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5 小记者专版

神奇的吊兰
新安小学

六（8）班

王汐颜

提起我家的吊兰，真是不夸不行啊！ 话说去年年初，我们
要搬进新居了，爸爸妈妈一口气买了好多绿色植物，家里顿时
被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花盆装点得好不热闹。 妈妈说，这些
小家伙可以吸收有害气体、净化空气，本事可大了。 可我不以
为然，那刺头刺脑的仙人球、细细碎碎的文竹，一点也不可爱，
就吊兰看着还舒服些。 总之，我才不喜欢这些小东西呢！
两三天一过，那几盆吊兰越看越顺眼了，越来越讨人喜欢
了。 细长的叶子伸到盆外，碧绿碧绿的，好不精神！ 每天放学回
来，我都要去看看它们。 一看到它们，我便不由自主地挺了挺
自己的小腰板，也不觉得累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吊兰越长越精神，叶子更绿更长了，枝
头还点缀着不少小花苞，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呢。 妈妈偶尔
给它们浇点水，就不再管了。 难怪爸爸说，吊兰是懒人花，不娇
气。 这下，我对吊兰更是刮目相看了。
“
吊兰开花了！ ”一天早晨我惊讶地发现，一朵朵米白色的
小花藏在叶丛中，金黄色的小花蕊，真好看！ 没几天，原先开花
的地方竟然长成了一大片小叶子。 听妈妈说，只要把这个再插
进土里，不久就又会长成一丛新吊兰呢。 啊，这么神奇？
放暑假了，我们要去乡下老家待一段时间。 临走前，我给
吊兰浇了许多水，让它们喝得饱饱的，又怕它们闷坏了，就把
我最喜欢的，也是长得最好的那盆给搬到了向阳的窗台上。
一晃就是几个星期，虽然和小伙伴们玩得很开心，但我心
里总是惦记着那盆吊兰：它的叶子是不是长得更长更绿了呢？
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跑到阳台上，可眼前的吊兰却吓了我
一跳：又枯又黄的叶子都发卷了，耷拉着脑袋，像个病人似的，盆
里的土也裂开了。 我难过极了。 妈妈把它扔到了门外垃圾袋里，
我舍不得，悄悄地捡回来，放在我房间的角落里，又浇了些水。
两三天过后，奇迹发生了！ 吊兰竟然恢复了生机，又郁郁
葱葱的了，真神奇！
我问爸爸怎么回事。 爸爸告诉我，吊兰喜阴，不能晒的。
哦，原来这样啊！
神奇的吊兰，生命的奇迹！ 真是了不起！

老师王菲点评：
整篇习作紧扣题目中的“神奇”二字，仔细观察和记录了
吊兰的生长、开花及起死回生的过程，字里行间透露出吊兰顽
强的生命力。 尤其是小作者内心情感的变化，先抑后扬，从“不
喜欢”、“看着顺眼”，到“讨人喜欢”、“刮目相看”，最后发出“了
不起”的赞叹，层次分明，语言凝练，主题突出，“神奇的吊兰”
跃然纸上！

一段快乐的旅程
开明中学

初二（19）班

华宇晟

记忆中那一段快乐的时光是一次旅行，每当想起，心里总
是无比开心。
去云台山旅行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那时自然是兴奋、快
乐的。 尽管八个小时的颠簸让我疲惫不堪，可是因为心中的那
一丝期待和向往，使无聊的旅程也变得美妙、有趣起来。
远远地，我们看见了山尖，近一些，才被山的险峻震撼住，
高耸的山峰直插云霄，山尖的云雾让云台山显得那么神秘。
进了景区，才发现自己的渺小，相对于那些高大的山岭来
说，我们只是世间的一粒尘土。 越往上爬，景越美，心情越轻
松、越快乐。 踏着一级级的台阶，我越爬越勇，山脚下的人如同
蚂蚁一般大。 渐渐地，我已离山顶很近了。 回头看见表哥挥汗
如雨、气喘如牛，妈妈步履蹒跚，我心中不免得意起来，脚下的
步子迈得更快了。 不一会儿，我已登上了山顶。 我站在山顶，环
视四周，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爬山虽累，但在登上山顶
的一瞬间，我却深刻体会到了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快感！
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红石峡。 红石峡景区大多是红石
构成的，很美。 山上的栈道很陡峭，但美丽、神秘的红石，让我
们消除了恐惧，我们一边跟着导游前行，一边取景拍照，笑意
在每个人的脸上荡漾。
正当我们踱步于狭窄的小道时， 震耳欲聋的流水声引起
了我的注意。 哦，是瀑布！ 只见锦带似的瀑布飞泻而下，好一幅
壮观的景象！“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的不就是
眼前的美景吗？ 只要我们用心体验世间的美好，美就在我们的
身边。
游览完红石峡，我们徒步来到泉园。 初进园门，就遇到了
一眼泉水，水面欢快地跳跃着，好似顽皮的孩子。 望着清澈见
底的泉水，我们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我忍不住尝了几口泉水，
感觉微甜。 我用手中的矿泉水瓶装了满满一瓶泉水，装进去的
还有我满心的欢喜。 夕阳已西，我满载而归。 快乐，溢满心田！
指导老师：张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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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生活真多彩

