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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相识

妈妈脸上的彩虹
■淮安市实验小学四（1）班

陶思辰

“哦！ 不！ ”当期中数学成绩出
来时，我一看，96分！我以前的数学
成绩都在110分以上，可这次连100
分都没到。 而且作业是订正作业，
家长签字。我的心里像十五个吊桶
打水——
—七上八下：我回家时是女
子单打呢？ 还是男子单打呢？ 还是
男女混合打呢？我背着沉重的书包
往家走， 边走边念道：“上帝保佑，
佛祖保佑啊……”
回到了家， 我打开卷子一看，
全是因为马虎错了，我这双“火眼
金睛”怎么就没有检查出来呢？ 我
又想到妈妈见到我的成绩时的情

小作家

景：先把试卷扔在桌上，然后边拍
桌子边大声地哇哇讲：“你看你，全
是计算错误，你考试检没检查？ 错
一题罚做100道口算，一共2400道，
现在就做!”于是作业一直做到9点
钟。想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这时， 妈妈打开了我房间的
门，我像弹簧似的从椅子上蹦了起
来。妈妈看了我的样子问：“
是不是
考得不好？ ” 我用蚊子的声音说：
“对，才考96分。 ”我想这时暴风雨
会有多大呢？是台风，是龙卷风，还
是火龙卷呢？但出乎意料的是妈妈
脸上不光没有风雨，而且出现了彩

虹。 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考了96
分，我看看哪里错了。 哦，全是计算
题出错了，下次可不能马虎了。 ”我
疑 惑 不 解 地 问 妈 妈 ：“你 不 生 气
吗？ ”妈妈说：“
不生气，过去就过去
了，考不好又不是世界末日，干嘛
生气呢？ ”妈妈又鼓励我：“你很聪
明的，只要你认真答题检查，就会
取得好成绩。 ”
我看见妈妈脸上的彩虹，下决
心以后仔细读题，认真检查，下次
考试考个满分，让妈妈脸上的彩虹
更加灿烂。

你好，2018！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六（2）班 陈功
2017年的最后一天， 回望
过去， 我们不免有些遗憾，我
一定要在2018年做得更好！
回想2017年，我受到了很
多人的帮助， 老师、 同学、父
母，无一例外。 我首先说说我
的老师， 记得是几个月前，我
上午感觉头很痛， 身体发热，
四肢无力，老师把我带到他的
办公室，拿出温度计，给我量
了量，发烧了，烧得还蛮高的。
因为老师给我的家长打电话

没人接， 所以老师安排我在他
的休息室内休息了短暂的一小
时，老师不时问我好没好点，还
给我倒水！ 老师真好！
同学给我的帮助也很多，
我的好朋友叫李文轩，他很高，
炯炯有神的眼睛下有一张能说
会道的嘴巴。有一天，我起床迟
了，没吃早饭，中午准备在门口
小饭店吃的。但小饭店关门了，
正当我焦急万分的时候， 他走
了过来，带我去他家吃饭。回想

那天，那顿应该是我吃的最好，
最可口，最难忘的饭了。还有我
的同桌王惠金也是一位乐于助
人的好同学，他英语特别好，经
常得第一， 记得我有一次跑步
摔伤了， 就是他把我背到了校
医室，还问医生我怎么样，有什
么事，我非常感动！
回首2017，展望2018，旧的
一年已经过去，时间一去不复返，
让我们记住它吧！ 新的一年来了，
2018，我不断努力奋进中！

回眸，展望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3）班
2017即将过去，2018即将来
临。回头看看2017年，似乎有许多
愿望还没有实现， 难免会失望和
伤心，2018年让我们弥补这些遗
憾。
在2017年，我的数学似乎有
些下降，尤其是计算，经常粗心大
意，会做错一些简单的题目，经常
犯错。 再重新看一遍， 其实都会
做。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的数学
题不管简单和复杂，都能做对，成

金朕喆

为我的送分题。
英语一直是我的关键所在。
在2017年，英语的听力部分让我
吃了大亏， 一错就几分几分的，
让我心痛不已，常常就因为听错
一个词而失去大分， 和数学一
样，我希望让我头疼的英语也能
成为送分题，而不是成为我前进
道路上的绊脚石。
语文虽然是我的强项，但是
不能骄傲，骄傲使人落后，要继

续保持，要把握好每一题，争取
不失分。
回眸2017，有许多值得回忆
的事。 有伤心，有痛苦，也有开心
和快乐， 让我们都抛到脑后，迎
接美好的2018。 在2018年，我要
继续提高数学和英语，保持语文
成绩。 希望在2018有更好的成
绩。
希望在2018能把2017没有
实现的愿望完成。

第一次见面
■淮阴小学六（6）班

刘博旭

有人第一次弹钢琴， 有人
第一次骑车， 还有人第一次去
吃饭， 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次是
与他见面。

