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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里看世界，细微之处悟人生
桐乡市石门镇中心小学小记者优秀作品展

校长寄语

N 吴家聪
石门是子恺故里。丰子恺先生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散文家。有人评价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丰子
恺的散文，常常一朵花里看世界，一粒沙中有乾坤，在细微寻常之处感悟人生。
《南湖晚报》给了孩子们一个抒写的平台。希望我
们的小记者们也能像丰子恺先生一样，在细微寻常处感受生活中的“兴味”，感悟人生，用纯挚的心抒发真情，用稚嫩的手描绘美
好。大家始于小作，小小的一次发表，对孩子来说可能是文学梦、艺术梦的苏醒！希望这群怀揣梦想的小记者，在文学的天空中
飞翔，
在艺术的熏陶中成长，
将来都能像丰子恺先生一样成为有理想、
有担当、
有责任、
有思想的人。

N402 班 王翔怡

宠物乐园

妹妹家的动物园
N301 班 马佳琪 指导老师 王丽丽
“叮咚！”是微信的声音，一看，是妹妹发的消息，她说：
“姐姐，快来我家玩呀，这里有小鸭子！”接着，又发来了一
张图片，是一只超级可爱的小鸭子，我答应妹妹星期六就
去。
终于到了星期六，早已迫不及待的我和妈妈来到了妹
妹家，如愿以偿地看到了那只可爱的小鸭子。一转眼的工
夫，妹妹不见了，我赶紧边喊边四处找她。突然，她从门后
面蹦了出来，手上还捧着一只小兔子。这只小兔子浑身雪
白，又大又红的眼睛一眨一眨的，还有一张小巧的三瓣嘴，
可爱极了！这时，妹妹又带我来到车旁，示意我悄悄地把
头朝车底下望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呀，车底下
还有只猫呢！妹妹给我介绍道：
“这只小猫叫咪咪，它是我
的小伙伴，现在也是你的小伙伴啦！”
忽然，我灵光一闪：咦，鸭子不是会游泳吗？于是我和
妹妹去接了一盆温水，把小鸭子抱到脚盆里。小鸭子一碰
到水，别提有多快活了，还时不时地潜个水，偶尔抖抖小翅
膀甩甩身上的水。
等鸭子洗完澡，我和妹妹又去撸了咪咪。妹妹告诉
我：
“ 咪咪可是个大吃货，如果你吃东西不喂给它，它就会
冲着你叫哦！”撸完咪咪，我们再去和小兔子玩。小兔子和
咪咪比起来，可调皮多了，一会儿蹦到这，一会儿又蹦到
那。我想：它一直这么蹦不会累吗？小兔子实在太可爱
了，连隔壁家小朋友都忍不住来摸它，真是谁看谁爱呀！
真羡慕妹妹家有这么多小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小小
“动物园”了！

童心抗疫

那一抹鲜艳的红
N503 班 唐思怡 指导老师 陈金强
金灿灿的朝晖渐渐染红天空，那一片
红鲜艳夺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
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方红庄严肃
穆；胸前的红领巾，时刻提醒我是社会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那一角红重逾千钧。今
天我又见到一抹红，那是穿着红背心的志
愿者，如同红背心一样，那是点燃希望的火
花。
“请注意脚下的一米黄线。”今天我又
一次来到了排成长龙的核酸采样点，这“山
路十八弯”，向前看不到头，向后望不到尾，
要排到什么时候啊！
10 点多，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头疼，
排队的人却 越 来 越 多 ，一 个 红 背 心 阿 姨
手 里 拿 着 一 个 大 喇 叭 ，不 停 地 喊:“ 看 一
下自己的健康码，如是黄码这里一律不
做。”当有人问她什么事，她会停下喊话
耐心解答，戴着口罩，我看不全她的脸，可
我能看见她那微笑扬起的眉，还有“熊猫”
的眼。
到了扫码点，妈妈的手机不知怎么了，

扫码扫不出来了，没有手机上的码，我们就
没法做核酸了。这时一位红背心叔叔走了
过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他让妈妈先把
手机关机一下，再开机后指导妈妈一步一
步地操作，可最终还是不行。叔叔抓了抓
头，让妈妈先让一下，让后面排队的人先
扫，然后领着我和妈妈来到一片树荫下，一
遍遍的尝试，终于有一个行了，我和妈妈都
很开心，
志愿者叔叔也笑了。
我们重新回到队伍里，红背心叔叔走
了，太阳依旧火辣辣，队伍还是那么长，可
那一抹抹鲜艳的红，
让我安心不少。

打新冠疫苗记
N602 班 谭岩熠 指导老师 倪伟根
什么，要打新冠疫苗？
老师在微信群里这样说道：
“明天准备
打新冠疫苗。”我有点暗暗窃喜，打完疫苗
不就可以回家休息了吗？当看到信息的后
面几行字时，我有点发傻：打疫苗不良反应
可能会有头晕等症状出现。我一时有点不
自在了，打，还是不打？唉，管他呢，是福不
是祸，是祸躲不过。

