要扣扣子，一不小心，
扣到最后才发现，咦？还有一个扣眼儿哪去了？
原来是第一粒扣子扣错了。第一粒扣子扣错，会
导致后面一些扣子全扣错。扣子扣错，解开后，
还可以重来，但是人生的扣子扣错了，就无法再
重来！

我们都是小学生，平常应从哪些方面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呢？从人生价值观来看，我们应该

做到爱党、爱国、爱人民；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来看，我们应当做到节粮、节电、节水；从我们的职
责使命来看，我们应该做到努力学习、热爱劳动、
强身健体。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
它，更要从做好每一件小事去体会它。只有认真
做好当下的事情，才能积少成多，厚积薄发，实现
我们的远大理想！

一串脚印一串脚印，，一段光阴一段光阴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梁燕飞

清晨金鸡报晓，心中的憧憬唤醒了我，窗缝
里透出的晨曦调皮地引我走向窗边。我迫不及
待地拉开帘子，“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
发”，眼前的景致如诗似画。那几朵轻柔的白云
也被霞光抹上了迷人的橘红色，镶上了金边。侧
耳细听，清脆的鸟鸣如泉水淙淙从窗外涌入，透
着惊喜，露出期盼，活了江河，活了大地，活了峰
峦，也活了蓝天。这些似乎都是为这与众不同的
一天所做的渲染。整理好行装，收拾好心情，与
烈日为友，与知了为伴，我们便踏上了此次期待
已久的海滨自驾游。

品味六朝古都
从青山绿水到高楼林立，从九曲回肠到肩摩

毂击，我们不知不觉到达了六朝古都——南京
市。车下了高速，到了南京内环的南环路上，这里
的情形不禁让我们瞠目结舌。眼花缭乱的道路指
示标，数不胜数的车辆及摩肩接踵的行人，以及相
隔一二百米就会有的十字路口、地下隧道和人行
天桥。我们都紧盯着导航，生怕因偏航而吃亏，就
这样，我们心惊胆战且全神贯注地在漫漫车海中
摆渡，但最终还是被“导进”了一个安逸的小巷。

还好，在这个小巷里，寻到了一家好旅店。洗
漱过后，我们来到了新街口远近闻名的狮子桥步
行美食街。街旁琼楼玉宇、华灯高照，街上车水马
龙、人声鼎沸，街边大小美食商店鳞次栉比。“我们
去南京大排档吧，那里看起来不错!”妹妹一边指
着一边提议道。“好!”我们便走向这条街首屈一指
的南京大排档。刚进门，穿着古装的店小二便热
情地迎了上来，让人倍感亲切，这里每天都是座无
虚席。对于一个资深吃货的我来说，这里简直是
我的天堂，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小吃便是此店的镇
店招牌菜——天王烤鸭包。正如其名，小笼包的
馅儿是由喷香的烤鸭肉制成的，一笼三只，看上去
十分敦实，大口咬下去香味四溢，这让如饥似渴的
胃，顿时有了满足感。

回到旅店，望向窗外，夜幕早已降临，幽蓝深
邃的夜空中镶嵌着满天星星，是那么醉人。我微
笑着，抛去一天的疲倦，带着对明天的期盼，酣然
入睡。

感受海滨风光
从火伞高张到天朗气清，又从华灯璀璨到碧

海蓝天，我们来到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海滨城市
——青岛。早已厌倦了烈日炎炎的我们，不由自

主爱上了这座清爽宜人的城市。这里的天际线是
美的，海天相接，给你更多的浪漫与想象的空间。
这里的山际线也是美的，青的山与蓝的天，映衬着
这座城市的缤纷多彩。

歇了一晚，我们便驱车直至梦寐以求的著名
景点——金沙滩。边走边望，远处“蓝天碧海浪柔
绵，水净沙白细腻宽”的一番景象，便深刻于我们
的脑海。沙滩上的游人络绎不绝。我与妹妹也拥
入其中，摇身一变，成了这沙滩上最活泼的两只

“小蟹”。行于岸边，脚下的沙子热乎乎的，它们用
细腻的身躯与我们的双脚互相挑逗，我悠然自得
地躺在这耀眼的碎金之上，望向蔚蓝的天际，展开
了无限的遐想。望向大海，波纹叠着波纹，浪花追
着浪花，我们奔向前去，与一见钟情的海水来了个
深情的拥抱。我泼你，你泼我，浪泼我们，好不活
泼热闹。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青岛海底世界。在这里，
不计其数的海洋生物标本令人目不暇接，丰富多
彩的海洋知识使我们受益匪浅。惹人喜爱的电
鳐、身材庞大的抹香鲸以及色彩鲜艳的珊瑚，这一
切都让人终身难忘。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它们
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据统计，自上世纪 80年
代以来，胶州湾鱼的种类从 113 种降至 58 种，减
少了近一半，连当年比较常见的野生褐牙鲆，现在
也已很难捕到。又有统计指出，在过去的 30 年
内，全世界的珊瑚死亡了 50%，海水的平均温度更
是升高了 2度，对于海洋生态系统来说，这无疑是
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将要做什
么?这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纵览跨海大桥
返程途中，最让我目瞪口呆的便是青岛跨海

