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似流水，转眼间，又
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八月十
五———中秋节。中秋节是一个
令人高兴的日子。

晚上，凉风习习，我们全
家聚在一起，正津津有味地品
尝月饼。爸爸提议：“我们来玩
‘成语接龙’怎么样？”“Very
good!”我举双手赞同。“没问
题！”妈妈说，“不过，谁要是接
不上来，嘿嘿，是要表演节目
的哦！”姜还是老的辣。爸爸
说：“那么，就从我开始吧!‘树
影婆娑’。”不愧是老爸，一开
始就来了一个下马威，我只能
拿出我的‘独门秘笈’了。“缩
手缩脚，妈妈，该你了。”我对
爸爸笑了笑。爸爸着急了：“不
对，你说的不是‘树影婆娑’的
‘娑’。”我反驳道：“好像没说
不能组同音字。”最后，爸爸认
输了。妈妈说：“脚踏实地。”
“什么？”爸爸没反应过来，“呵
呵，我也会，‘嗲声嗲气’。”“哈
哈哈哈哈……”我快笑岔气
了。爸爸败下一局了，挠挠头
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我学
业最高，却第一个败下阵来，
我就背一首《水调歌头》吧！”

爸爸摇头晃脑的背了起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
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
…….”整个屋子回荡着欢声笑
语。

过了一会儿，月亮要出来
了，我们拿着望远镜，趴在窗
台上看月亮。只见月亮像一个
害羞的小姑娘。正羞答答地从
一片乌云背后慢慢地伸出脑
袋，挂在漆黑的夜空里。就像
点上了一盏明亮的电灯，让夜
空顿时放出淡淡光芒。月亮把
它那皎洁的光芒洒向大地，把
大地照得亮晶晶的。月光洒在
树上，树像披上了一件白纱
衣，照在花上，花像一面镜子，
把光线反射到我的脸上。我看
着月亮，对爸爸说；“看！月亮
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爸爸
说：“噢！那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嫦娥和玉兔吧。”说着说着，爸
爸就给我讲起了《嫦娥奔月》
的故事……

中秋节是团圆的、祥和
的，而我过得这个中秋节充满
了新奇和快乐！
延陵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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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一凡

指导老师 郑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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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啦！从一年
级到现在，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做一个“好学
生”的痛苦呢，接下来就讲讲我从一年级到
三年级的浓汤生活吧！
在上一年级时我是个大人们都喜欢的

学习榜样，例如考试考得好大人来表扬还
发“年薪”呢！这就是那碗甜甜的浓汤。
但有的时候我的这碗汤会有点咸。为

了多点看书，我长长废寝忘食，老是不做作
业，妈妈见了就恶狠狠地让我去做作业，不
准看书，我就是不肯，妈急了批评我：“作业
放在这里又不做看那个有什么用呢？快做
啊！”我只好非常不情愿地放下了书，又继
续去做作业。这就是我生活中的咸。
还有一次我一着急便撒了个谎，被我

的神仙老妈发现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了一
顿“这么小就学会撒谎，以后你长大还怎么
跟别人打交道？做人要诚信！以后不准再撒
谎，听见没？”我的那碗汤变成了辣辣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碗浓汤。希望我

的四年级，这碗浓汤变得更甜。
龙城小学 冷丰舟 指导老师 吕娟

春天，大自然开始播种。花草树木已
经苏醒了，小花梳洗打扮，小草破土而出，
大树长出了新绿叶。柳姑娘抚摸着刚刚长
出的嫩叶，桃花已经悄悄怒放了：近看，它
就像美丽的小仙女们跳起来了优美的舞
蹈，远看，它又像是给树戴上了蝴蝶结。春
天的大自然多么有生机和魔力啊！
夏天，大自然开始绽放。水里的荷花

被阳光弄的一闪一闪的，真漂亮！火辣辣
的太阳在天空高挂，将人们变成了“水
壶”，害得他们不知道往哪儿躲，但有大树
在，再热的天都抵不了它那巨大的“双
手”。夏天的大自然多么的淘气和有趣啊！
秋天，大自然开始收获。果子、蔬菜都