我爱我家
出声，转而又想起自己，可是在实现一个伟
大的“窃读”计划呢！于是赶忙用手捂住
嘴。
我正沉迷于书中世界，无法自拔，不曾
想，一不小心把手电筒滚下了床，只听——
“吧嗒”一声，我顿时愣住了，心想：完了，完
了！爸妈肯定听见了，完了完了，我看不了
书了！只见“命运降临”，果然，灯一亮，门
一开，被子一飞……完了，被发现了！人生
第一次偷偷读书，怎么就被发现了呢？唉，
我太难啦！

我的养鹅
“生涯”
N304 班 程樑怡 指导老师 范玉婷
清明节这天，我早早地起了床，刚想吃早饭，忽然听到
后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似乎还夹杂着某种小动物的叫
声。我寻声跑去，
原来，
爷爷买了四只小鹅。
小鹅大概有大人的手掌那么大，它们挤在一起不安地
叫着，那惊慌失措的小眼神让我感觉它们一定很害怕吧！
我伸手去摸摸小鹅金色的绒毛，并安慰道：
“我是一位善良
的小主人哦！”
爷爷告诉我，鹅是食草动物，每天都要喂新鲜的草料
和干净的水。所以闲暇时候，妈妈就会带着我和妹妹去给
小鹅寻找美食。在乡间小路旁，有着大片大片开着紫色小
花的野豌豆苗，那是小鹅们喜爱的美食，我们会把长长的
豌豆苗扎成一小捆一小捆，倒挂在鹅圈上。聪明的小鹅便
会从下往上把新鲜的豌豆苗叶子吃个精光，只剩下光着的
茎孤零零地挂在那儿。
在我家屋后的地里，有着爷爷种下的排得整整齐齐的
莴笋大军，现在它们一个个大腹便便，
正是收获上市的好时
节。而从莴笋上掰下来的莴笋叶，就是小鹅们的美味佳肴
了。鲜嫩的莴笋叶营养丰富，
我们一拿到鹅圈里，
就会被小
鹅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个精光。小鹅每天都要消耗
掉很多食物，它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吃，所以除此之
外，
爷爷种的花菜的叶子也变成了小鹅的盘中餐。
我的小鹅们除了是名副其实的吃货，还是天生的游泳
家，只要给它们一大盆水，它们就会悠然自得地跑进水里
做各种花式游泳，
顺便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今天是我养鹅的第十天，就在刚才，我给我的小鹅们
取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飞飞。爷爷说小鹅是能听懂
人话的，等它们长大以后，我一喊它们，它们就能跟着我大
摇大摆地一起去散步了，那一定很拉风吧？我真是无比的
期待。

“黄金元帅”
大战“鸡木兰”
N401 班 陆开睿 指导老师 陈小燕
今天奶奶要出门，她让我照看一下母鸡和公鸡。
如果要评价在这群鸡中最最出众的，当数“黄金元
帅”。它有着一身金灿灿的羽毛，脑袋上的鸡冠像团熊熊
燃烧的火焰，连凶狠的白鹅见了都要怕它三分。它的眼睛
炯炯有神，目光犹如一把利剑，好似能把草根斩断。
除了“黄金元帅”，还有“鸡木兰”。它是一只老母鸡，
是“黄金元帅”的死对头。今天它们为了鸡食展开了一场
世纪大战：下午我走进鸡舍添了饭，只见“黄金元帅”昂首
阔步，向我这边走来，像极了一个大魔头。另一边的“鸡木
兰”也不甘示弱，一招“飞鸡在天”向食盆猛扑过去。这时
“黄金元帅”尖叫一声，用它如刀锋一般的嘴巴啄“鸡木兰”
的头。
“鸡木兰”也使出了绝活“沙尘暴”，只见“鸡木兰”如
卷扬机般将土抛到空中，顿时战场上卷起阵阵“泥土”龙卷
风。可这种下三滥的招式，终究敌不过绝对的力量。
“黄金
元帅”一招“巨鸡展翅”，把食盆中的东西弹到空中，落下
来，进了它自己的肚子里。瞧，这就是我家集威武、帅气于
一身的
“黄金元帅”
！
希望奶奶别再出门了，不然这样的闹剧会不断重演。

