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姑娘伴随着一阵阵春
风来了，大地顿时变得万物
复苏，生机勃勃，美不胜收。

田野的天空一碧如洗，
蔚蓝蔚蓝的，纯净得一点瑕
疵都没有，就像地球妈妈明
亮、纯洁的眼睛。天上的一朵
朵白云就像一个个棉花糖，
洁白洁白的！瞧，天空中还有
几只小鸟在自由自在地唱
歌，多么悦耳动听的声音，好
像在说：“春天来了，春天来
了”！

树长得高高大大，郁郁

葱葱，一棵棵大树就像一把
把巨大的绿伞。一条清澈见
底的小河哗啦啦地流着，水
中的鱼儿你追我赶，游来游
去，快活极了！水中还有一群
群小蝌蚪一团团的聚在一
起，好像在开会一样，有趣极
了！

河边的草地绿油油的，
像一张绿色的大地毯，在这
绿地毯上镶嵌着一朵朵五颜
六色的花朵，清新的花香引
来了无数的蜜蜂、蝴蝶，这些
可爱的“小精灵”把鲜花当作

舞台，在上面翩翩起舞。
远处，一座座青山连绵

起伏，像一个个巨人，又像一
条万里长龙，真壮丽呀。

春天的田野真美啊！
丽华二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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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袁蒙

指导老师 吴周

今天，我满怀激动的心
情穿好围裙，戴好袖套，准备
向妈妈学炒菜。

我先打好两个鸡蛋，又
拿出一个西红柿，拿起菜刀
准备切西红柿。菜刀沉沉的，
我很害怕，我一只手拿着刀
柄，一只手按在刀背上，小心
翼翼地把西红柿分成了八等
份。准备工作做完了，妈妈帮
我打开煤气灶，接着我拿起
油瓶准备放油，妈妈又说：

“先不要放油，先把锅里水烧
干，不然一会儿油倒进去会
溅出来的。”“嗯。”等锅里的
水烧干后我倒进去一点油，
撒下鸡蛋。过了一会儿，我准
备将它翻个身，可是我发现
鸡蛋已经成了鸡蛋饼，只好
用铲子把它切开。然后我将
西红柿放进了锅里，翻炒了
几下，再放点盐放点水，接着
翻炒几下，又用锅盖盖上焖
了一会，这样一道番茄炒蛋

就完成了。
我把菜盛到了碗里，又

激动又害怕地尝了一口，哇！
酸中带甜，甜中带香，真好吃
呀！我迫不及待地让妈妈也
尝了尝，妈妈尝后直夸道：
“还真不错呐！”我听了真是
高兴极了。
丽华二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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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宋俊莉

指导老师 王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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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馄饨活动开始了，大
家都有秩序地走入食堂。

只见食堂里的餐桌上摆
着一些馄饨成品，那是隔壁
班的辉煌业绩，还有一些桌
上有摆好的、整齐的馄饨皮
和一些碗，碗里装着馅，我
们一看，“哇，有鲜肉、青菜、
鸡蛋、香菇、简直太丰富
了！”我们赞叹道。

说干就干，大家都取出
调羹，舀出馅，把它平均摊
到馄饨皮上，然后再滚上两
次，这时，它就像一个卷，然
后再把两边的缝沾点水，捏
紧合上，最后，再把两边的
角粘上，就好了。

我抬起头，看看同学们
的作品，那叫一个千姿百
态，有的“肚皮”撑破了，有
的直接就卷成一个瘦瘦的
长条，有的则被捏成了面疙
瘩，还有的被做成了弥勒佛
一样圆滚滚的……这奇形怪

状的馄饨连老师都醉了。不
过令人赏心悦目的还是陈菲
和何星月的馄饨了，她们包
得十分标准，饱满的身子，
两个尖尖的角俏皮地伸着，
真是可爱。而且她们已经在
包第二个了，瞧她们那手法
娴熟的样儿，真是一个个巧
手姑娘啊！