淮安的好女儿
淮阴小学

淮海晚报小记者佳作选登
膳魔师的真诚
市实小
我有一个膳魔师的杯子用
了快4年， 黑色的杯身上因长期
的磕磕碰碰已伤痕累累，摆在桌
上立都立不住了。 尽管如此，它
的保温效果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我很好奇，这么好质量的杯子是
什么样的工厂生产的呢？ 啊哈！
机会来了，我和其他小记者们一
起去参观了膳魔师（江苏）家庭
制品有限公司。
那天早上，我怀着激动和喜
悦的心情前往膳魔师位于开发
区的工厂。 下车时，爸爸对我说：
“工厂为了保护商业秘密， 大人
不能进去，你要用心参观，结束
以后讲给我听哦！ ”就这样，我担
负着爸爸的嘱托跟着工作人员
一路参观，仔细地观察，认真地
做着记录。
很快，我们来到了工厂的车
间，映入眼帘的是明亮、整洁、一
尘不染的厂房。 我四下张望，只
见有一个隔间非常奇怪，只有一
个工人阿姨在工作。 分组时，同
学们都想去那个隔间看一看，我
也在暗自祈祷，一定要把我分到
这个组。 哈哈，真的是如我所愿！
进入隔间， 我看到很多
“手” 在不停地往工人阿姨那里
递杯子。 阿姨麻利地盖章、 擦

四（8）班

施逸清

拭， 再送到其它“手”上。 这时，
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手是一
种可以自动判温的机器，它检测
后会把合格的和不合格的杯子
分别放在两个不同颜色的圈
里。 ”我心生疑问：“每天会有多
少个不合格的杯子呢？ ”工人阿
姨一边仔细擦拭杯子一边回答
我说：“工厂每天生产50000只杯
子，只有1-3个不合格的。 ”我们
惊呼道：“
哇！ 膳魔师工厂产品的
合格率真高啊！ ”
接着，我们绕了一圈，来到
机器手的后方。 我离它很近，可
以观察到它的每一个动作。 只见
机械手把一个杯身放在桌上，另

一个机械手递给它一个杯盖，它
敏捷地抓住杯盖，在空中逆时针
转了几圈， 准确地放在杯身上，
再顺时针转上几圈，一个杯子就
这样组装完成了，前后只用了不
到10秒钟的时间，效率真高啊！
我们跟着工作人员走出车
间，看完展区就结束了参观。 一
见到爸爸， 我就迫不及待地说：
“爸爸， 膳魔师是历史悠久的世
界知名品牌，一直真诚用心地把
每一个杯子做到最好，难怪它到
现在都这么畅销！ 就像老师说的
那样，只有真诚地付出，别人才
会回报我们以尊敬和支持！ ”爸
爸赞同地摸了摸我的头。

四(6)班

还记得老师给我们讲过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 妈妈也告
—被遗忘的大屠杀》。 这本书
诉过我，有一本书叫《南京暴行——
通过英文方式向西方主流社会传播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 关
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国内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但更多用
的是中文，对外传播有很大的局限性。 是一位名叫张纯如的女
作家通过努力，用英文的方式让全世界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
她在写这本书过程中发现了《拉贝日记》，这是关于南京大屠
杀的重要物证。 后来我在网上了解到张纯如的祖籍是我们淮
安， 所以淮安建立了张纯如纪念馆来纪念这位杰出的淮安女
儿，她是我们淮安人的骄傲！
这个周五，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去参观张纯如纪念馆。 我怀
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跟着老师走进馆中， 馆中布置简洁
明朗。 我一边看一边听着讲解员阿姨的介绍，忽然明白了张纯
如阿姨为什么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写下 《南京暴行——
—被
遗忘的大屠杀》这本书。 因为她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始终没有
忘记自己的根， 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永远怀有一颗爱国之
心。 她的才华和胆略，她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令人钦佩，她是一
位真正的民族英雄！ 我们要学习张纯如阿姨的爱国主义精神，
让大家都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为傲！ 让我们的国家、民族更
强更好！
指导老师：何庆梅

