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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当家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老师布置了一项

特殊的作业：体验当家，感恩家人，尽份孝
心。平时常常看到妈妈、奶奶打扫卫生，于
是我决定也来体验一下。
我决定打扫客厅。妈妈说过，打扫卫

生的第一步要整理，整理时要舍得扔。于
是废报纸、瘪了的气球、沾满灰尘的玩具
……统统给我送给了垃圾桶。在倒垃圾时，
我的手一不小心碰到了垃圾袋上潮潮的黏
糊糊的东西，我的手下意识一缩，觉得好
脏。垃圾一下子散落在地上，这时我想到
平时妈妈和奶奶也是这样做的，况且妈妈
还有洁癖，却从来没有听到她们抱怨过一
句。想到这里，我又重新拾起了垃圾袋，完
成了清理垃圾的工作。
接下来我开始擦桌椅。我把抹布对折

摊在八仙桌上，一手扶着桌沿，一手拿着抹
布擦了起来。在擦雕花的椅子时，我犯了
难：花纹是镂空的，空隙非常小，里面很脏，
怎么也擦不到。最后突然我灵机一动，用
一根手指顶着抹布塞进一个一个空隙里
擦。不一会儿，干净的抹布就变黑了。一旁
的妈妈夸我擦得可认真了，一听到夸奖我
干得更起劲了。一番较量之后，我的手居
然累得抬也抬不起来了。平时妈妈、奶奶
干活看着很轻松，可真干起活来还累呀。
虽然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可还有地没

有拖。因为我没有什么力气了，所以拖起
地来软绵绵的，好不容易坚持拖完了，我都
快累趴下了。但是看到被我打扫得一尘不
染的客厅，心中不由地升起一种自豪感。
妈妈连连夸奖我今天的打扫是100分。
回想这次当家体验，手臂、腰部的酸痛

让我感受到了妈妈、奶奶的辛劳。我觉得
自己以后该像个大人一样，学会承担家庭
的责任。学会担当，这就是我送给妈妈、奶
奶三八节的节日礼物。

三河口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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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思颖

指导老师 朱新辉

这一刻，我真幸福
幸福像一颗糖，令你回味无穷；幸福

又像天空那么纯粹，像海水那么深厚。但
幸福却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来到你的身
边。

星期六下午，我像平常一样从少年宫
的教室里走出来，外面天已经快黑了，寒
风呼啸，风儿卷着残叶而去，每个人都裹
得厚厚的，我不禁冷得连打了好几个喷
嚏，寒风中，我看见一个熟悉的穿着黑色
羽绒服的身影正站在一辆电动车旁，我知
道，那是我亲爱的妈妈。我不知道妈妈在
寒风中站了多久，我只知道，妈妈一看见
我就向我暖暖地笑了。我哆嗦着爬上了电
动车，也许是她听见了我打喷嚏的声音；
也许是她看见了我哆嗦的身影；更也许只
是出于她的本能。妈妈脱下羽绒服披在了
我身上，我很快就被暖暖的气息包围住
了，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妈妈说：“坐好了
啊，电动车要开啦！”我说：“妈妈，你这样
不冷吗？你穿着吧。”妈妈笑着转过头来对
我说：“不冷，妈妈皮糙肉厚哇。”说完，还
哼起了歌。可我却分明看见了妈妈在风中
微微哆嗦着，身上那单薄的毛衣一点儿也
不起防风作用，我紧了紧裹在身上的大
衣，顿时，幸福之情蔓延开来，暖暖地，不
仅暖在身上，更暖在心里。我用手抱住妈
妈，好让她觉得温暖些，在妈妈的歌声中，
身边的一起仿佛都不存在了，只留得呼出
的白气与幸福的大衣。

这一刻，沐浴在浓浓的母爱中，我真
幸福。

第二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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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董佳林

指导老师 丁晓宇

最美的活动
风和日丽的星期五，我们全班成了

一片热闹的大森林。为什么呢？因为我
们班即将开展“巧手做玫瑰”的活动。

阿姨们给我们发了不同颜色的“丝
袜”，耿冕妈妈开始一步步教我们做，我
痴痴地想：我献上一朵娇艳的玫瑰，妈
妈脸上的笑靥也好似那玫瑰……正当
我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之中，高老师那洪
亮的声音打断了正在流口水的我，“坐
正啊！不听话的孩子没有奖励哦！”听了
这话，全班“噌”的一声坐正了，就像训
练有素的士兵。