已经成熟了。苹果哥哥又红又大，梨子弟
弟又大又甜，枣子姐姐换上红衣，柿子妹
妹羞红脸蛋。蔬菜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南
瓜笑咪咪的、稻米金灿灿的、豆子鼓棒棒
……秋天的大自然多么的丰富和开心啊！
冬天，大自然开始休息。动物们开始

冬眠了，就意味着冬天就来了。冬天雪茫
茫的，一眼望去，除了白还是白，大树们也
被披上雪白的衣裳，开始躲在被子下小
憩。冬天的大自然多么的安静和洁白啊！
春夏秋冬的大自然各有特色！不管是

哪个它，我都喜欢，因为它是最宝贵。
龙城小学 高诗怡 指导老师 吕娟

看着这夜晚的星空，星星一闪一
闪眨眼睛，而月亮如同一盏巨灯，照
亮了夜空。美丽的夜空不由自主地给
了我一双想象的翅膀。

在高高的星空中，星星们举行了
一次跑步比赛。这次跑步比赛，参加
的选手有天马星、北极星、天狼星、牛
郎星……比赛开始了，大家都来到了
银河跑道。只听裁判一声令下，各星
运动员好似离弦的箭，飞快地向终点
出发。领先的是天马星，它如同一匹
健壮的骏马，向前奔腾。在第二的是

天狼星，他朝天长啸，便飞速地向前
奔跑，一心想要超过天马星。比赛一
分一秒地过去，牛郎星渐渐追上了天
狼星，差不多要与他齐肩并进了。天
狼星发现牛郎星快追上自己了，火冒
三丈，便动了歪脑筋。只见他从手中
变出了一块石头，往牛郎星脚下扔
去。“啊”，只听得牛郎星惨叫一声，原
来是被天狼星的石头绊倒了。左腿还
流着血，已经不能跑了，天狼星一阵
暗笑。天马星见此情景，不顾自己赛
跑成绩，赶紧回过去帮牛郎星。天马

星扶起牛郎星，送进了星星医院。
前方就是终点了，天狼星使出了

浑身的劲向前冲刺，他的脚跨过了终
点线。比赛结束了，冠军是天狼星。天
狼星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可就是没
人为他去喝彩。大家都去了医院探望
受伤的牛郎星，夸天马星品德好，说
他是有着助人为乐的精神。

虽然天马星未能获得冠军，但他
在大家心目中就是“冠军”。

西夏墅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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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管金磊

暑假里，我翻开了《少年美德故事》。还
没读完《女儿的吻》这篇文章，泪水早已止
不住地从我的脸颊滚落。此刻，我的心在一
遍遍地哭喊着：爸爸，我爱你！无论你变成
什么样子，你永远是我最亲最爱的爸爸！

那年我10岁，我的生活灿烂得如同
天上的太阳，我每天快乐得如同天空的小
鸟。然而，这一切都在6月6日这一天戛
然而止———我的爸爸驾车外出时不幸出了
车祸，一场严重的车祸。爸爸在重症监护室
里待了三个月才“醒”过来。爸爸的脸上再
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许多记忆从他的脑
子里抹去了，而我再也听不到爸爸对我亲
切的呼唤———他变成了一个半植物人！我
感觉自己一下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而《女儿的吻》故事中的女儿何欣颖，
她在外打工的爸爸不慎被一桶高达千度的
钢水从头淋到脚，全身烫伤面积达百分之
九十，生命垂危……
读完她的故事，我深深地震撼了。何欣

颖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又无微
不至地照顾爸爸，竭尽全力地安慰爸爸，把
爸爸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让他从
绝望自卑中树立生活的勇气，让整个家庭
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真是个了不起的
小女孩。反思我自己，我为爸爸做过什么
呢？好多次我直白的话语戳中了他的痛处，
让他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受伤害。如果我也
能每天给他一个吻，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消极。所以，我要向何欣颖学习，多为爸爸
着想，让他变得乐观开朗，一天比一天健
康。爸爸，请原谅女儿以前的不懂事，从今
往后，我一定会陪伴在您的身边，帮您度过
人生的难关，竭尽全力助您恢复，让您比以
前更加快乐！