来到医院门口，就看到已经有好多同
学在那里了。爸爸给了我号后，他就坐在
一边的椅子上玩起了手机，只留下忐忑不
安的我在排队。幸好，我和我的好朋友前
后在一起，也真是，没有老师指挥的队伍就
是不成样，你看歪歪扭扭的，看着怪不舒服
的。
“20号以下的进”
“40号以下的进”
……
很快，我前面只剩一个人了。不知怎
的，刚刚还淡定的我，此时却感觉心跳加速
了。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
膀：
“别紧张！你看，他们都没事。”没错，我
的同学一个个昂首从我面前走过，我可不
能输给他们。一下子，我又信心满满了。
也不知爸爸和医生在嘀咕什么，我也不时
被边上老爷爷的搞笑动作所吸引。
坐下，脱衣，
消毒……
“小伙子，打完了。”
啥 玩 意 儿 啊 ，怎 么 不 疼 而 且 还 这 么
快。看来，先前的担心真没必要，我长舒一
口气。半小时后，顺利走出观察室。爆米
花、牛肉干、水果……弄了个满载而归，真
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藏在西瓜里的爱
N601 班 项思晨 指导老师 陈小萍
树上的蝉正吃力地叫着，太阳透过玻
璃晒到了桌上，出现一道白光，晃得让人睁
不开眼。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书，心里抱怨
着这炎热的天气。
唉！要是能来个西瓜就好了！可是家
里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想吃也得等到傍
晚了！
“咚咚——咚咚——”门 外 响 起 了 敲
门声。透过猫眼，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
影——奶奶！我连忙打开门，只见奶奶拎
N404 班 陆鑫昊
N601 班 陆宇杰
着一个大袋子站在门口。
“思思，快来看奶奶给你买了什么？”奶
爸，我知道这次自己不够仔细，要是再犯下
次您加倍罚我，这次您就饶了小的吧？”爸 奶笑着说。
N403 班 沈煜辰 指导老师 吴蕾娴
“什么呀？”我满脸期待。
爸看着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清晨，闹钟“叮铃铃”
“ 叮铃铃”地催了
“看！”奶奶边进门边打开袋子。
“你呀……下不为例！”没想到风暴这么轻
我几次，但是暖暖的被窝实在太舒服了。
“哇！居然是西瓜！耶！”我高兴得几
易就结束了，
真是喜从天降呀！
我不耐烦地关了闹钟，准备继续“冥想”。
乎要跳起来了。
看，这就是我的家，时而晴空万里，时
就在这时妈妈的声音像位不速之客，打断
“就知道你爱吃！快去坐着等吧，奶奶
而狂风暴雨，但我明白这里包含着浓浓的
了我的美梦：
“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
这就去给你切！
”奶奶抱起西瓜进了厨房，
爱，
让家变得更加温馨。
床？”妈妈喊道。我嘟嘟囔囔着：
“昨晚可是
我则坐下来捧着书耐心地等待着。
你亲自说过，来叫我起床的，却没点动静，
一页、两页、三页……书已经看了一小
你好意思吗？”这下可把老妈气坏了，我感
叠了，可奶奶还没出来。
“ 切个西瓜怎么那
到大事不妙，果然老妈拿了个棒子吼道： N502 班 缪欣怡 指导老师 王慧华
么久啊！”我有点不耐烦了！
“不起来，家法伺候！”在老妈的压迫下，我
不知你是否曾听过这样一句话：
“饭可
我来到厨房，看见大白瓷盘里，被切成
吓得只好投降，省得屁股开花，三下五除二 一日不吃，书不可一日不读。”哈哈，我就是 一小块一小块红的西瓜已经堆成一座小
地穿好了衣服。
这样一个对书
“日思夜想”的人。
山，娇艳欲滴，让人看着直流口水。奶奶正
放学了，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家。今天
夜幕降临，我正坐在床边看最近新买 一手拿着牙签，一手拿着一片西瓜，小心地
的考试没发挥好，而且大部分扣分都是由 的一本书——萧红的《呼兰河传》，
我看得如 在瓜瓤上去除西瓜籽。只见她前后左右翻
于自己马虎。爸爸最讨厌我学习上的不仔 痴如醉，
就像一只饥饿的小羊，
闯进了一片嫩 动着西瓜，不放过任何一粒。另一个白瓷
细，弄不好还要给我加点额外作业。我眼 绿的草地一般。可好景不长，又到九点半 盘里，一颗颗黑籽静静地躺着。
珠子滴溜溜地转，忽然冒出了个主意。一 了，妈妈又来催我睡觉了，没办法，
“母命难
奶奶看到我，说：
“等不及了吧！来，先
回到家，我就抱住爸爸说：
“你好好休息，晚 违”，
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去睡觉了。
尝一口。”说着把手里刚去完籽的西瓜塞进
上的家务我包啦。”爸爸笑嘻嘻地说：
“太阳
躺在床上，我还在回味书中动人心魄 我嘴里。
可打西边出来了喽，说说看今天的考试怎 的情节，忽然灵光一闪，心想：对呀！我可
甜甜的西瓜汁在我的嘴里流淌，一直
么样？”我立刻挺起身子，声音却低了许多： 以在被窝里看书嘛！之前怎么没想到？ 流到我的心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91 分。”爸爸平静地接过卷子，看到错的 于是，心动不如行动，我拿上书，再顺手拿
白白的瓷盘，红红的瓜肉，黑黑的籽，
题目都是很普通的题目，气不打一处来： 上手电筒，迅速缩进被窝，打开手电筒，温 三种色彩在我眼前交织，烙在我的脑海里，
“都和你讲过多少遍了，要仔细审题，你看 暖的灯光照在书上，我双手撑着脑袋，美 挥之不去。
看这些错误该犯吗？”我的心立刻慌了：
“爸 滋滋地看起了书。看到精彩情节，正要笑
我会永远记得奶奶藏在西瓜里的爱！

家庭风暴

被窝
“窃读”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