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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外来户，来常州有
些年了。爸爸妈妈在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专搞粮油批发。今
天，我跟随爸妈来到店里帮
忙，当起爸妈的小助手。不巧，
今天是雨天，只有零散的顾
客。妈妈给我们每人分了工：
妈妈负责买卖，我负责收钱，
爸爸负责搬米、拿油、搬面粉，
哥哥负责送货。
妈妈在摊位前，负责招揽

顾客，看货、谈价。成交时，妈
妈叫我收钱。起初我不熟，妈
妈就赶过来帮我，拿来计算器
一算，钱数一报，顾客付钱，我
开货单子，爸爸接过单子立马
照单发货，并把货搬上四轮小
推车上，最后有哥哥协助顾客

送货到车上。
雨中，看着哥哥用车给顾

客送货，来往得好长一段路呢。
我跟妈妈说：“有的可以让顾客
自己想办法，为什么非得帮着
送呢？一天下来，那样会很累的
呀！”妈妈却说：“小孩子的，你
不懂，做生意不仅要有诚信，还
要有诚意，人家有汽车没问题，
但有的是骑电动车的，雨天叫
他们把货品怎么拿走？要知道
顾客至上，服务到家是做生意
之本呀！”哦，妈妈的一番话，让
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我们这么
做不仅为顾客着想，也是为了
让我们的生意做得更好。
这时，又有一位顾客过来

说要买两箱油，顾客付完钱

后，想要我们帮着送一下，说
路不远，就在附近停车场。我
看看天色，见雨停了，便自告
奋勇地用推车去送货，妈妈答
应了。于是，在顾客的引导下，
我一边推着车，一边小跑，转
了几道弯，嘴里还不时哼上几
句。不一会儿，我就把两箱油
送到顾客车上，临走时，这位
顾客好像很感激，硬塞给我一
个苹果，还不时地说谢谢呢！
此时的我心里可开心了。

这次体验让我收获了许多，我
终于明白了妈妈的那些话，能
得到顾客满意，就算忙点累
点，也心甘情愿。
邹区中心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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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莹

指导老师 田欢琴

妹妹今年只有4岁。她
长得冰雪可爱，每个人见了
她，都夸她漂亮、可爱。可是她
那么招人喜爱，骨子里却霸道
着呢！要我来诊断，妹妹应该
是得了“公主病”。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叔

叔去农村干活，体验一下农民
伯伯的辛苦。到了那里，因为
刚下过雨，路上有些泥泞。刚
一下车，妹妹就用小手把身上
的裙子的一角捏起来，脚尖踮
起来，一步一步往前走。一个
不小心，妹妹脚下没踩稳，一

只鞋上沾了泥水，我还没来得
及反应，“哇哇哇”的哭声响了
起来。妹妹死活都不肯走了，
非要伯母抱。伯母拿她没办
法，只好让她像考拉一样，趴
在自己肩上。
这“公主病”发作一次，纯

属偶然，但没隔几天，妹妹又
犯“病”了。那天在奶奶家，妹
妹正拿着遥控器津津有味地
看动画片，不一会儿，奶奶爱
看的纪录片到点了。可是妹
妹把遥控器死死地抱在怀
里，压根就不让。她小脖子一

抬，那就是说：休想换台。我
气不过，把遥控器抢了过来，
调到奶奶想看的频道。顿时，
她便哇哇大哭起来，我就是
不理她。奶奶心疼了，赶紧过
来安慰妹妹。这时，妈妈回来
了，批评了我一顿，又去安慰
妹妹了。在妈妈的高压下，我
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妹妹面
前道了个歉。
哎，妹妹的“公主病”病得

不轻啊！
邹区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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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妍 指导老师 包静鹃

我有个很特别的小伙伴，
它穿着灰白的毛皮大衣，远看
真像个毛绒小球。尖尖的嘴巴
向前突起，一对珍珠似的眼睛
时常在眼眶里咕噜咕噜地打
转，显得特别机灵。
虽然它是我养的小宠物，