接下来，我们进行了一
次又一次的练习，在最后关
头，我一本正经的开始做起
来，不再像从前那样笨手笨
脚。我把馄饨包得鼓鼓的，
大功告成。那鼓起的“将军
肚”活像一个金元宝。再瞧
同学们也个个全神贯注，做
得有模有样。包完后，我们
讨论着每一个馄饨的模样，
食堂里满是欢声笑语。大家
都期待着食堂师傅赶紧把馄
饨煮出来。

不一会儿，馄饨出锅了，
我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一拥而上，迫不及待去品尝
自己的劳动果实，“吧唧，吧
唧”的声音不时从大家的嘴
巴里发出来，馄饨的馅十分
美味，肉和青菜结合的味道
就已十分好吃，鸡蛋和香菇
散发出来的香味更是点缀了
那味道。很快，全班五十个
同学就把将近 500只馄饨
给狼吞虎咽地“报销”了。可
很多男生还是意犹未尽，盯
着盘子里未煮的馄饨打着小
算盘。班长提议：我们应该
让全体老师也尝尝我们的手
艺，剩下的馄饨就是我们今
天回报老师的礼物了。大家
一致同意班长的提议。一碗
碗晶莹饱满的馄饨送到了老
师的办公室，想象着老师们
边品尝边夸赞的情景，我们
心中是无限的满足。
南塘桥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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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洁

指导老师 朱艳

3月 16日下午，伴着缕缕春
风，星辰实验学校六年级全体学生
聚集在学生食堂，开展包馄饨活动。

前期准备

随着老师一声：“排队！”同学们
一齐涌向洗手间，打开水龙头，左搓
搓，右搓搓，把两只小手的角角落落
都洗了个遍，然后，拿上自己早已准
备好的筷子、勺子，迅速地排好了
队，向食堂进发。一路上，大家抑制
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脸上洋溢
着笑容。进了食堂，瞧！餐桌上一叠
一叠的馄饨皮已经“恭候多时”了，
同学们便整齐有序地分组入座，拿
出精心制作的馄饨馅，准备开工喽！

齐包馄饨

一切准备就绪！大家似乎要大
干一场：卷袖子的卷袖子，系围裙的
系围裙，分馅心的分馅心。同学们迫
不及待地捻起皮子，摊在手心，放上
一小勺馄饨馅，麻利地一卷，一个个
馄饨就包好了。也有些同学的手法
不是特别熟练，老师便手把手地教。

不一会儿，一个个馄饨便躺在了各
自的“地盘”里，看看你的，像一个个
肉嘟嘟的元宝；瞅瞅他的，像一只只
正在拍打翅膀的天鹅……一个比一
个姿态优美，一个比一个讨人喜爱。

享用佳肴

“上馄饨喽！”烧熟的馄饨很快
就被食堂阿姨端上了桌，香气飘满
整个食堂。同学们看着一个个冒着
热气的馄饨，都迫不及待地品尝起
来。“啊！真香！真好吃！”“太美味
了！”吃着自己亲手包的馄饨，同学
们的称赞声不绝于耳。除了品尝自
己的劳动成果，同学们还将一碗碗
馄饨送到各个老师办公室，分享着
我们的喜悦。

通过这次有趣的活动，同学们
不仅丰富了课余生活，还锻炼了自
己的动手能力，品尝到了美味的馄
饨，真是乐趣无穷啊！

星辰实验学校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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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暖

指导老师 倪慧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五彩缤
纷的爱好：弹琴、骑车、绘画、打篮
球……而我则喜欢跳舞。在我很小
的时候就梦想着能跳着舞蹈在音乐
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4岁时，我就对音乐十分喜欢，
在我的再三请求下，妈妈带我来到
了舞蹈房，在这开始了我的“舞蹈
梦”。

黑色的练功服，四面都是镜子
的舞蹈房，我坚持不懈的练习着基
本功，压腿、下叉……一个个动作，

我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着。脚上磨出
了血泡，腿部的肌肉拉伤，妈妈心疼
地不让我再学下去。而我，昂着头、
挺着胸，继续走进舞蹈房。老师夸我
是一个有毅力的好孩子。一直有人
问我，既然脚都磨出了这么多血泡，
干嘛还要跳下去？我总是嫣然一笑：
“因为我相信，坚持就是胜利！”为了
我心中的梦想，再苦再累，也要坚持
下去。我也相信，我一定能行！

