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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好朋友的一封信
邵子铭棋友!

你好"

去年#我们在象棋班认识了$并成为了好朋友% 今年$我

想邀请你来我的家乡作客%

我的家乡在武进区邹区镇% 这里住着勤劳的种田人$他

们浇灌着一棵棵农作物% 每天$他们戴着草帽$提着水桶$浇

着农作物%漫步在田间小路上$小花儿&农作物&种田人$构成

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每当三月十一$我们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庙会% 每到这

时$来自各地的商人都来卖自己的商品%集市上人山人海$热

闹非凡$到处充满着吆喝声和顾客的讨价还价声% 人们带着

小孩子购物玩耍% 到了晚上$集市就拉下帷幕% 这一天$人们

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听了我的介绍$你一定动心了吧'来吧$我和我的家乡张

开双臂欢迎你"

最后$祝你生活愉快"

星韵学校四!4"班 张汉文 指导老师 冯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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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懂的爱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时间都去哪儿了？

在时间长河中，有千万件事让我为之感动，但有一件事让我最不
能忘怀。
“妈妈，带我去采蘑菇！”我稚嫩的声音响起。“好的，明天咱

们一起去。”可第二天，妈妈并没有带我去，太冷、想睡觉成了她
食言的借口。我不停哭闹，在积雪上发泄，在墙壁上乱踩……甚
至，还对外公拳打脚踢。外公轻轻撩起袖子，一块淤青在外公的
手臂上“扎了根”。那时的我还小，只知道外公手上长了一朵紫色
的花……
第三天一早，外公突然对我说:“晞，去采蘑菇吗？”我听了，

顿时又惊喜又惊讶，迫不及待的回答：“好哇好哇！”随后又小心
翼翼地问了一句，“在哪儿呢？太远我走不动。”外公又是一阵沉
默，他右手拿起篮子，左手轻轻扛起我，大步朝厂口走去。我大吃
一惊：厂口的小土地上长了一个个白白的蘑菇！我十分兴奋，又
十分疑惑：这里怎么会有蘑菇？以前我怎么不知道？惊喜之余，我
无意间瞟过外公的手，依然是那样的憔悴，而黑黑的泥土干在了
指甲上。等等，“你手上怎么会有泥土？”“嗯，那个……”我没等他
回答，便有了答案：蘑菇是外公自己插上去的。

这天的清晨特别舒爽，泥土散发着芬芳，温暖的太阳将积雪
融化，将“最好吃”的蘑菇照的红彤彤。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五!4"班 田晞璇 指导老师 章莉

论电脑对学生的好处和坏处
很多人都喜欢用电脑，我也喜欢。我们经常用电脑来玩游

戏、看电影、查资料、看新闻、买东西……电脑带给我们很多方
便，很多知识，很多快乐。
但是人一旦过于依赖电脑，也会有许多弊端。比如：长时间

看电脑屏幕，会使眼睛干涩，最终会导致视力下降，对少年儿童
视力的影响则更大。远的不说，在我们身边，因使用电脑时间过
长而视力急剧下降的例子就比比皆是。

沉迷电脑游戏，还容易使人上瘾，继而失去自控能力，而少
年儿童本身自控能力就差，所以更难抵抗游戏的诱惑。网上就曾
有学生长期玩电脑，然后跳楼自杀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很多
游戏都是打打杀杀，小孩上瘾后，自已完全没有了分辨现实与虚
幻的能力，所以才会自杀。

由此可见，电脑既有好处，也有弊处，所以我们应该多利用
电脑学习知识，少打游戏。我们只有理性、合理地运用它，才能让
它为我们更好地服务。

湖塘实验小学三!4"班 刘浩轩

“神笔马良”
1米5的个子，椭圆形的脸蛋，嫩白的皮肤，高高的鼻梁。淡

淡的眉毛下，圆圆的眼睛就像蓝色的湖水中镶嵌的黑色宝石，显
得清纯灵秀。她就是我身边的“神笔马良”———吴研。
吴研的绘画技艺高超可是名副其实的、众所周知的。有一次

上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一幅山水画。很多人都无从下手，一脸
茫然。吴研却不慌不忙，镇定自若，一看就知道一幅诗情画意的
山水画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了。几分钟后，她迅速地拿起
笔，娴熟地在白纸上勾勒着。随着那“沙沙”的声音，空白的纸上
立即出现了山水的轮廓，她的速度让我们都感到惊讶。接着，她
又拿起彩笔，一会儿大块大块地涂抹，一会儿又在细小的地方小
心的着色。她的神情是那样的专注，时而紧锁眉头凝神思考，时
而眼中流露出欣喜的神色，此时的她仿佛已经完全融入了自己
描绘的美景中。不一会儿，一幅惟妙惟肖的山水画便呈现在我们
眼前：你看，轻轻柔柔的白云下是连绵起伏的群山，绿毯似的草
地上长着枝繁叶茂的大树，清澈见底的小溪弯弯曲曲地伸向远
方。天空中，小鸟自由飞翔；草地上，小兔又蹦又跳，最调皮的是
小猴，竟然爬到树上荡起了秋千……多么逼真的画面啊。
俗话说得好：天才出自勤奋。吴研同学的画技如此高明，我