快乐的大课间
市实小

三（12）班

淮安小学
今天，淮海晚报的老师们组
织我们小记者去参观采访知名
企业膳魔师。 你们知道膳魔师是
做什么的吗？ 让我来告诉你们
吧，它是做保温杯、焖烧杯等保
温用品的。 它已成立113年了。
刚进大门，我们就看见了一个石
像，看上去什么都不像，我觉得
很奇怪。 这时老师告诉我们，那
是龙之九子的次子——
—睚眦，它
是上古神兽哦！
首先，我们来到了水杯展览
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
的保温杯，老师说：“这边做出来

郑壹

的保温杯保温效果非常好，有的
保温杯甚至能维持热度长达两
天呢。 ”往里走就能看见一个个
小迷你铁盒，老师介绍：“这是焖
烧杯， 如果在杯里放点开水，再
放个鸡蛋在里面，过一会鸡蛋就
可以吃了。 ”哇这个真神奇！
然后我们来到了工厂车间，要来
体验一下制作保温杯这项工作。
我们分成了四个小组，分别进了
四个不同的走道，这时我看见一
位阿姨正在检查保温杯，还时不
时往里面放小卡片。 我问阿姨：
“你放的这个是什么？ ”阿姨说：

天寒爱心暖
淮阴小学
11月26日上午， 寒风飕飕，
枯叶飘落。 由金鹰国际购物中
心、淮海晚报小记者、淮安市清
江浦区柳树湾街道西安路党委
520联盟、 淮阴工学院艺术设计
院、 淮安市无偿献血者团队、赵
继军工作室、淮安吉的堡少儿英
语学校、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联
合发起的以“天寒爱心暖，衣旧
情更深” 为主题的关爱困难家
庭、关爱留守儿童、关爱孤寡老
人活动在金鹰超市门前广场盛
大启幕。

三（1）班

“这是合格证， 一个杯子没有这
东西就不能卖出去。 ”我们也尝
试了做杯盖，做杯盖的时候还需
要一台机器，通过机器把里面的
小零件连在一起， 不会掉才行。
每样工作都很精细。
最后大家一起到门口集合
拍了一个感恩大合照，我们每人
还得到了一个焖烧杯，也写了一
封感恩信送给了父母，结束了今
天的参观采访之行。
膳魔师之行，让我初步了解
了保温杯的诞生， 真是受益匪
浅，开心极了！

王文轩

叮铃铃，下课铃声响了。 同学们就像离弦的弓箭，冲出了
教室。 操场上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操场上有的同学在跳绳，看他们跳得多好！ 挥舞的长绳就
像巨大的蟒蛇，跳动的小朋友就像活泼的小袋鼠。 有的同学在
踢球，看着他们轻盈的旋转，旁边的同学连连鼓掌。 有的同学
在跑步，看他们跑得多快，大山爷爷都在为他们加油。 有的同
学在草地上晒太阳，嘴里还说：“阳光真温暖！ ”
真是一个美好的大课间啊！

二（3）班

“叮叮叮”下课铃响，同学们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鸟，兴奋地
跑出教室。
他们有的跳绳，一蹦一跳的，活像一只小白兔；还有的你
追我赶，跑得欢快极了；有的躺在地上晒太阳；还有的玩老鹰
捉小鸡。 只见“老鹰”向左扑，“母鸡”就向右躲，不一会，“小鸡
们”就累得满头大汗，“老鹰”见了连忙扑过去，“母鸡”来不及
保护，“小鸡们”就被“
老鹰”给捉住了。
还有的同学在玩丢手绢，他们一边丢，一边唱，小鸟们也
叽叽喳喳地给小朋友们打节拍。 另外一些同学在踢足球，他们
一会儿防守，一会儿进攻，一点也不觉得累。 看课外书的同学，
把故事中的精彩，告诉旁边的同学。
上课铃响，校园又变得安静了，大课间真有趣！

淮阴小学组织学生
参观张纯如纪念馆

第二个环节是捐赠棉衣和书籍。
我捐赠的是老爷爷穿的棉大衣
和小朋友喜爱看的童话、 小说、
故事三本书。 其他小记者及家长
还有广大市民也纷纷捐衣捐书。
此刻我深深体会到让棉衣暖心，
让爱传承，让包容崛起淮安的精
神。
最后，我们小记者兴致勃勃
地参加了“玉米大战”、“南瓜大
战”两个亲子互动游戏，从中学
会了感恩父母、感恩社会，受益
匪浅。
指导老师：夏国兵

