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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妈妈，
妈妈，
我想对您说

游湿地公园
天气晴朗，白云悠悠，老师要带小记者
们去湿地公园踏青采风了！心情自然是欢
呼雀跃，
喜出望外，
何况天气还这么给力！
在车上，一阵阵欢声笑语，同学们化身
为“谐星”，想尽各种办法来逗老师开心，经
过了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之后，我们终于
来到了目的地——庐山西海湿地公园。
阳光格外的明媚，而我们的心情就像
这阳光一样明朗，一丛丛的小花点缀在青
草上，还透着淡淡的清香，很自然。难道这
就是春天的味道？
我们走在暖暖的小路上，看到了一棵
棵银杏树。旁边还有标语牌，上面写着一
段话：银杏的果实俗称白果，又名白果树，
落叶属乔木，有着“活化石”的美称。放眼
望去，湖面平如明镜，可要是仔细一看，就
能看出湖面波光粼粼，在湖上，还有几叶小
舟静静地漂泊，湖边的柳叶伸展了身子，好
似刚睡醒的孩子正睁开了惺忪的双眼，从
柳叶中抽出来。周边一簇簇的灌木丛被修
葺的错落有致。看着这些美丽的景致，我

清洁工爷爷
俗话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今天一
大早，爸爸就把我拉起来穿上衣服，去吃
早饭了，每次去吃早饭的时候，在小区门
口就会看见一位清洁工爷爷，
差不多六点
半，
他就会穿着清洁服准时出现在那。
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坚持，不怕辛苦
的品质。有一次，夏天的中午，艳阳高
照，可清洁工爷爷还是拖着那又脏又臭
用木板做成的垃圾车在马路上清扫，如
果有垃圾从两片木板的缝隙里掉下来，
清洁工爷爷又得绕一圈把掉下来的垃圾
扫好，
再把垃圾倒入垃圾车里。
还有一次我津津有味地吃着星球杯，
吃完后，
像往常一样随手就把星球杯的空
杯子和勺子往后一扔：
“啊，
终于完事了。
”
这时后面的清洁工爷爷却用犀利的眼神
看着我，一瞬间我就出了一身的冷汗，我
左顾右盼，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想虽然我和他并无交集，但是他
不怕辛苦的品质让我敬佩，我想他一定
懂得孙中山先生说的话：
“ 文明越进，国
家越富。”
［瑞昌市实验小学二（6）班 李青姗
辅导老师：
王先斌］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前面的那座小亭子里。
那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古代，那个充满古
代气息的亭子，使我不由得放慢脚步多看
它一眼，时间紧迫，我只能加快脚步了。不
过，接下来看到的风景很快冲淡了我的遗
憾。移步到了玉兰园，园中的玉兰树真是
姿态各异，风情万种！有的已经抽出了绿
叶，有的却花开正艳。但我们都发现了这
些玉兰树有一个特性，就是开花的时候它
不长叶，长叶的时候花已然凋谢；这又让我
想到了彼岸花。彼岸花也是这样：有花无
叶，有叶无花。刚刚观赏完了玉兰树，迎面
而来的就是满园的树木，看着它们婀娜的
身姿，任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梅树！梅树的
树干错落有致，虽然梅花已经凋谢，但绿意
盎然的树叶在迎风招展，若是它能跳舞的
话，我相信，它的舞姿一定不会比舞蹈演员
差！
终于，我们又来到一个亭子，它叫“水
月亭”。在水月亭的两旁，分别栽了两棵紫
荆花。那朵朵含羞的紫荆花苞，恰似未出