相信她一定为此付出了不少汗水和心血。衷心地祝福她———吴
研，愿她的画技一天更比一天高！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五!6"班 夏彤 指导老师 吴小兰

双休日那天我刚想出去“放放
风”就被父母的“无敌流星大铁锤”砸
入黑暗的“地狱”了，对此我多次提出
了“抗议”申请书，但每次都被父母无
效“退还”。又一个可怕的双休日来临
了，再见，我的漫画；再见，我的排球；
再见，我的computer！

下午，几个朋友兴冲冲地来找我
玩。看到这一幕，我的眼前似乎出现
了一道希望之光，可是，妈妈却对她
们说“她的作业还没有写完，你们下

星期再来找她玩吧！”那希望之光也
在这一瞬间飞灰烟灭。朋友们也是扫
兴而归，害得我在朋友面前很没有面
子。

有一次，我漫步在家乡乡间的羊
肠小道上。突然，我被一大片长得绿
油油的“韭菜”所吸引，兴奋的赞叹
道：“这片韭菜长得多好哇！”表姐听
了笑得前俯后仰。我奇怪地问：“姐，
你笑什么？”“我笑你进城读书没几
载，就分不清麦苗和韭菜了。”我当时

脸上火辣辣的，心想：妈妈呀妈妈，你
整天让我看书，做习题，不让我出门
接触大自然，害得我都“五谷不分”
了。
21世纪，国家需要的高素质的人

才，而不是高分低能的“书呆子”。我
希望成为一只小鸟，飞出樊笼，飞向
新的生活！

邹区中心小学六!1"班 何斯善

指导老师 包静鹃

一天，妈妈叫我独自一人去买菜。
拎个菜篮子，拿个小钱包，我感觉自己
真像个“家庭小主妇”。我问妈妈：“今
天去超市，还是去菜场？”妈妈说：“随
便你吧，上哪儿买都行，特别注意安全
就好。”
进了菜场，我发现里面还真热闹：

有人在大声吆喝，有人在讨价还价；卖
鱼卖肉的举着大刀用力在剁，客人们
喜滋滋地等着拿……我走到鱼摊位，
问一下鲫鱼的价格。我一连问了三个

摊位都是九元一斤，于是就到一个和
妈妈认识的婆婆那里买。我说：“婆婆，
我要一条大点儿的鲫鱼！”婆婆笑着
说：“你一个人来买菜呀，好厉害唷！”
她边说边从水里捉上来一条又大又肥
的鲫鱼，称了一下，对我说：“正好10
元！”我把那张百元大钞递过去，她找
给我好几张，我数了一下，正好 90
元。我赶紧说：“谢谢婆婆！”婆婆笑眯
眯地说：“小姑娘再见！”
我在菜场上转了几个圈也没有找

到妈妈要的榨菜，一口气跑到超市，拿
了一袋菜榨就跑，嘿嘿，因为我看到心
爱的糖葫芦啦，想趁机占妈妈的便宜
买一个解解馋！
我帮妈妈买了菜，体验到了劳动

的快乐，还得到了糖葫芦的奖赏。这真
是嘴上吃得甜，心里更加甜呀！

邹区中心小学三 !5" 班 周培悦

指导老师 吴文艳

可爱的狗狗
吃完晚饭，我和妈妈一块儿去邻居大妈家玩。
走到门口，一只白色卷毛的小狗迎面扑向我，嘴里

不停“汪汪”地叫着，好像在欢迎我去玩呢！我轻轻抱起
小狗，只见它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像玻璃球，两只毛茸
茸的耳朵笔直地竖立在头上，湿乎乎的粉色长舌头伸
出了嘴外，不停喘着粗气。我轻轻把它放下，它立马扭
头向着自己的水杯跑去。“吧嗒吧嗒”，只一会儿，水被
喝光了，看样子它一定是渴极了。喝完水，它又面对着
我坐了下来，不停地摇着那短尾巴，亮晶晶的大眼睛一
眨不眨地盯着我，像是在问我要吃的。
我们就这样互看着，它拼命摇着它大而粗的长尾

巴讨好我，我油然喜爱上它了！我不禁又伸手摸了摸它
的脖子。见它这么可爱，我不禁搂着它，感受着它温暖
的呼吸！

西夏墅小学四!2"班 周莹 指导老师 周红芳

今天，周老师带我们玩了一个小
游戏，叫“蛋、鸟、人、神”。我很疑惑：
周老师怎么会在语文课上让我们玩
游戏呢？肯定有目的。周老师说完了
游戏的规则，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直
接开始游戏，而且我发现有几个同学
还没等老师说完，就开始游戏了呢！

