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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在网上浏览各
种信息，突然“自己可以制成
大自然的下雨实验”这条信
息吸引了我的眼球。我可开
心啦，想自己动手做一做，验
证这个说法。

根据网上的说法，我找
来一个玻璃瓶，灌入一些泥
土。瓶子模拟世界，泥土模拟
大地。我把瓶子放在阳台上，
让太阳照射到瓶子里。我暗
暗想：时间长了，阳光会把空
气中的水分凝聚在一起，形
成水蒸气，水蒸气多了，就会
变成雨落下来。我在瓶子旁
静静地等候着，等了半响功
夫，还不见动静，我心急如
焚，“怎么还没有任何反应，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我急
得直跺脚。
妈妈走过来，摸着我的头

说：“不要着急，我们一起分析
原因。”我们分析准备的材料，
发现缺一个盖子，盖子可以将
水蒸气聚集保存起来。再观察
四周的环境，发现早上的太阳
不够强烈，才导致失败。怎样
才能让实验成功呢？我冥思苦
想，我的目光停留在了煤气灶
上了。我眼前一亮，想起一个
办法。我请妈妈帮助，把瓶子
放在煤气灶上加热。真是功夫
不负有心人，很快，水蒸气变
成小水滴，聚集在一起。不一
会儿，“雨”滴滴答答地落下来
啦。下雨实验终于成功了，我
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次实验，我明白了：只
要坚持不懈，爱动脑筋，敢于
实践就能取得成功！
百草园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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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姚夏

指导老师 丁小明

燕山公园是忙碌了一周
的人带着家人去度周末的好
去处，而夜晚的燕湖公园同
样吸引着许多市民的前往。
特别是每个星期六，开放的
“音乐喷泉”更是让月色下的
燕湖公园格外热闹。

天色刚刚暗下来，燕湖
公园里就已是人头攒动，我
们随着人流，沿着湖边的小
道漫步。一边是清澈的湖水，
一边是成荫的柳树，让这个
夜晚显得格外闲淡恬静。公
园无处不存在花灯的踪迹，
湖边的石头缝隙里，美丽的
垂柳下，茂密的翠竹丛中
……不时射出一道道彩色的
灯光。更别说那曲折回环的
长廊，曲径通幽的小路……
到处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
芒，把一个个建筑物打扮地

好似玉宇琼楼。星星点点的
五彩光芒倒映在湖水中，构
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
“来了！来了！”不知是谁

喊了一声，大家的目光不约而
同地投向湖心，只听“嘭”的一
声，无数的水柱在一瞬间腾空
而起，在灯光的映衬下，在夜
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又在一刹那聚为一点，分开，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蝴蝶结，那
蝴蝶结晶莹剔透。

渐渐地，湖边的音箱里
放起了悠扬的音乐，喷泉随
着音乐的抑扬顿挫，高高低
低，一起一落。灯光、音乐、喷
泉，让人们的心都在这个夜
晚high起来了。

溧阳市昆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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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程煜

指导老师 陈叶芬

雨来！一个多响亮的名
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是邻居李奶奶在给小朋友讲
故事时。李奶奶是一个退休
的优秀语文老师，最爱给我
们讲一些小英雄故事。在一
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李奶奶
又开始给我们开讲了：在美
丽的芦花村有一个调皮可爱
的孩子———雨来……

在故事中，当我听到敌
人对雨来施行严刑拷打时，
我能感受到雨来的勇敢，他
面对敌人的诱惑与毒打毫不
屈服，他用自己的机智与勇
敢战胜了敌人，他用自己的
一言一行告诉了那些侵略
者：“我们毫不屈服，正因为
我们是中国人！”

今天我们和雨来一样，
同样都是十来岁的孩子，但

与他们的生活比，在21世纪
的我们可是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在学校里安心的读书，
不怕炸弹的弹片击穿，不怕
导弹的气浪掀翻，永远快乐
的生活着。但是他们却生活
在战争中，罪恶的子弹仍在
威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
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并且不能安心读书。跟他们
相比，我们真实太幸福了！

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现在
的和平，一起来维护永远的
和平，让“和平之花”永远开
放，让罪恶的子弹永远消失，
让我们共同来维护我们的家
园！

让我们发奋努力学习
吧！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礼嘉中心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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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煜姗 指导老师 时勤亚