有位阿姨手把手地教我，让我感到
了温馨的母爱。听郭正阳叫她“妈妈”，
我便恭恭敬敬地说：“郭阿姨，您好呀！”
“呵呵！谢谢!”其他小组也有阿姨在一旁
指导，大家学得可认真了，我想每位同
学一定和我一样，都希望给最爱的妈妈
献上一朵自己亲手做的玫瑰吧。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迅
速排好队伍，等待着发“玫瑰”，蓝色的、
红色的、玫红的，会给我哪种呢？一边紧
盯着老师手中握着的“玫瑰”，一边暗暗
地嘀咕着：玫红色、玫红色……果然，高
老师像看出我心思似的，抽出一枝玫红
色的“玫瑰”给我，我欣喜地投给她最甜
美的微笑。

回家的路上，我小心地拿着“玫
瑰”，我要把这朵花献给最美的妈妈。

泰山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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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孙沁媛

指导老师 高燕

未来领袖
快乐成长

今天，我们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小记
者一起来到未来领袖快乐成长营，和小
学生们进行一天的交流。
上午，我们跟随小学生来到七（8）班

参加了银三角辩论会。这次辩论赛很特
殊，不分正方和反方，只分了语数英三个
方阵。小辩手们围绕三门学科的重要性
和用途并举了生活中的例子进行辩论，
辩论会开得既激烈又精彩，小辩手们发
言大胆而有条不紊，但有些激动得手舞
足蹈。最后数学方阵和英语方阵打成平
手，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紧接着，孩子们来到扬子食堂体验

包饺子。孩子们十分好奇，这也许是他们
第一次亲手做食物吧。看着一个个孩子
认真执着的眼神和忙碌包馅的小手，真
是让我们惊叹。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和孩子们陆

陆续续地来到了阶梯教室。孩子们进来
时掌声雷动，许多孩子有些不知所措，但
更多的是见到家长的快乐与兴奋。他们
个个有很多话向父母诉说，激动不已。紧
接着是黄校长的发言，生动形象又不失
严肃。接下来随着一张张照片的回忆，全
场都感动万分，目不转睛。
平日里，都是父母在孩子受伤的时

候给他们提供一个温暖的港湾。而这次，
一切都颠倒了，父母们被蒙上了双眼，迷
蒙细雨中，一对对亲子手挽着手，小心翼
翼的前行。地上的高低不平，雨水积成的
水塘，工作人员专门放置的“独木桥”，正
方体……这些，都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
脚步。“直走，直走。”孩子们一遍遍的重
复，父母的脚步也变得愈加坚定。“对对，
就这样。”孩子们轻声地提示着，用他们
的臂弯温暖着父母茫然的心。不同的方
式，相同的心愿———幸福洋溢在他们微
笑的脸庞。爱，在这一刻蔓延开去……
相信，这短短的三天，一定是他们成

长路上一个崭新的里程碑。这给予父母
的感动与温暖，如同寒冬里的一束暖阳，
充溢了所有人的心灵。

常州外国语学校

赵卓彦 王午阳 叶明康

指导老师 何蓉

星期二早晨，我异常兴
奋，因为我们全校小记者要
带着相机乘着大巴车去对
影堂摄影基地参观。一路上
我们哼着小曲，不知不觉就
到达了目的地。

一进门，我们走上了一
条欧式的旋转楼梯，两边的
墙壁上挂着绚丽无比的写
真照片，让大家的眼睛目不
暇接，情不自禁地拿出着相
机拍起照来。走到二楼，只
见小黑板上写着八个字：欢
迎小记者们光临！由此看出
当小记者是件非常荣幸的
事。从二楼到大厅要走一段
走廊，走廊的两旁各放着几
幅画和几瓶花，漂亮极了。

走到大厅，两个小朋友和几
位老师走上前来迎接我们。
老师带我们参观了这个摄
影基地的布局，有多彩绚丽
的服饰，如画似的拍摄场
所，这些都让我们不由自主
地拍下了一张张美丽的图
片。大家不知不觉得在笑声
的海洋中度过了一个美好
的上午。

接着，我们乘着大巴车
来到了青果巷前后北岸的
方志馆，一位大姐姐给我们
讲解了方志馆的历史，我们
听得津津有味，接着我们又
到了苏东坡故居，看了苏东
坡的终老房，以及他写过的
诗句。我们又来到了东坡书