游戏开始了，大家你 PK我，我
PK你，PK得非常激烈。我先跟我的
同桌开始比，准备大干一场。首先，我
出了“石头”，王涵越出了个“剪刀”，接

着，我想：她看见我第一个出了“石
头”，她肯定会出“布”，所以，我来个趁
其不备，出了个“剪刀”，把她给秒杀
了。“哈哈哈哈———”一开始就来了个
开门大吉，升级为“鸟”。接着，我又跟
俞佳阳、王语辉PK，一下子又把她们
俩都秒杀了，“哈哈！”开始就送我个
三连胜，成了“神”！我暗自高兴。可是
后来，我又中了霉运，连输三局。但我
不气馁，继续 PK，继续又成了“神”。

老师喊停，大家迅速回到座位。

老师问：“玩了这个游戏，大家有什么
感受？”同学们纷纷举手，说：“赢了也
不能骄傲。”“即使输了也要不气馁。”
“要有不怕失败的勇气。”……老师笑
着点点头：“是啊，做任何事，我们都要
胜不骄，败不馁，此乃做人成事的优秀
品质啊！”
西夏墅中心小学四!2"班 谢泽宇

指导老师 周红芳

我去买菜啰

游戏的启迪

我好想成为一只小鸟

温暖的记忆
“出发喽！”随着兴奋的喊声，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高兴兴

地走向庙桥社区。干什么呢？告诉你吧，我们去社区包粽子呢！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社区的会议室。刚推开门，一股

粽叶的清香扑鼻而来。开始包粽子了，我身边的奶奶先给我示范
了一遍。
我拿起三张粽叶，像奶奶那样一卷。咦？奶奶那么轻而易举

就卷成的圆锥形，我怎么卷不起来？不是圆锥太小，就是好端端的
粽叶被我折破了……我又尝试了几回，可非但没有成功，自己还
满头大汗。看着那一张张粽叶和那越来越少的糯米，我又急又恨，
埋怨道：唉！我平常做起事情来，不都挺利索的吗？今天是怎么了？
刚才奶奶不就是这样一夹一卷的吗？可我为什么卷了那么多次却
总不成功呢？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和蔼地问道：“别着急，小
同学，让我再来教你吧。先用两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紧粽叶，但不能
用力拉，因为这样粽叶容易破损……”随着奶奶的循循善诱、手把
手的示范和耐心的指导，没多久，我的“半成品”———用粽叶卷的
“圆锥”便大功告成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该回学校了，我们与社区的奶奶、
阿姨们依依惜别。但是，我的“半成品”，将成为我温暖的回忆，足
以让我铭记终生。

庙桥小学六(2)班 周媛媛 指导老师 周水英

“到了到了，这就是庙桥社区
了。”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对着同学
们说。

来到了社区二楼的会议室，“真
香啊，真香啊！”“这么多粽叶、那么多
的馅啊!”顿时，会议室里因为有我们
的到来而热闹了起来。

我看了看四周，有好多社区的阿
姨、奶奶已经开始包起了粽子。见此
情景，我心直痒痒，迫不及待地动起
手来。慢慢地，我终于完成了包粽子
的第一步———卷出圆锥形。我得意极
了！可当我把余下的粽叶裹住整个粽
子的时候，那一粒粒雪白雪白的糯米
便像一个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不断地
蹦了出来，害得我手忙脚乱，“哎哟哎

哟”直叫唤。
“章莹！章莹！你看，这是我包的

粽子。”一旁的周媛媛高举着她的胜
利果实，冲着我开心地大声嚷着。这
下，我着急了：我今天怎么会这么笨
呢？想着想着，一不小心，我用力过
猛，粽子整个儿都散了架，白哗哗的
糯米“沙沙沙”地直往地上掉。我又羞
又恼，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哎哟，傻孩子，别哭别哭！”在我

一旁的奶奶一边帮我擦着眼泪一边
慈祥地说，“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凡事呀都要有耐心，更要
有恒心。我们重新来包，重新来包
啊！”

在奶奶细心的指导和我的努力

下，我磕磕绊绊行走在包粽子之路
上。终于到了最后一步———扎粽绳。
这对于我来说，那可就是小意思啦。
我接过粽绳，左一绕，右一缠，把粽子
五花大绑了起来。随即，一个粽子诞
生了。

在回校的路上，同学们一边走一
边分享包粽子的经验，个个谈笑风
生。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讨论，只是默
默地想：包粽子虽然看起来简单，但
是做起来难啊！这正应验了朱熹在
《观书有感》中的一句诗：“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庙桥小学六!2"班 章莹

指导老师 周水英

包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