又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明节，我
们班开展了“又是一年清明节”主题班
队活动。清明节不仅仅是一个纪念先
人的节日，更是是一个缅怀先烈的日
子。先烈们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刻，
抛去了家庭和个人的一切，毫不犹豫
把宝贵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祖国和人
民，把满腔的热血洒遍祖国大地。

当敌人的一枚枚燃烧弹扔下，正
巧有一枚落在了邱少云身边，他为了
整个潜伏部队，为了整个作战计划，
他顽强地忍下来了。

江姐在重庆承担中国共产党的通
讯联络工作，可就在全国快要解放的
时候，她被捕了。面对敌人的种种残酷
刑罚，她始终不屈服！敌人狗急跳墙，
一次又一次的用刑，竹签子一根一根
地插在她的手指里，她的手指被扎得
血淋淋的，但她始终严守党的机密。

刘胡兰，一个听起来多么娇弱的
名字，那颗爱国的心却远远重于泰
山。虽然她只有15岁，但站在敌人面
前却镇定自若，坚定的目光吓得敌人
心惊胆颤。死亡的狰狞并没有使她畏

缩半步，争取革命的胜利才是她不灭
的信念。然而，凶狠的敌人毫不留情
地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她为中国历
史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辉
煌一页。

享受着幸福生活的我们更要缅
怀先烈，铭记历史。我们要谨记历史
的教训，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我们的民族道路上团结一致，勇往
直前！

礼嘉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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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陆映贤

指导老师 黄建英

现在，在别人帮助时说“谢谢”的
人越来越少了。难道“谢谢”人们都已
经说不出口了吗？别人帮助了你，你
需要报答他，哪怕只是一句小小的
“谢谢”，也会让他的心中感的甜蜜。
我听过一首诗：
“小鸟感谢大树；花草感谢阳光；

鱼儿感谢大海；而我,感谢着这一切
的一切。学会感谢吧，感谢讥讽你的
人，是他让你有了今天的成绩；学会
感谢吧，感谢欺骗你的人，是他让你
从此不再受骗；学会感谢吧，感谢绊

倒你的人，是他让你靠自己坚强的站
起来……感谢,它是一种财富，属于
每一个发现它的人!”
“谢谢”，它不单单只是一句话，

它还是带你走向道德顶端的“引路
者”。2004年全国“感动中国人物”中
的田世国，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把
自己的肾移植到母亲的体内，使母亲
获得重生。洪战辉得到社会各界人士
的帮助后，依然用这些资金帮助那些
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从而来回报
社会。军人孟祥斌，为了拯救一名投

河妇女，跳入河中，不幸身亡，留下了
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没有忘记党和
国家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用自己的
生命来回报社会。

这些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并
没有想要对方说一声“谢谢”。可有的
人就连一句简简单单的“谢谢”都不
说。“谢谢”，这轻轻的一句话，包含了
许多东西：有世间最真诚的感谢，还
有一大步的道德！

青龙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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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朱海婷

小时候，我很喜欢养狗，可是爷
爷不同意。后来，朋友送我一只狗，我
觉得它很可爱，就缠着爷爷把它留下
来，并取名为豆丁。

豆丁全身都是巧克力色的，它的
毛像波浪一样打着卷儿，头是椭圆形
的，两只眼睛就像两颗珍珠一样晶莹
发亮。一对可爱的小耳朵平时总是耷
拉在脑袋两侧，一旦有陌生人来，它
就会把耳朵竖起来，还会“汪汪汪”地
叫几声。它的鼻子乌黑乌黑的，这鼻
子不仅能帮助它寻找事物，而且也是
它身体是否健康的“晴雨表”。豆丁的

脚短短的，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
有。小伙伴们，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
吗？原来在豆丁的脚底下长着一块像
垫子一样的软肉。它的小屁股后面还
长了一条小尾巴呢！每当它高兴时，
总会不停地摇来摇去，在我的脚上蹭
来蹭去，可爱极了！
豆丁是馋嘴的小家伙！每当看见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它都会在我的脚
边转来转去，发出“呜呜”的声音，摆
动起它那可爱的小尾巴，眼巴巴地看
着我，好像在说：“小主人，请给我吃
吧！我很饿！”一旦看到最喜欢的狗