卢家巷实验学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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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周煜喜

指导老师 王令玲

父母是孩子人生最初的榜样，他们言
传身教，教会我们孝顺长辈、文明礼貌、热
爱生命、勇敢坚强。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共分
为“孝”“爱”“礼”“强”四个篇章。其中令我
感触最深的是“爱”这个篇章。
故事讲了秦勇的儿子“大珍珠”患有重

度感统失调症。他说:“我们无法弥补先天
的不足，但我要用后天的努力为他营造一
个美好的未来。”于是，他辞去了热爱的音
乐事业，在家做儿子的人生导师。十年来，
他教会了儿子系鞋带、骑自行车、游泳……
当“大珍珠”在台上读完了写给爸爸的信的
那一刻，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
都说“母爱如水，父爱如山”，我也享受

着如山的父爱。刚上一年级，我们要学习写
字。当时，我的字写得并不漂亮，连老师都
说我的字定型了。但是爸爸却不愿意放弃
我，手把手地教我，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我几乎放弃了，爸爸正言厉色地说：“这点
困难都克服不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呢？”
“爸爸真讨厌”。我暗暗地想，气得跑进了房
间。晚上，我隐约听到妈妈对爸爸说：“孩子
还小，有必要对她这么严厉吗？”“我也是为
她好，我要让她明白‘坚持就是胜利’。”我
听了十分感动，又十分内疚，责怪自己没有
体会到爸爸的良苦用心。
隔天一大早，我就叫爸爸教我练字，爸

爸一听，百思不得其解：“你不是最讨厌练
字吗？今天怎么这么主动？”“这是秘密哦！”
我俏皮地眨着眼。就这样，我的字才越来越
工整，原来，只有坚持了，才能取得意想不
到的收获。

卢家巷实验学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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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肖珺玥

指导老师 蒋小英

每天看到妈妈忙碌的身
影，我心里挺难过的。我总想帮
妈妈分担一点，帮她做点什么。

今天早上，妈妈买回了青
菜，准备洗。我看见了，立刻跑
了过去：“妈妈，让我来洗吧，我
想试试看”。妈妈用诧异的眼光
着我：“你来洗菜，行吗？”我很
自信的点了点头：“相信我，我
一定行”。妈妈这才同意让我试
试看。

我提起菜来到厨房水笼头
边，一把打开水笼头，开始认认
真真地洗。我先把菜叶一片一
片的掰开，然后一片一片地洗，
边洗边把黄叶，虫叶扔到垃圾
桶。我洗着洗着，突然我手碰到
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我的手
像被电击了一下，什么东西？我
心里挺害怕的，慌乱的把那片
菜叶扔得老远。等我回过神来，

走过去仔细地看了看那片扔掉
的菜叶，原来是一条又肥又大
的青虫，正趴在菜叶上享受刚
才洗澡带来的乐趣呢！我看了
又好气又好笑，一条软绵绵的
青虫竟能把自己吓成这样。再
看看那片菜叶，又大又嫩，绿油
油的，没有理由扔掉呀，多可惜
呀。于是我鼓起勇气，重新将那
片菜叶捡了回来。

我将所有的青菜前前后
后，认认真真的洗了三遍，洗过
菜的水已经很清澈了，我想菜
也应该洗干净了。“妈妈，菜我
洗好了”，妈妈听到喊声，立刻
走了过来，看到我洗过青菜，似
乎很满意，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说：“宝，你真棒，你真的长大
了。”

延陵小学五
+",

班 吴心如

吻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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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开学第一课#有感

父爱让我学会了坚持

星星赛跑

我长大了！

它最宝贵

一碗浓汤

月下游戏

小记者·百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