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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来自孤独
星球》

现在品学兼优的学生，大多数
都遭受着“孤独”、“被孤立”的侵
蚀，书中的江冰蟾就是一个鲜明的
例子。

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江冰蟾，她
被人称为“班花”。江冰蟾有一位表
哥，叫方乐天。他比江冰蟾早出生
一个月，但他的心理年龄起码比江
冰蟾小四岁，而且个头也比江冰蟾
矮了半个脑袋。他活泼开朗，喜欢
交结朋友，性格与江冰蟾迥然不
同。这天，方乐天来到了江冰蟾家，
这给江冰蟾带来了许多麻烦，同时
又给她带来了快乐。江冰蟾班上有
两个组合，一是以班长凌扬波为首
的“蛋壳组合”，二是以秦大博为首
的“狗仔三人组”，这两个组合经常
与江冰蟾作对。江冰蟾是独自一
人，她并没有加入任何组合。一次
江冰蟾再次夺得了全班第一名，却
又遭到了蛋壳组合里几个女生的
敌意排斥。

当你为了自己的成绩，抛弃朋
友，抛弃友谊时，友谊的空缺，就不
会有人能为你补上了。当你真正失
去的时候，再回首当初，你从来没
有拥有过完美的友谊。只有丢失了
才知道去珍惜，与其失之交臂，剩
下的只有沮丧吧！

盛毓度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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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朱音

指导老师 徐玉琴

小年夜到了，我们一家四口
准备回老家过年。奶奶家住三
天，外婆家住三天，安排得很充
分。

一到奶奶家，我们还没有
坐下来喝杯茶，就迫不及待地
开始贴“福”字和对联。乡下的
人们喜欢用面粉来粘，于是奶
奶把面粉拌了一下，放在火上
烤一烤，再搅均匀，那用来粘的
“胶”就做好了。妈妈找来梯子，
爸爸手脚麻利地爬了上去，我
和弟弟在下面指手画脚地指挥

着。在我们大家的一起努力下，
对联贴得有模有样，过年的气
氛也更浓了。

在外婆家的日子就更热闹
了，尤其是一到晚上，家家户户
都开始放鞭炮。吃完年夜饭，
爸爸、妈妈、弟弟和我一起到
门外放烟花。爸爸打开打火
机，点燃了导火线。只听“啪
啪”两声，那是“二踢脚”冲上
了云霄。而五彩缤纷的烟花，
更是一会儿变黄，变红；一会
儿变青，变绿；一会儿变紫，变

蓝。它们有的像银蛇飞舞，有
的如金光四溅，有的像天女散
花，有的如孔雀开屏……真是
美丽极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在新的一年里，我希
望全家人开心快乐地生活，也希
望自己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不光在学习上取得更加优
异的成绩，还要懂更多做人的道
理！
盛毓度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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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淑婉

指导老师 金炜

现实版
“诚实与信任”

大家都学过《诚实与信任》这篇
课文吧！昨天，我竟然碰上了现实版
的“诚实与信任”。

我跟着妈妈去看望外婆，因为
风大，在停车时风从门缝钻进去，把
车门狠狠地吹开，撞到了别人的车
子。我们立刻下车去看，只见那辆车
左后门的油漆被擦掉了一些。妈妈
说：“我们把别人的车子刮伤了，得
负责任啊。”

车停在这里，车主却不在，怎么
办呢？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可是
车主还没来，我想到了学过的课文
《诚实与信任》中“小红车车主”的做
法，就对妈妈说：“妈妈，你写一张纸
条，压在雨刷下面吧。”妈妈按我的
方法留下了纸条，说明了情况，还写
了电话号码。

回到家，妈妈的手机响了，我
想：不会是那位车主吧！我立刻凑过
去看，还真是，车主在短信上说：“你
好，我是福克斯车主！车子没有多大
问题，只是刮掉了点漆，无大碍！谢
谢你的纸条……”妈妈回道：“很高
兴能得到你的谅解。真的不是故意
的，给你带来了麻烦，深表歉意，对
不起！”