阁的少女，可害羞了！正当我祈祷让老师
允许我们进去休息时，忽然传来了张老师
的说话声：
“ 同 学 们 ，我 们 进 亭 子 里 避 凉
吧！”
“ 万岁！”我在心里高呼着。我注意到
了亭子两侧写的对联“水光潋滟于岛秀，月
色融和一湖青”，我一边仔细推敲，一边把
对联抄写下来。走进亭子，迎面吹来了凉
爽的风，风中似乎夹杂着一股清香。我往
四周望去，并没有看见什么花之类有香味
的东西，难道这也是春天的味道？在亭子
内休整片刻之后，我们立即向前进发，同学
们也比之前更加的精神抖擞了！
张老师说：
“ 再往前走，就是瀑布了！”
我们走了不久，果然听到了响亮的水声，再
向前走，就隐约能看见瀑布了！快了，快到
了！终于，在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时，瀑布
真的轰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 次 的 旅 程 真 有 趣 ，我 非 常 喜 欢 它
——美丽的庐山西海湿地公园！
［武 宁 四 小 五（1）班 杨 睿 灵 指 导 老
师：
张钰娟］

小记者新体验
今天，我们小记者在学校前操场集
中等公交车，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因为
今天小记者要出去采风了!
终于上了公交车，车子一边驶往湿
地公园，我们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同学
们可高兴了。
我们先到了湿地公园的山水广场，
广场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真是百
花齐放，鲜艳夺目。四周树木茂盛，草儿
绿荫。远处碧波荡漾的湖面，湖面上有
壮观的长水大桥，桥上面的汽车川流不
息，天上的白云自由悠闲，多美好的景

致！
欣赏景色的同时，我们没忘记老师
对我们的叮嘱：
“要做个爱护环境的小卫
士”，我们仔细地检查周围有没有垃圾，
一发现有垃圾就马上捡起放进准备好的
垃圾袋。我们明白老师的教导：武宁美
好的环境是靠每一个武宁人来保护的！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就要离开这美
丽又洁净的山水广场。我祝愿武宁越来
越漂亮，
明天越来越好！
［武宁四小二（2）班 李海涛 指导老
师：
徐晓芳］

我学会了画画
原本我不会画画，后来有了爸爸妈妈
的鼓励和表扬，我终于学会了画画。
第一次画的时候我总是画错，所以
我想放弃学画画，当我看到别人用自己
的画笔画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来，就
下定决心要学画画。我每天下午放学回
家时只要一写完作业，就拿出画笔和白
纸在家里练起画画来。我一次一次的
练习，而且画错的也一次比一次少，画也

一次比一次更加美丽。我在家里画了动
物、人物、水果、风景等等。画完了，我就
用五颜六色的彩铅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
颜色。爸爸妈妈看到我的画十分高兴，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喜欢画画，
画画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不懈才能成功。
［瑞 昌 市 码 头 亚 东 希 望 小 学 三（3）
班 章佳钰 辅导老师：
朱姗姗］

我们的校园
还未走进校园，就看见“瑞昌市实验小
学”几个金灿灿的大字，在太阳的映照下显
得非常气派，那高高的大门上面挂着几个
大红灯笼，校园中充满了生机。一进大门，
右侧植物园的花朵永不疲倦的向每一位学
生微笑着打招呼。植物园中绿树红花，有
桂花树，白玉兰树，还有各种叫不上名的美
丽的树。春天来了，白玉兰像一把把撑开
的花伞。秋天，桂树开花了，那香气扑鼻，
让人陶醉。一二年级的学生们经常在“花
伞”
下玩耍，
为学校增添了无数生机。
再往前一看，便是三栋高大的、橙红色
的教学楼，
二号楼和三号楼由功能齐全的实
验楼连接在一起，学校中有 60 多个教学班，

妈妈，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您说，一
直都没说出来，今天，就让我以文字的方
式一吐为快吧！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每个家
长都期盼的，您也不例外。您为了让我
的成绩提高，为我报了那么多补习班，又
叫补习班的老师给我多布置点习题，我
就比别人晚点放学。
每个孩子都喜欢周末，而我却非常
讨厌它。因为到了周末，别的孩子都可
以出去玩，我却只能上补习班、写作业，
我很多次央求您向补习班的老师请假，
给我放松一下，您却漫不经心地说：
“时
间是靠人挤出来的，你上完补习班写完
作业就可以出去玩了。”唉！可是您想过
没有，
我哪有时间玩呀！
记得一次过节，学校放 3 天假，我上
补习班就有 2 天，我就想：终于可以放松
一下了。不一会儿，哥哥打电话给我：
“妹妹，在家等一下，哥哥等会儿带你出
去玩。”我赶紧换衣服，做好准备工作，在
沙发上静静等待。我等了好一会儿，终
于听到开门的声音，看见两个人，一个是
哥哥，一个是您，您严厉的问：
“作业写完
了吗？
”我只好乖乖回到房间写作业。
妈妈请您不要限制我的自由了，我
也需要一片自由的天地。妈妈，请您给
我一个自由、快乐、充满色彩的世界吧！
［瑞昌市城东学校五（3）班 蔡洁玲
指导老师：范海松］