但我却把它视为我的好伙伴。
我每天都会精心地为它准备
食物，除了给它喂从宠物市场
买的颗粒饲料，我还会经常给
它换口味，给它吃它的最
爱———胡萝卜。
有一次，我和妈妈一起去

菜市场菜。我一看市场上的胡

萝卜又红又嫩，还很新鲜。于
是我精挑细选，挑出了两根让
妈妈买下。我一回家先把萝卜
洗干净，再擦去上面的水珠，
切成片，放进它的餐盘里。它
一见到我就欢蹦乱跳，它可聪
明了，知道我给它送好吃的。
我刚把它的餐盘放进笼子，它
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还发
出“吱吱，吱吱”的声音。它时
不时地瞪着亮晶晶的眼睛看
着我，仿佛在对我说：谢谢你
小主人，是你每天给我带来了
美味。

它吃饱喝足了以后，我

就把它放出来，让它和我一起
在家里散步。它像我的尾巴一
样，我走到哪，它跟到哪。我走
到客厅，它跟到客厅；我走到
书房，它就跟到书房，真是形
影不离。看着它那可爱的样
子，我忍不住把它抱起，轻轻
地抚摸着它。它闭上眼睛静静
地享受着我对它的爱抚。也许
是爱的回报吧，它伸出那柔软
的舌头舔我的手背，把我的手
舔得痒痒的，心舔得酥酥的
……
局前街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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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汤曜徽

指导老师 粱静

淘宝乐哈哈
情意暖融融

“走过的路过的，千万不要错
过……”咦？校园里怎么会传来叫
卖声呢？原来学校正在举行了“淘
淘乐”跳蚤市场的活动，校园内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我身为小记者，
担负着采访的任务，所以有幸对这
项有意义的活动全程记录。

热闹非凡的跳蚤市场

连日的雨雪天气也没能阻挡
同学们的活动热情，连太阳也忍不
住冒出来凑热闹。根据学校安排，
我们三至六年级设摊做买卖，一、
二年级当顾客买东西。一听说六年
级卖各种各样的小吃，那些“小馋
虫”们都蠢蠢欲动。前40分钟是准
备时间，各班精心设计自己的跳蚤
市场，只见桌子上摆满了琳琅满目
的物品，玩具、书籍应有尽有。同学
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平日里学习的
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大家有说
有笑，好像过节似的。活动开始了，
摊主们卖力地大声吆喝招揽生意，
顾客们东瞧瞧，西逛逛，挑选着自
己中意的物品。我采访了一位大哥
哥，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次活动让
我感受到父母挣钱很不容易，我们
要珍惜他们的血汗钱。”我把他的
话记在了心间。随后我向三楼奔
去，这里就是六年级的美食街，人
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在走廊
上、教室里到处摆满了好吃的，既卫
生又美味，大家吃了都赞不绝口！

感人至深的纳税善举

这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自愿
纳税。我第一个来到了小小税务局
纳税，得到了一张鲜红的纳税证
明，我心里乐开了花。老师告诉我
上交的所得税将作为“红领巾爱心
基金”。过了一会，许多同学也陆续
赶来纳税。我又问了一位三年级的
小朋友：“你为什么要纳这么多
税？”他不假思索地说：“纳税不是
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是帮助更多人”
我听了感动不已。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同学们满
载而归，意犹未尽。在活动中同学
们学会了人际交往，锻炼了实践能
力，真是越淘越快乐。

丽华二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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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汤逸磊

指导老师 陈亚

我是最好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
处，每个人的长处短处也不同，每
个人都像一片叶子，为生活的大树
输送着营养，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好
的。

我的妈妈常对我说：“要跟自
己比，不跟别人比，哪怕第二次考
试多了一分，你也是进步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吧，我也
有，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做个甜点
师，实现这个梦想有两大前提，一
要有自信，二要有实际行动。那自
信是什么呢？是在自己心里想：我
是最好的。一生中有成功的事例，
也有失败的经历，但不管怎样都要
相信我是最好的。

人生的过程何尝不是一次登
山？但真正能登顶的只有几个人。
原因是有人屈服于名利，有人只顾
赏景，还有人被琐事、小事牵扯了
宝贵的精力，忘记了此行真正的目
的。山还是那座山，人也是同样的
人，既然别人可以登顶，我们也能，
前提是专心致志，才能做到最好，
要善于找出自己的错误，专心致志
地向自己的目标努力，做最好的自
己！