妈妈很诚实，那位车主非常信
任妈妈。我发现：只要诚实，可以得
到别人的信任，而且还能让原本烦
心的事变得十分美妙呢！
龙虎塘实验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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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高明煜

指导老师 徐彩芬

学做馒头
那天，我和爸爸妈妈去外婆家，

正巧赶上外婆做馒头，于是我便掺
和了进去。外婆把发酵好的面团端
了出来，用手用力揉压。当面团粘在
面板上的时候，外婆就撒上一层干
面反复揉，直到面团变得蓬松不再
粘的时候外婆又将面团搓细，捏成
一个个小团。我看得手怪痒痒，便拿
起一块小面团压扁，再用手指把边
缘擀平、扩大。然后盛了两勺笋干
馅，但是，可恶皮子不配合，我只能
使劲把馅往里按，没想到皮子来了
个“超必杀”———破了。我不服，便卷
土重来。皮子被我的气势吓坏了，便
乖乖就范了，“大功告成”。但是，外
婆和妈妈的技术远远胜过我，不一
会儿，所有的面团全都功成名就了。
最后，外婆把纱布往水里一浸，然后
拿起来拧干，铺在蒸笼上，将馒头一
个个放上去。这样馒头熟后，就不容
易粘在蒸笼上了。

最后，外婆把馒头放在锅灶上
蒸了10分钟左右，白乎乎、香喷喷、
肥嘟嘟的馒头就出炉了，香飘十里。
轻轻咬上一口，顿时一种沁人心脾
的感觉犹然而生。

漕桥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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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殷欣雨

指导老师 金云霞

我家幸福年
除夕夜，随着一声声“噼里啪啦”

的烟花爆竹，我们一家也开始忙活起
来了。爸爸忙着给我们烧美味的佳
肴；妈妈忙着准备烟花爆竹；我忙着
整理即将要张贴的春联和要点亮的
灯笼。虽说只有我们一家三口，但我
依然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和年味。

到了除夕夜晚，人们都要放烟花
爆竹，这又是为什么呢？传说在远古
时代，每到大年三十这一天，年兽会
来抓孩子，人们想尽办法，终于用放
鞭炮和烟花这个办法驱赶走了年兽，
这样小孩就得以平安了。于是，每年
的除夕夜，人们都要放烟花鞭炮驱赶
年兽，保自家孩子平安。虽说只是传
说，但也是蛮有寓意的。

大年初一，爸爸拿来一副对联，
准备贴在咱家门上：平安福贵财源
进，发达荣华事业兴。据爸爸说这幅
对联是寓意着今年我们家能平平安
安，事业兴旺无比，财源也广进呢！是
啊，人们之所以贴春联就是对美好生
活的无限向往和祝福；家家户户每年
要吃团子也是希望在新的一年家人
能够团团圆圆，幸福美满呢！

漕桥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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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菁华

指导老师 钮晓萍

今年元宵节，学校举行了
一场大型的猜灯谜活动。这次
猜灯谜太热闹了。校园大道两
侧的大树之间，用红绳挂满了
同学们制作的灯笼和五颜六色
的灯谜纸条。

我和黄欣同学来到第一棵
大树和第二棵大树之间，拿住灯
谜一看，只见这条灯谜是：“红口
袋，绿口袋。有人害怕有人爱（打
一植物）。”我灵机一动，想想应
该是“辣椒”吧。因为辣椒是个空
心的，像一个小口袋；有的辣椒
是红色，有的是绿色。于是，我们
胸有成竹地写下了这条谜的谜
底。猜完了一个，我们接着看下
一 条 。 下 一 条 灯 谜 是 ：
“23456789（打一成语）。”我看到
这串数字很奇怪：这里却少了
“1”和“10”。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成语“缺衣少食”。啊，原来是利
用谐音啊。

我们连续猜出了几个后，
越猜越兴奋。看到一条灯谜是：
“一根柱子好些梁，没有门窗没
有墙，好象一座小亭子，用它挡
雨遮太阳（打一用具）。”这次黄
欣自信地说：“应该是‘伞’！”黄
欣解释道：“我们的伞是不是有
一根长长的伞柄，上面有好多
的钢丝‘骨架’。它撑起来像不
像一座小亭子，下雨时我们用
它来挡雨，夏天时我们用它来
遮太阳。”我听了恍然大悟。