每个班都配有高清、现代化的电子白板，好
让同学们接受更直观、形象的教学。实验楼
中有各种功能室，比如微机室、美术室等
等。还有一个巨大的阶梯教室，
能容纳三百
多人呢，
在阶梯教室里也有一块巨大的电子
白板，
非常壮观、实用，
就算你坐在阶梯教室
的最后一排，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主席台前方是一条宽阔的主干道，
它的周围有非常美丽的花坛，五彩缤纷，像
霞光那样耀眼，像彩虹那样绚烂。每当我
们走在这条主干道时，总是有阵阵芳香伴
随着我们，让我们拥有愉快的心情！
整个学校最有人气的地方便是那宽大
的操场。红色的跑道，跑道上几条长长的

白色跑道线，绿色的足球场，这三样组成了
一朵“三色花”，还有那红绿相间的篮球场，
每次下课，同学们便到操场上玩耍，有的在
踢球，有的在跑步，而有些同学则静静地在
那犹如草坪的足球场上享受“日光浴”。而
做操时，全校 5000 多人都穿着整齐的校服，
同学们的校服、衬衫都自然的与操场融在
了一起。你走上去，就像走进了一幅大师
所描绘的风景画里。
看，这就是我们的校园，一个充满生机
的校园，一个美丽的校园，一个被快乐填满
的校园！
［瑞 昌 市 实 验 小 学 四（2）班 柯 健 儒
辅导老师：吴竹青］

那年，
那年
，
花开
花开花落，
到如今，
我闻过许多花，
但
在我心里，
那年的花，
格外的芬芳。
五年级下学期换座位，
我跟一个胖子
分到一起。
我平时对他很
“刻薄”
，
不是数落他，
就
是嫌弃他。从没用正眼看过他。他似乎也
不想讨好我，
依旧是那么不爱说话，
所以我
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转眼间，
夏天来了，
窗外的花香让我陶
醉。可几天来，我都闻到一股刺鼻的汗
味。 上课了，
那股熟悉的臭味又冲进我的
鼻子，
让我难以忍受。我小声问前排的一
位女同学：
“哎，
你闻到一股怪味吗？
”
她点
点头，小声回答：
“嗯，好像是你同桌身上
的。
”
我听到后，
把身子凑向同桌那边，
嗅了
嗅，
皱着眉头，
一脸嫌弃的说：
“呀！好臭！
”
他并没有理我，
但为了拯救自己，
我向同学
借了一瓶香水，
往他周围拼命地喷，
希望能
减轻这种味道。我奇怪的动作引起了老师
的注意，
老师问我：
“你在干吗？
”
我用手捏
住鼻子，
指着同桌说：
“他身上好臭！
”
话音
刚落，
四面八方的目光向我和同桌投来，
同
桌的脸
“唰”
地一下红了，
眼泪在眼眶里打
转……
下课后，
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情况，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讲完后，
老师给我讲了
一大堆道理。我一脸不服气，
心想：
为了那
个差生，
把我骂一顿，
有必要吗？
下午，
同桌换了一套衣服。看得出，
他
洗了个澡，
我不屑地瞥了他一眼，
心中充满
恨意。
放学回到家，
我拿出语文书，
从书中的
某一页掉出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
“对不
起，
请你，
原谅我。
”
不知怎么的，
看完这几
个字后，
我的眼泪不住地流……
那年，
校园的花圃中的花儿开得烂漫，
其中有一朵叫宽容的花儿，
在阳光的沐浴
下，
笑得那么美……
［瑞昌市铜城学校七（2）班 晏梦婷
指导老师：
鄢炼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