丽华二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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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顾页

指导老师 羊彩萍

羽毛球和
乒乓球历险记

乒乓球身体胖胖的，爱穿一件橙色
外衣，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羽毛球个
子高高的，爱穿一件白衬衫，是个飞行
高手。他俩是一对好朋友，一同住在体
育器材王国里。你可别小看他俩，他们
个个都是体育健将，而且他俩还有一个
共同的爱好———探险。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乒乓球和羽
毛球手拉着手去森林探险，做小勇士。
他们在森林里走着走着，突然，一条大
河挡住了他俩的去路。羽毛球着急地
说：“这可怎么办，我的羽毛不能碰到
水，碰到水的话，我会飞不起来的。”乒
乓球说：“别急，别急，看我的。”说完，便
纵身一跃，跳入水中。只见乒乓球漂在
水面上，他对羽毛球说：“老哥，快跳到
我背上来。”就这样，乒乓球背着羽毛球
漂过了河。上了岸，他们便继续上路。到
了森林深处，他们突然迷路了，乒乓球
非常着急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
办。”羽毛球对乒乓球说：“别担心兄弟，
我来帮你。”说完，便飞到空中寻找方
向。不一会儿，他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于是，他对乒乓球说：“兄弟，跟我走。”
他们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

就这样，他俩一起渡过了许多难
关，终于穿过了森林，锻炼了自己的意
志，成了勇士。他俩回家后，体育器材国
王还给他俩颁发了勇士奖呢！

局前街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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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灿

指导老师 喻一珉

手制丝网花

妇女节到了，综合实践课上老师组
织我们五（4）班全体同学亲手为妈妈手
工制作了一个神秘礼物———丝网花。说
起这花，它虽没有真花的娇艳美丽、芳香
夺人，却饱含着我们对自己母亲满满的
爱，它是一朵饱含着子女对母亲敬爱的
感恩之花。

接到任务的我，早就根据书上的要
求准备好了制作丝网花的材料：几段金
色的铁丝，一根红丝网和一根绿丝网、绿
胶纸、细线和一把尖嘴钳。

艰难的制作过程开始了，我先把金
色铁丝绕成8个圈，这个过程也挺费劲
的，一开始，我把金色铁丝绕成圆，可是
铁丝兄弟总是不听话，我要绕圆圈，它偏
偏弯成半圆，害得我花费了整整20多分
钟才绕好了8个圆圈，接着，我把这些圆
圈根据平时对花朵的观察将他们适当改
变了形状。接下来就要套丝网了，我把红
色的丝网裹在事先做好的铁圈上，把边
缘合在一起，然后在下面用细线绕圈固
定，防止丝网掉下来，重复这项工作直到
做好了6个红色的圈，2个绿色的圈。下
面就要将花蕊、花瓣、叶子组合起来了。
我用尖嘴钳剪了一小段铁丝，把铁丝的
一端弯了个小钩，绑在一根粗铁丝上，并
在小钩子上绑了三根花蕊。由于花蕊太
小了，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当我想就
这么随便绑一下算了的时候，想想这是
送给妈妈的礼物，我一定要做到完美，终
于在多次试验之后，花蕊就像一个个听
话的小宝宝，神采奕奕地挺立在“枝”头
了。最后一步，也是最难的步骤———绑花
瓣。我按顺序将花瓣一片一片摆放好，然
后用一根细线缠绕了几圈用来固定。为
了让这朵花更漂亮，需要缠上绿胶带，从
花托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下缠绕。大功告
成！一朵代表我心意的手工作品终于诞
生了，也许是我太投入，也许是我花了太
多的精力，看着刚刚诞生的丝网花，我仿
佛能看到妈妈收到礼物时冲着我灿烂的
微笑。

这是我送给母亲的第一个手工作
品，是一朵永远不调谢的花！
溧阳市戴埠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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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欣悦

指导教师 方飞

体验中的收获

妹妹的“公主病”

我和小仓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