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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加油站 □通安中心小学校四（5）班 龚忆聆 辅导老师 吴雨珊

这，是一只看似普普通
通的碗。但平凡的东西，往
往能见证不平凡的事，这只
碗恰恰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
经历和一个时代的发展。

我们习惯叫它为“小洋
碗”，碗是塑料做的，却十分
牢固，有时不小心摔到地上，
也没有任何破损，但随着岁
月的磨练，它苍老了许多。
碗上有一朵已经褪了色的花
和几片淡绿色的叶子，整只
碗是淡黄色的，颜色清淡，拿
在手中也十分轻便。它现在
被用来舀米，奶奶每天烧饭
都需要用到它。

听妈妈说，这只碗是她
小时候吃饭用的饭碗，是她
的外公从很遥远的商场里买
来的。要知道在当时，大家
的生活都很艰难，一天的工
钱也不多，甚至有时连饭都
吃不饱。买这么一只碗不知
要工作多少天，更何况这样
的小洋碗在附近还买不到，
得到遥远的大商场里去买，
所以妈妈特别珍惜。妈妈的
外公买这只碗就是为了让妈
妈好好吃饭，健康成长。

这只小洋碗还有一个难
忘的故事呢，在碗壁一处不
显眼的地方留有一个小小的
圆疤痕。那是妈妈五岁的时
候留下的。那天中午妈妈没
有把碗里的饭吃完就跑出去
玩了，奶奶为了不让饭凉掉，
就随手放进了锅里并没有发
现碗靠着锅壁。当奶奶反应
过来的时候，碗上已经留下
了一道小疤痕，妈妈回家看
到后心疼万分，从此以后再
也不敢把饭剩下，每天都要
利落地把饭吃完。慢慢地就
养成了凡事都要认真做完，
从不半途而废的好习惯，不
仅吃饭如此，做事、学习也如
此，长大以后工作、生活也如
此，这一小小的教训，影响了
妈妈的一生。

小洋碗看似一直都做着
平凡的工作，盛饭、舀米。但
事实上它激励着一代人的事
业和学习。它因平凡而变得
不平凡，它见证了一代人的
成长经历，也见证了一个时
代的发展。

一只碗
□东渚实验小学校
四（3）班 吴亦澄

亲爱的地球妈妈:
您好!
我是在您怀抱中的一位

中国小学生。首先我要向您
道歉。之前我们人类对垃圾
没有进行分类处理，对您造成
了巨大的伤害。有些生活垃
圾中，有许多不易降解的物
质，使您的土壤受到严重的侵
蚀。废弃的旧电池含有金属
汞、镉等有毒的物质，对您的
水资源带来危害。就说我们
中国每年使用的塑料快餐盒、
方便面盒都达到 47 亿个左
右，这个数字太惊人了，您肯

定也惊讶了。另外，因为乱扔
垃圾，您身边的小动物们也受
到了摧残。曾经有一篇报道
说有一只死掉的海鸟，海鸟的
身体已经腐烂了，体内竟然全
是不能分解的塑料垃圾。海
鸟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原
来，海鸟把垃圾当成食物了。

因此，我们实施了垃圾分
类。主要分为可回收垃圾、干
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这样
会让您更健康。我们会把干
垃圾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
少对土壤、空气、地下水及地
表水的污染；把湿垃圾经生物

技术就地堆肥，每吨可产生
0.6 吨有机肥料；而可回收垃
圾也将造福人类，一吨塑料可
回炼600千克柴油，回收1500
吨废纸可在您身上少砍伐用
于生产1200吨纸的树木，1吨
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 1 吨很
好的铝块，又可以少采您的
20吨铝矿。如果不进行分类
处理，这些资源都会浪费。而
有害垃圾会有专业人员进行
无害化处理。

今年是我们祖国成立70
周年，在盛大的国庆节庆典
上，放飞的7万只和平鸽是从

北京市民家里借来的，飞上天
的7万个气球是可降解的，礼
炮是零污染的，红地毯是用
40 余万废旧矿泉水瓶做的，
连飞机喷射的彩烟都是食品
级原料。

您看到了吗？大到国家
小到公民。都在呵护着您，我
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着您，地
球妈妈。

祝您生机勃勃!绿色常
在!

您的孩子：汤鹿鸣
2019年10月3日
辅导老师 杨建忠

给地球妈妈的一封信
□通安中心小学校四（3）班 汤鹿鸣

金风送爽，万里无云，今
天我的心情和这阳光一样灿
烂，因为我要参加广电总台
朗诵比赛。

一早，我和爸爸便乘车
来到了广电总台——靴子大
楼。靴子大楼真的就像一双
巨大的大靴子矗立在我眼
前，大楼的外墙是用玻璃做
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
光，就像镶嵌了无数颗宝石
一般。来到大厅内，已经有
很多小朋友在等候区等候
了。我是79号，所以便找了
个空位置坐了下来，心里真
有点小激动。因为过一会就
能看到录音室的真面目了，
平时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主
持人的声音，今天终于可以
见到真人啦！

没过一会儿，比赛开始
了，分批入场。在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我们坐上了电梯
来到八楼。一出电梯就能看
见墙壁两侧挂着主持人的照
片，一直向里走，两旁都是录

音室。哇，这里真的好大
啊！我和爸爸来到一间录音
室，一进去就便能看到各种
各样的设备，有话筒、耳机，
还有声音调试机，调试机上
有好多键盘。

该我进去了，心里有点
忐忑不安。走进玻璃隔音
间，这里的设备还要多得多，
我好奇地看了一下电脑屏幕
上的波动，我想这大概是录
音时的声波吧！工作人员叫
我对准话筒便开始录音了。
先自我介绍一下，可当我读
到“我参加了朗诵比赛”这句
话时，漏了一个字，只好重录
了。调整好紧张的情绪以
后，接下来还算顺利。