这次元宵节猜灯谜，让我
们知道了许多知识，也懂得了
许多道理。这真是一次难忘的
猜灯谜。
薛家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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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佳扬

指导老师 殷峰岩

童年的趣事就像水池中的
鹅卵石，一块又一块，把童年的
长河点缀得五颜六色。

那是一个夏天，我大概五六
岁的样子，天气闷热，我天天嚷
着要洗冷水澡（其实哪是在洗，分
明就是玩）。待妈妈放好水后，由
爸爸帮我洗。我坐在爸爸的两条
腿中间，享受着爸爸用宽大的手
“制造”出来的“浪”，惬意极了。我
正“咯咯”地笑，只听见“哗———”
的一声，“巨浪”毫不留情地扑向
我的脸庞，我吃到了一大口洗澡

水。我看看爸爸，他笑得好大声，
我气愤极了，伸出我的小手用力
地拍打着水面，溅起了无数水花。
我突然看到架子上的一个杯子，
决定反击。我悄悄地拿下杯子，
还不时回头看看正在闭目养神
的爸爸。我小声又小心地舀起一
杯水，藏在身后，等待机会作弄爸
爸，爸爸打了一个哈欠，我抓住时
机把水倒进了他的嘴里，还不满
足，又舀起一杯，往他的耳朵里
倒，爸爸看起来狼狈极了。我得
意洋洋地说：“哼，小气鬼，喝凉

水。”爸爸用手点了点我的头说：
“你不也一样吗？”我不服气地说：
“不一样，欺负我的人就是小气
鬼。”爸爸笑了笑：“我才没有欺负
你呢，有谁可以证明？”我无话可
说，过了一会儿又笑了起来，爸爸
也笑了，笑声充满了浴室，以后我
更加喜欢洗澡了。

这虽是童年生活中的一件
小事情，但至今回味起来还是其
乐无穷。
前黄中心小学五"

"

$班 张潇雨

指导老师 王丽英

今天下午，老师让我去她的
办公室拿实验器材。只见老师
桌上有两个铁架，两个纸盒，一
个酒精灯及一盒火柴。一个语
文老师怎么会有兴趣在教室做
实验？

来到教室，同学们看到我手
里拿的东西，便七嘴八舌地议论
开了。这时，老师端来一盆水，
默默地装起了支架。老师把一
个纸盒固定在支架上，她小心翼
翼地划燃火柴，从侧面把酒精灯
灯芯点燃，再把酒精灯移到纸盒
下，纸盒疯狂地燃烧了起来，我
闻到了一股焦味，老师有飞快地
取下纸盒，放入水中，没多说什

么。我想：老师葫芦里买的什么
药?

又是同样的步骤，唯一变了
的是老师在纸盒里倒了些水。
我想：老师也太粗心了，万一火
烧破了纸盒，水就会漏出来，水
再浇灭火，岂不是一团糟？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越来越紧
张，这时纸盒里冒出了水蒸气，
我顿时惊讶极了，也不知是谁
第一个冲上去，我们跟着一窝
蜂似的涌了上去，老师笑了，她
让我们摸摸水温，我饶有兴致
地去摸了摸，竟然是温的。随着
时间的推移，细心的同学发现
水的底部有了许多小小的泡

泡，我又摸了摸水温，竟然是烫
的。“哇，真不可思议！”我感叹
道。

老师熄灭了酒精灯，说：“你
们猜，最终会怎样？”“沸腾———”
我们响亮地答道。“为什么会这
样？”老师微笑着说。老师说:
“首先，装水的纸盒周围充满氧
气，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但纸盒
里有水，纸面上升的温度却被水
不断冷却，所以着火点怎么都达
不到。”“哦———”我们若有所悟。

原来，科学中有这么多奥妙
啊！
前黄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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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吴正岩

指导老师 王丽英

纸盒烧水

洗澡的乐趣

元宵节猜灯谜

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