三（5）班

周思萱

爷爷说：“谢谢你，小姑娘。 ”说完，他
放下米袋， 但是马上又愁眉苦脸地
对我说：“怎么才能让我们两个人都
省力气呢？ ”我的眼珠子一转，想出
了一个好办法。 我对老爷爷说：“我
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您抬前面，我抬
后面， 这样我们两个人都省力多
了。 ”老爷爷向我竖起了大拇指，对
我说：“你真聪明。 ”我听了这话，心
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于是我和老爷

爷齐心协力把大米袋送回了他家。
送到他家之后， 老爷爷拿了一个面
包给我说：“谢谢你小姑娘。 ”我接过
面包说：“不用谢老爷爷， 我去上学
了，再见。 ”
我上学迟到了， 但是我却从中
感受到了乐趣。
回到家，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
了妈妈，妈妈交口称赞，说我是一个
助人为乐的好孩子。

独立思考的乐趣
市实小
开学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迎来了我们新的学期。
这天晚上，我做课外资料《实验
班题库》的“开放探究提优”部分时，
“唰”一眼看向妈妈，说：“这道题我
不会做！ ”可是妈妈只是漫不经心地
说：“你已经三年级了， 必须自己多
动脑筋，实在不会写才能空在那儿，
等我讲解。 ”听完妈妈的话，我立马
认真思考起来。 这是一个甲乙车的
相遇问题。 我拿了一张草稿纸，在上
面画线段图，思考这道题的解法。
画来画去， 什么答案也没想出
来， 于是我对妈妈说：“请给我一点
提示吧！ ”妈妈只说：“中点、快慢。 ”
“中点和快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
我小声说道。 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
疑惑，说：“再给你一点点提示，难点

三（2）班

高逸晨

是小时。 ” 于是我又画了一条线段
图，发现，原来“中点”就是那个中间
点。“快慢”就是甲车、乙车的速度，
我又画了一个“中点”。 最后，我顺利
解决了问题。 嘿嘿， 只要一点点提
示，就可以解决一道难题，我真傻。
紧接着，我又遇到一个难题，是
这样的：这里有一架天平，要称出50
克白糖来，但是这里只有40克、60克、
70克的砝码，那你知道用什么方法来
称出50克白糖来呢？ 我又糊涂了，该
怎么解出这道题来呢？ 我就对妈妈
说：“
请给我一点提示。 ”妈妈笑嘻嘻
地说：“我这次一个字也不说， 看你
能不能解出来！ ”于是我想：考试的
时候， 妈妈又不在， 只有独立思考
了。 我想：40克，不行，60克，还是不
行，这该怎么办呢？ 我又想让妈妈给

我提示，但我还是把话咽到肚子里，
因为我要把每一次练习当作考试，
这才会得到高分。 我继续思考，忽
然，脑子里回想起了刚刚说的话。 我
只用了一个砝码， 难道不能用两个
砝码吗？ 于是， 我就就选了40克的
和70克的放在左边， 把60克的砝码
放右边， 40+70=110， 110-60=50。
哦， 再把50克白糖加到放有60克砝
码那边， 就相等了。 我兴奋地把我
的想法告诉妈妈， 妈妈说：“我儿子
真聪明，同时你也要记住，考试遇到
难题就空在那儿，然后动动脑筋，画
图， 最后运用你的巧智来解这道小
难题， 这样你一定会得到理想的分
数。 儿子，你永远记住妈妈说的话！ ”
我连声答道：“我听到了， 我记住你
说的话了。 ”

手不释卷的乐趣
清河实小
“咚咚”星期五了，我以不亚于
刘翔的速度爬上楼， 用两秒钟让脚
和鞋子分了家，“扑” 一屁股坐在沙
发上， 对着课外书读呀读， 如饥似
渴。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读书吗？ 让
我来告诉你吧！
我作文又得了优加星！ 这让我
特别自豪， 我妈妈从小就培养我的
阅读能力， 给我讲大量的故事让我
复述，我的想象力就是这样来的。
上小学了，从一年级开始，我写
作文就能妙语连珠， 好的作文老师
都鼓掌赞叹。
“吃饭啦！ ”奶奶用甜蜜的嗓音
一字一顿地冲我喊道。“
恩，好的，我
马上就来！ ”我一边答应奶奶，一边