粮，它就会屁颠屁颠地跑过去，美美
地吃上一顿。吃完后，它就会心满意
足地跑到狗笼边，把头架在前爪上，
趴着闭目养神。

到了给豆丁放风的时候，它总会
咬住我的裤子往门口拽。到了草坪
上，它飞快地跑老跑去，一会儿逗弄
一下飞翔的小蝴蝶，一会儿在草坪上
打滚儿，玩得不亦乐乎，真是只贪玩
的小豆丁啊！

嘿嘿，想必你也爱上我们家的小
豆丁了吧？

新桥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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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商奕扬

阳光照射大地，春风中还夹着一
丝凉意，我们坐在大巴车上，一路欢
声笑语，来到了鼋头渚。
一进入景区，郁郁葱葱的大树、美

丽芬芳的花儿都映入眼帘。正当我们看
得意犹未尽时，老师把我们带上了游
船。船上游客很多，我被挤到船尾，好不
容易才找到一个空位，挥去额头上细密
的汗珠，默默欣赏起湖上的风景。几只
海鸥贴着湖面飞过，雪白的羽毛，乌黑
的眼睛，灰灰的肚皮，这就是海鸥可爱
唯美的外表。远望，被绿色覆盖的小岛
宛如一座座小山包，小岛上点缀着几座
精致的宝塔，犹如一幅精美的山水画
……此情此景，真是美不胜收呀！

刚踏上太湖仙岛，一股烧烤味迎

面缭绕。我和陈乐怡对视一笑，她小手
一挥，豪气地说：“我请客！”我们以800
米冲刺的速度冲向了烤鱼店。望着垂
涎三尺的我们，老板原本黯淡无光的
眼睛刹那间变得闪亮，他立即拿出三
条鱼上下翻飞，不一会儿，鱼就到了我
们手上。看着黄灿灿的鱼，我们顿时食
欲大开，尝一口，外焦里嫩，咸咸的，香
香的，辣辣的，好吃极了！吃完鱼，我那
灵敏的鼻子，又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
的香味。在我这个“导盲犬”的带领下，
一个煎豆腐店便“站”在我们面前。老
板娘见了我们，好似捡到了宝似的，热
情无比地问：“小朋友，来一份？”李乐
烨毫不犹豫买了一份，我们几个瞬间
又分享完毕。

下午，导游带我们游览了樱花
谷。这次，我真是大饱眼福了！只见樱
花朵朵，如粉红彩云，在阳光地照耀
下，晶莹剔透。我们一边欣赏，一边拍
照留念。突然，我听到了同学们啧啧
的称赞声：“哇！小羊驼，好可爱呀！”
真有那么可爱？我疑惑着，向羊驼圈
走去。卷卷的毛，黄豆般大的眼睛，还
有软软的尾巴。真的！好可爱！
“集合！集合！”导游集结的哨声，

让我们震耳欲聋。再一次上大巴车时
的心情，不再是高兴，而是不舍。怀着
这样的心情，我们离开了，只能期盼
着下一次……

国英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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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万无己

指导老师 尤文君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一
种古老的乐器———古琴。

古琴，有七根琴弦、十三个琴徽，
身长一米左右，我的古琴是仲尼式。古
琴的琴谱非常独特，就好像象形文字，
是从古到今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

古琴的琴音非常动听，令人心旷
神怡。每每听到古琴动听的声音，我就

仿佛看到了孔子，他穿着长袍弹着古
琴，而弟子们正在下面认真地听呢！

古琴大约有超过 3000年的历
史，许多中国古代名人都喜欢弹古
琴，甚至有些皇帝也喜欢弹古琴，古
琴的历史真是源远流长呀！

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上，
著名的古琴演奏家陈雷激演奏了《太

古遗音》，琴声飘荡在鸟巢的上空，古
代的文明和现代的文明瞬间融合在
了一起。

每当我弹琴时，就好像穿梭了时
空，在与古代文人墨客对话一样，这
感觉，真是太奇妙了。我想，我爱上了
古琴。

龙城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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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凯米柯

“下雨”啦！

夜游燕湖公园

踏“雨来”的步伐前进

我家的小可爱

鼋头渚一日游

古琴的韵味

铭记历史 传承美德

杯水之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