画院，讲解的是苏东坡青年
时写的书画，全是繁体字，
我们看得似懂非懂。离开了
东坡书画院，我们来到了最
后一个景点：中国四大文化
遗产馆。它里面有着乱针
秀，以及各种各样的木梳，
五彩缤纷，可漂亮了。五元
钱一把的小挂件吸引了同
学们的目光，许多同学都买
下了这一些可爱的小挂件。

这一次的活动让我知
道了当小记者虽然很辛苦，
但是一次次的活动能让我
增长很多的知识，我特别荣
幸当一名小记者。
清凉小学三"

*

$班 潘梦纯

指导老师 陈静

一天放学后，我走在回
家的路上。突然有一个陌生
人站在我面前笑咪咪地说：
“小朋友你要吃糖吗？”他的
话音刚落，我就想起爸爸说
的话：“如果有陌生人给你
糖吃，你就不能要，因为那
个糖有可能有毒。”那个人
剥开糖纸，想把糖往我嘴里
塞，我说：“叔叔，你是谁？你
为什么要给我糖吃？”那个
陌生人说：“我是你爸爸的
同事，你爸爸有事让我来接
你回家。”那个人愣了愣又

说：“我给你糖吃，因为我是
你爸爸的同事呀！”

那个人过来想要牵我
的手拉我走，我灵机一动，
又问：“今天我爸爸有没有
开着宝马汽车带你们出去
玩呀？”那个人听见我说爸
爸开宝马车，开心得都笑出
声来了，他立马就说“是
的”。有？怎么可能？我爸爸
根本就没有宝马车，那个人
不就是一个骗子吗？

他牵着我走在马路上，
这时马路对面走过来一个

和我爸爸差不多年纪的叔
叔，我指着马路对面的叔叔
跟那个陌生人说道：“叔叔，
看，那不是我的爸爸吗？我
们过去吧！”那个人听到我
爸爸来了，急忙放开我的
手，匆匆忙忙地逃走了。

同学们，如果你们碰到
了这些事，千万不能跟着陌
生人走，不能慌，不要害怕，
一定要镇定，然后想办法逃
脱。
潘家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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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蒋晓雯

指导老师 马婷

小记者采访记

我不怕陌生人

一心二用的教训

生命诚可贵。一生只有
一次，如果因为一个不小
心，就失去了，那该多么可
惜。下面，小馨馨来为大家
说一个自已的安全小故事
吧，以此提高防范意识。
“唉！饿死我了！吃点面

吧！”我走到厨房，拧开煤气
罐，“噗”我将锅里放满凉
水，慢慢煮着。我耐不住等
待，就回到房间，津津有味
地吃起了薯片，“咔擦，咔
擦”，“真是一种享受啊！”我
感叹道。
一小时过去了。厨房里

的水“咕嘟咕嘟”已经烧没
了，正在享受的我却浑然不
知。突然，我嗅到一股怪味，
“啊!”大事不妙了！我顾不
得穿鞋，风风火火地冲下楼
去。我站在厨房门口，瞪大

双眼，厨房一片狼藉，煤气
软管已经着了起来。我手足
无措，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努力想着老师教我们的
法子，慌慌张张地拿出铲
子，跑到外面，手颤抖着将
土铲起，再跑回家，将土盖
在火上。趁火势小点时，我
害怕地过去关掉了煤气
阀，再将土盖在火上。“终
于灭了！”我悬着的心终于
回到原位，一屁股坐在了
地上，手不断拍拍胸口，压
压惊。

这一次危险过去了，差
一点点，真的差一点点，你
们就再也看不见小馨馨了。
在遇到危险时，我们一定要
冷静镇定，不能乱了阵脚。
家中起火，千万不要慌张，
应根据火势采取相应措施：

如果炒菜时油锅起火，迅速
将锅盖紧紧盖上，使锅里的
油火因缺氧而熄灭，不可用
水扑救。房间内起火时，不
能轻易打开门窗，以免空气
对流，形成面积更大的火
灾。纸张、木头或布起火时，
可用水来扑救，而电器、汽
油、酒精、食用油着火时，应
用土、沙泥、干粉灭火器等
灭火。若火势已大，必须立
即报火警。被火围困时，应
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
脱离险境，如俯下身体，用
湿布捂鼻。
大家知道了吗？做事千

万不能一心二用，要提高警
惕，只有这样生活才能更加
美好、和谐！
潘家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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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许馨悦

指导老师 唐群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