四（5）班

朱子烨

捧着书向餐桌走去。“
砰”的一声，我
撞到了墙上，这一撞不得了，撞得我
两眼冒金星，无力地倒在床上。 等我
大梦初醒时， 到餐桌上仔细一瞧，
哟，桌子上已空荡荡的。 我并没有生
气， 反而嘻嘻哈哈地喃喃自语道：
“读书的乐趣早已喂饱了我。 ”
还有一次， 我和爸爸去新华书
店看书， 我一下子掉进了书的海洋
里， 千本万本书籍 向 我 涌 来 ：《聊
斋》、《茶花女》、《红与黑》、《简·爱》、
《金银岛》、《童年在人间》 ……数不
胜数， 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很喜欢
杨红樱的书， 她的书就像读书盛宴
的一碗心灵鸡汤， 很是温情。 我缠
着爸爸给我买一本叫做 《孔雀屎咖

寻访红色土地

卢丽娟

这次活动的主旨是“献爱
心，送温暖，传知识，讼感恩”。 活
动由报社王欢老师主持。 在主席
台就座的有520发起人孙秀珍，
爱心志愿者代表丁奶奶及有关
领导， 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代表
等。 我们近50名小记者靠前就
座。 参与这次活动的还有小记者
家长、广大市民朋友等。 活动的
第一个环节是孙奶奶作热情洋
溢的讲话。 丁奶奶讲了一些志愿
者的感人故事。 接着我们几位小
记者对丁奶奶进行了深度采访。

有一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我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 路
上，我遇到了一位老爷爷，背着一袋
大米，一步一步慢慢向前移动。 很明
显，老爷爷背上的那袋大米很重，我
想了又想，最后下定决心，准备帮一
帮那位老爷爷。
我快步走上前， 对老爷爷说：
“老爷爷，你看看你，累得满头大汗，
步子这么艰难，我来帮帮你吧。 ”老

王欣颖

衣旧情亦深
六（4）班

市实小

大课间真有趣
淮海路小学

膳魔师之行

帮助他人的乐趣

胡沅萱

啡》的书，因为它的名字尤为新鲜，
后来我看着看着， 沉浸在书中无法
自拔了。 爸爸开始不同意，说：“照你
这样， 我不得把整个新华书店买下
来啊？ ”我说：“我就买一本，仅仅一
本而已啊！ ”爸爸和我都使出浑身解
数想让对方屈服， 一场激烈的辩论
大赛开始了，最终，爸爸甘拜下风，
只好帮我买了这本书。 我心满意足，
神气活现地像是在前线打了胜仗的
大将军。
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由此可见，
我真是一个资深的书虫。 好书可以给
我们带来乐趣，你愿意和我一起博览
群书吗？ 好啦，我要快点完成作业，再
去看能给我带来乐趣的书啦！

放飞绿色梦想

淮阴实验小学红领巾寻访视频荣获江苏省特等奖

淮阴小学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使命感，在“南京
大屠杀”公祭日即将来临之际，组织学生参观张纯如纪念馆。
学生们被张纯如女士的勇敢、执着感动了，更被“
南京大屠
杀”惨绝人寰的杀戮震惊了。 在后来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中，他
们纷纷表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以行动缅怀
“
南京大屠杀”遇
难者，要努力学习，建设一个更强大的祖国，才能防止
“
南京大屠
杀”这样的惨剧重演。
淮阴小学 夏国斌 何庆梅报道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 为了引导队员们学习理解习
近平总书记“强军梦” 系列讲话精
神， 了解国史、 军史， 传承红色基
因， 立志报效祖国， 淮阴实验小学
少先大队组织队员开展了“寻访红
色土地， 放飞绿色梦想” 红领巾寻
访活动。
本次红领巾寻访活动做成了视
频，参加了由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
省教育厅和江苏省少工委联合举办

的2017江苏省少先队辅导员风采大
赛，荣获江苏省特等奖！
红领巾寻访活动还做成了少先
队活动案例， 在江苏省少先队文化
建设专题培训、 江苏省少年儿童研
究会少先队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第
十四次年会上，被评为特等奖。
大队辅导员韩争艳老师还在江
苏省第十四次少先队辅导员年会
上，作题为《寻访红色土地，放飞绿
色梦想》少先队工作交流展示，获得

参会领导和辅导员老师的一致好评。
通过红领巾寻访“强军梦”活动，
队员们收获满满。他们的心灵受到了
洗礼，红色的种子在队员的心中悄悄
萌芽。领巾飘扬，梦想起航，队员们接
过光荣的旗帜，传承伟大的精神。“解
放军叔叔为我系上红领巾”将成为队
员们终身的美好回忆，队员们放飞了
绿色的梦想，红色的旗帜将指引着他
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淮阴实验小学 韩争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