因为我的坚持，我现在已经是
一名拥有丰富舞台经验的老手了。
大大小小的演出都少不了我的舞
姿，获得的舞蹈类荣誉接踵而至。记
得有一次去社区联谊演出，原本七
个人的组合舞蹈，由于其他队友未
能及时到场，就只能由我一人承担
起这个艰巨的任务。随着音乐的响
起，原本略显紧张的我，张开双臂，
绽放笑容，尽情在舞台上演绎着。

前几天，在树荫下欣赏了一段
以前的舞蹈短片，我突然发现，我的
梦想似乎越来越近了，在音乐中寻
找快乐的女孩，正在舞姿中绽放精
彩。
溧阳市昆仑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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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梓毓

指导老师 陈云凤

冬去春来，转眼间又迎来了一
个“植树节”，学校开展的植树活动
也拉开了序幕。

这天，虽然下着雨，却扫不走我
们激动无比的心情。下午我们小记
者早早的来到了西林家园，开启我
们的植树之旅。

瞧，这空地上堆满了小树，铁
锹。哇，就是让我们在这里植树。我
们冲上去，领铁锹、小树苗。不过我
有点担心，这坑能挖得动吗？突然我
发现地上已经有了一个个的小坑，
我有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转
念一想便懂了：这肯定是怕我们人
小力气小，只要我们把树苗放在坑
中填上土吧。这真是太简单了！于
是，我邀请了我的死党丁烁一起植
树。

丁烁扶着小树苗，我拿着小铁
铲开始忙活起来。我起初以为这份
活很简单，就铲铲土的事。但事与愿
违，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才铲

出了一点土，挖了好久，我的手开始
发抖了，可是坑还是没挖好。这让我
有走向绝望边缘的感觉，我叹了一
口气说：“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这时的我完全没有了刚开始那份气
宇轩昂的斗志。丁烁见我不行了，赶
忙上来换我，经过我俩的轮番战斗，
这棵小树苗终于栽下了，我一下子
就把刚才的垂头丧气抛到了九霄云
外，差点一蹦三尺高。

接着，我们俩在一张卡片上写
下了自己的心愿，并小心翼翼地挂
在了小树苗上。汤老师看到了我们
的合作结果后还表扬了我们，说我
们植的树是最好的一棵，我听了心
里甜滋滋的。

在这次植树之旅当中，我受益
匪浅，明白了团结就是力量。而且植
树还可以用来保护环境，这真是一
次有意义的活动。

西林实验学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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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曹思航

指导老师 陈枫

Hi,我是一支普普通通
的钢笔，我还有一个霸气的
名字———“英雄”。

量身高啦！量身高啦！我
靠到直尺上，你会发现我并
不高大哦！仅仅 13厘米而
已。

写字啦！写字啦！静静地
躺在笔袋里的我听到了主人
的召唤，赶紧行动起来喽！我
摘下了闪亮的“金属帽”套到
了身子的另一头，小主人的
食指、拇指、中指三兄弟轻轻
地捏住我圆圆的身子，我就

可以发言啦！起笔、顿笔、收
笔……沙沙、沙沙、沙沙，“停
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
月花……”我一路耕耘，一路
尽情欢歌。

收工啦！收工啦！我重新
套上“金属帽”，恢复了淑女
范儿，回到笔袋里舒舒服服
地躺下了！

喝水啦！喝水啦！放学回
家的小主人，旋下我的外衣，
捏着我的橡皮管肚子，我一
头扎进墨水里，咕嘟咕嘟喝
了个痛快。

憋死我啦！憋死我啦！小
主人啊，你怎么能把我关那
么久呢？我生气啦！哼，把我
的眼泪弄到你手上，溅到你
的作业本上，让你手足无措，
束手无策，浪费你 N张餐巾
纸。

这就是我,一支普普通
通、会说话、会发小脾气的钢
笔。
横林实验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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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徐溪

指导老师 邵丽萍

包馄饨

我是一支钢笔

第一次炒菜

春天的田野

舞动的梦想

快乐植树

馄饨飘香，乐满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