六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
们互不相识，谁都不愿讲话，跟
死一般那样的安静。 我用余光
扫视了一遍， 几乎能把全班的
样子记录下来。下课了，我也不
想出去活动，几乎都要睡着了。
is
your
“What
name?”一阵英语把我吵“醒”
了，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个胖胖
的男生，还戴着一副眼镜。“你
叫什么名字？ ”那个胖男生问，
顿时，我的话匣子便打开了，我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问：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是我
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是我

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附
和道。 然后就这样东一句西一
句的说了起来，为了转移话题，
我说了一句：“
你原来几班？”我
又见他一咬嘴唇， 小声的说：
“
我原来x班的，我叫xxx。 ”噢，
我叫xxx。 ”第一
我也急忙说：“
节课一下课，我又一直看着他，
准备说：“我们交个好朋友吧。”
没想他说：“xxx，我们一起去玩
吧。 ”“好啊。 ”
我这才知道， 第一印象是
多么的重要， 要么好， 要么不
好。要么有聊不完的话，要么无
话可谈。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3）班 王心瑶
人都有第一次，如果第一次相识现在的好友，有多
少人能记的呢？ 我第一次相识，记忆还有些模糊。
我四年级暑假要上辅导班，因为之前的辅导班我感
觉不太好，就要换，刚好妈妈班上同事的女儿也是和我
一个年级的，也上辅导班，推荐我妈妈带着我去看看如
果合适就在那边上。
进门时我看见一个瘦瘦的女生，扎着马尾辫在写东
西，原来是在写数学试卷。 刚写好拿给坐在门口的老师，
那个老师是男的，看见我妈妈就笑着站起来跟我妈妈谈
几句话，男老师告诉妈妈这里的上学和放学还有中午的
时间，然后男老师说要给我出几道题目，就拿着刚刚那
个女生的试卷把答案盖起来，让我想，那个女生在旁边
看着。 一会儿就要走了，然后妈妈告诉老师，那个女生就
是同事的女儿。
第二天，我和那个女生坐在同桌。 我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那个女生告诉我干什么，我便说了声谢谢。 下课了，
她们都出去玩了，我也不知道玩什么，就跟着他们一起
进一个屋里，他们拿着牌玩“狼人杀”。 我也不知道该怎
么来，那个女生便告诉我怎么玩，一会儿我问她叫什么
名字，她说她叫朱玲慧，她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
她我的名字。
现在我和朱玲慧已经是好朋友了，不会的题目一起
讨论，下课的时候一起玩耍。

我和奶奶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3)班

李雨航

小时候，我是跟奶奶长大的。 她经常带我去夕阳红
广场玩。 有一次，我顺着单杠柱子往上爬，因为太滑就摔
下来了。 那时，我并不疼，奶奶急着问我疼不疼，要不要
去医院。 我说了几遍不疼，奶奶才放心。
过了几年，我上一年级。 上学接送都是奶奶负责的。
清晨，奶奶早早的从老家赶过来，把我送到校门口，才急
忙跑回医院上班。 晚上一放学，我就看见奶奶的身影，赶
紧跑到奶奶身旁，向她要吃的。 奶奶就用她的晚饭钱给
我买了几个包子，我三口两口就把一个包子吃完了。 时
间过得很快，我上三年级了。 这时我已经不用奶奶接送
了，每天晚上我自己走回去。 只有星期天，我去老家才能
见到奶奶。 这时的奶奶已经老了许多，但她还是把家里
攒的土鸡蛋给我们，我劝她留着吧，我家里还有，可是奶
奶偏要给我们，我只好答应了。
走的时候，我看着奶奶苍老的背影，心中有点酸酸
的。 不管走了多远，我总觉得奶奶一直在目送我们。

祖孙之间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3)班

张艺

在我记忆里，更多的只有祖孙之爱，因为在我出生没
多久，我就被妈妈放在爷爷和奶奶家。
从小到大最疼我的就是爷爷，他老人家一直经常说:
“好孙女，长大以后要考上大学做有用的人，爷爷我脸上
就有光了。 ”这时我就会说:“
知道了爷爷，等我长大了，给
你买好多好吃的，让你不愁吃不愁穿。 ”他的笑脸也是常
有的。 之后我被妈妈接走了，因为忙于上学，便很少回来
看爷爷了。
爷爷生病了，病得不轻，妈妈带我去看望爷爷。 爷爷
睡着了，我坐在爷爷身旁默默流泪，爷爷醒来后，看见我
在哭，问我怎么了，我擦去眼泪，和爷爷说没事。我虽然嘴
上说没事，心里却很难受。 可恶的病魔没有放过爷爷，爷
爷走了， 我嗓子都哭哑
了， 好希望爷爷能醒来。
可是， 我的希望没有用，
爷爷再也没有醒过来。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
爷爷那亲切的微笑，仿佛
就在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