大桥——胶州湾大桥。
在智能软件上纵观全桥，看到的则是一个顶

天立地的巨人屹立于海湾之上，它结构新颖、造型
独特、美观大气，用三座航道桥与蜿蜒的非通航孔
桥及海上互通立交等共同谱写了气势磅礴的桥梁
组曲，既与青岛的城市建筑风格相呼应，又极富现
代化气息，让我不禁竖起大拇指点赞。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
之厚也。“旅行不仅能拓展你的眼界，还能放飞你
的心灵，更能让你领略祖国江山如此多娇！世界
那么大，你不想去看看？

指导老师:汪峰

归 来归 来
柏树小学小记者站 魏何

我诞生于熊熊烈火之中，青
铜铸就了我的身躯，巧手匠人赋
予了我灵魂，我全身上下布满了
十分精致的纹饰，有的如凤凰展
翅，有的似飞龙腾跃，还有的像
雄狮咆哮。我，做工精巧、富丽
堂皇。我，就是有着“方罍之王”
美誉的商皿方罍。

记得那是公元前 1060年，我
的主人为了庆祝我的诞生而大
摆宴席。古朴的编钟奏鸣着大
雅之音，我盛满了美酒，宾客们
持觞饮酒高歌，夕阳照进大殿，
拉长了宾客们的身影，这恐怕是
我诞生之后最深刻的记忆了。

我陪着我的主人走完了他
的一生。主人去世后，我作为他
的陪葬品长眠地下，这一睡便是
三千年。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有一
天，一个农民偶然发现了我，他
将我从土里刨出，把我带到他家
私藏起来。这是 1922年，一个多
灾多难的年代，军阀混战，外敌
入侵，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看
到曾经的盛世美景，如今如此凄
惨，我感到万分痛心！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
沉雨打萍。”在动乱年代，我的器

盖与身体也惨遭分离。我的器
盖几经辗转，最终回归到政府手
中，交由湖南省博物馆保存。我
的器身则被一位中国古董商转
卖到了美国，此后便在各个国家
一路颠沛流离近百年。

我那历经沧桑的脸上又新
添了几丝皱纹，那不堪一击的身
躯又新增了几道裂痕，此刻我是
多 么 想 回 到 祖 国 母 亲 的 怀 抱
啊！我要回家！我想回家！

“ 行 行 重 行 行 ，与 君 生 别
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时间的车轮转到了我难以忘却
的 2014年。就在这一年，我的器
身将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
进行拍卖。我的祖国没有放弃
我，湖南文博界、企业界和收藏
界代表组团赴纽约洽购，我的身
体与器盖终于重逢了！

“ 胡 马 依 北 风 ，越 鸟 巢 南
枝。”如今我被完整地收藏在湖
南省博物馆里，每天都有许多小
朋友前来参观。如今，一条条高
速铁路如一条条腾飞的巨龙，一
架架飞机如雄鹰翱翔在蓝天。
倘若我的主人泉下有知，也必将
用我再次盛满美酒，沉醉在这盛
世荣光之中。

民生工程惠万家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汪锦瑞

经常听爷爷和外公在一
起聊天，说现在的孩子都生
活在蜜罐里，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如今的美
好生活他们那时做梦都不敢
想。以前，他们过的是怎样
的生活呢？于是我好奇地问
爷爷。爷爷说：“以前我们吃
的菜哪有现在这么丰富，每
天吃的都是咸菜，穿的衣服
都是打补丁的，出门全靠两
条腿。现在不一样了，你们
现在穿的衣服都是时尚、崭
新的，吃的也都是有营养的健
康食品，出远门都有飞机、高
铁坐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得感谢
国家的好政策！”

是呀，现在的变化确实挺
大的，我感觉这些年来乡村变
化最大的，要算美丽乡村建设
了。以前去外公家，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如今已大相
径庭，村村通了水泥路，外公
家门口的烂泥潭也变成了平
坦宽阔的水泥地，还安装了篮
球架和一些健身器材，就连路

灯也给装好了。夜幕降临，灯
光亮起，大妈、阿姨们都喜欢
来这里跳广场舞呢。

最近这些日子妈妈工作
很忙，原来她参与单位的扶
贫工作。妈妈告诉我：以前
看病费用高，困难家庭看不
起病，现在有了医疗保险和
大病救助，再也不愁看不起
病了。说到这里，妈妈便问
我，民生工程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哪些变化呢？我摸了摸
脑袋瓜，幸福地说道：“妈妈，
我们阊江小学教学综合楼的
建成应该算是民生工程吧？
以前的教室小，光线暗，教学
设备不够完善，上厕所都很
拥挤。现在可不一样了，教
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应
有尽有，还建成了美丽的塑
胶操场，并增添了许多健身
器材，为老师和学生的校园
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听
了我的介绍后，妈妈说：“对
了，这都归功于我们国家的
惠民政策越来越好，我们以
后的生活会更加幸福的！”

您好，碧绿的小草，您是
在跳舞吗？您好，摇曳的小
花，您是在吐露芬芳吗？小青
蛙第一次出来闯世界，看见什
么都觉得很新鲜。

下 一 站 去 哪 儿 呢 ？ 哈
哈！有了，就去小河吧！“扑
通”一声，小青蛙跳进了河里，
仿佛回到了童年，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咦？这黑黑的洞
是干什么的？“小鱼，你知道这
是干什么的吗？”小鱼从它身
边游过，“快逃吧，快逃吧，马
上就要排污了。”急急忙忙说
完，小鱼儿就一溜烟游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小青蛙正纳
闷着。殊不知危险已悄然而
至，忽然一股脏水“哗”的一声
喷出。难闻的臭味把小青蛙
熏得头晕眼花，它急忙使出了
看家本领，连蹦带跳地逃到了
岸上。

“哇，好险啊！”小青蛙一
边在岸上喘着粗气，一边望着
乌黑恶臭的小河，还心有余
悸。“还好我三十六计，走为上
计，逃了出来！”小青蛙失望地
逃离了这里。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
蛙声一片。”稻田可是我大显
身手的舞台，小青蛙暗暗地想
着。哈！在阳光的照耀下，稻
子一片金黄，微风拂过，掀起
了金色的波浪，呈现出一幅丰

收在望的画面。“这里可真美
呀！”小青蛙赞叹后，便迫不及
待地跳进了稻田，它屏息凝
视，开始大显神威。突然，一
股恶心的药水味钻进了青蛙
的鼻子，只见一个农夫正背着
一个蓝色水箱，一根长长的管
子接在这箱子上，“水”从管子
里喷出来。不好，是我的克星
——杀虫剂！小青蛙连蹦带
跳，恨不得再生两条腿。“终于
逃出来了”，小青蛙暗自神伤，

“差一点就一命呜呼了！唉，
自从有了农药，稻田里就再也
不需要我了。”小青蛙就这样，
无可奈何被迫下了岗。

小青蛙伤心地蹲在田埂
上，一心思考哪里才是他的安
身之处，却不知有人鬼鬼祟祟
跟在它的身后，向它伸出了罪
恶的双手。咦？天怎么突然
黑了？小青蛙本能地往上一
看，可怕的魔爪正向它伸来。
啊，小青蛙飞速地蹦了一下，
躲过了致命的一击。“呜！为
什么？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对
我 ？ 我 可 是 庄 稼 的 守 护 神
呀！”小青蛙伤心极了，使尽了
浑身解数，才溜进臭水沟死里
逃生。

小青蛙重新回到井里，自
言自语地说:“出去旅行太危
险了，还是井里安全呀！”

指导老师：童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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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之物，
我的心爱之物是什么？

我暂且不告诉你，你先猜猜
吧！它小巧玲珑，天蓝中夹带了一
缕金黄。它整天戴着一顶蓝色的
帽子，帽沿上挂着一条金色的丝
带，丝带上方还嵌着一颗红宝石。
摘下帽子，就露出了它的头，它的
头尖尖的，只要一碰到东西，那东
西上就会留下一道蓝色的痕迹。
为此，它必须经常躲在帽子里。它
的胃非常奇特，只喝水，不吃饭。
说到这儿，你猜出它是什么了吧？
对，这就是我的那支蓝色钢笔。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支钢
笔，是我上三年级时妈妈送给我
的。刚买那会儿，我整天用小手
抚 摸 它 ，却 从 不 肯 用 它 写 一 个
字。开学第一天，我挨个让同学
们欣赏我的蓝色钢笔，并向他们
介绍其性能。之后，我天天用这

支 钢 笔 在 课 本 上 记 笔 记 、写 作
业。每当想起我蓝色的钢笔字被
打上红色的勾、写上红色的“优”
字，或作文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
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后，我
发现我的那支钢笔不见了，我急得
直冒汗，整个中午在家里都魂不守
舍的。下午一上学，我就急忙赶到
教室去寻找，结果发现它就静静地
躺在我的桌子底下。这支钢笔整
整陪伴了我两年，直到上学期期末
考试前一周，我不小心将钢笔摔到
地上，正好笔尖着地，摔坏了。回
家后，我吵着让爸爸带我去书店
换笔头，可换了几个，都写不出字
来，我伤心极了。

这支钢笔虽然坏了再也无法
写字，但我没有弃之，还一直把它
珍藏在书桌的笔筒里，它曾陪伴
我成长，永远是我的心爱之物。

我的心爱之物
新安小学小记者站 宋广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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