录完后，工作人员还给
我们发了一张证书。我想这
是在鼓励我们吧！就这样我
体验了一次快乐的录音之旅！

唉，真不知道结果怎
样。妈妈说，比赛不重要，重
要的是比赛的过程。

指导老师 胡玲

我参加了朗诵比赛
□科技城实验小学校六（1）班 姚瑞希

梦想是天边的北斗星，点
亮夜行的路；梦想是大海里的
灯塔，引领航船前行；梦想是
人生路上的指南针，指引并伴
我成长。

我有许多梦想，把围棋学
好是我现在的梦想之一。初
学围棋是爸爸妈妈的主意，他
们认为学围棋可以锻炼思维
能力和抗压受挫能力，就帮我
报了兴趣班。

兴趣班上，老师告诉我们

围棋是一项古老的益智游戏，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围棋
的规则十分简单，却拥有广大
的空间可以落子，围棋变化莫
测，“自古围棋无重局”，也是
围棋的魅力所在。两人下棋，
无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坐
在棋盘前都是平等的，同时每
颗棋子也是平等的，没有象棋
或者军棋那样的等级之分。
初学围棋我对自己充满了信
心，可随着等级提升，遇到的

对手越来越强，输棋成了家常
便饭，输得很惨时我经常忍不
住流下伤心的眼泪，有时我甚
至想放弃学围棋了，爸爸就开
导我：“输得起，才能赢，品味
过失败的痛苦，才能真正懂得
成功的来之不易，要坚持自己
的梦想，努力度过瓶颈期，战
胜对手最终战胜自己，才能学
好围棋。”在爸爸妈妈一次次
的鼓励下，我上课认真听讲，
下课苦练钻研，不断总结经验

和教训。
经过两年的努力学习，我

在一点点地进步着，等级也在
逐步往上升。我深刻认识到
梦想是美好的，实现梦想的道
路是曲折的，同时道路上也布
满了荆棘和挫折。梦想就像
一颗小树，我会用汗水去浇灌
它，精心呵护陪伴它成长，总
有一天它会长成一颗参天大
树，我坚信！

指导老师 陆燕平

梦想伴我成长
□相城第一实验小学一（3）班 赵泽宇

今年暑假，我和妈妈的
同事一起去青海甘肃旅游。
妈妈的同事都是老师，但和
我印象中的老师有所不同，
有外号洋气的“阿迪蔡斯”，
有革命故事讲一路的“李三
水”老师，还有就是我一吹口
哨他就以为自己手机响的“增
祥”老师，其中给我印象最深
的还是团长闵启发老师。

他五十多岁，教物理三
十多年，讲起物理知识一套
一套。带着一副黑框眼镜，
说起话来声如洪钟，走起路
来健步如飞，我一直叫他“老
闵”，也叫他“启发老师”。

他的性格和我一样，活
泼开朗，敢作敢当。在旅行
途中我们不停地聊天打趣。
他在打牌时，我给他瓜子，他
磕，我给他瓜子壳，他也磕，
亦真亦假，不知道是我逗他
还是他逗我。同行刘老师笑
着评价道：“老闵就是童心未
泯，像一个老顽童。”

在火车上，他白天打牌，
晚上打呼。老闵在，红包就
在，欢声笑语也在。我们回
家那天，火车停靠西安站的
时间有点长，老闵坐在火车
车窗旁边的凳子上，拉着我
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轻声
细语地和我说：“盛开，我们

看东西不仅要看到这件东西
表面的样子，还要研究它内
在的工作原理。你看看对面
的火车轮子是什么样的？它
们是如何转弯的，和汽车轮
子的运动原理一样吗？”这几
个问题难住了我，我便向老
闵请教。老闵说：“自己带着
问题研究一下吧！”我上网查
资料才得知：火车的转弯依
靠铁轨完成。在铁轨的弯道
上，两组轮子可以让车厢在
弯道上以弦的形式通过，让
在弯道上的火车轮子根据所
在轨道的方向进行调整，而
且火车的转向可不像汽车一
样哦！不是人为控制的，而
是由铁轨所压迫，被动实现
的。老闵听了点点头，并更
详细地解说了其中的物理原
理。虽然我不能完全明白，
但还是十分感谢“启发老师”
启发了我！

在海拔三千八百多米的
扎尕那高山上，我还和老闵
一起搭了一座藏民祈求平安
幸福的九层石塔。他把我背
在背上，我以为他要背我上
山，然而他只是想和我合影
留念！

亦师亦友，他是我的老
师，更是我的朋友！

指导老师 张泓

漫画老师
□平江实验学校五（8）班 盛开

星期五晚上，我和爸爸
妈妈一起去吃藏书羊肉。一
听到“羊肉”两个字，我就想
起去年吃到嘴里的它的膻
味。我根本不想吃，只想从
店里逃跑。

可是今年不一样了，爸
爸告诉我: “男子汉得多尝
试，克服困难。虽然羊肉有
一些味道，可是它的营养很
丰富，冬天吃羊肉对肝、脾、
胃等器官都有好处，而且吃
完全身暖洋洋的，一点也不
怕冷了。” 我听了以后觉得
有道理，便决定尝试一下。

我学着妈妈的样子，在碟
子里倒了一些酱油和一点点
辣椒，夹了一片羊肉蘸了蘸吃
起来。哇！果然好吃！羊肉
又细又嫩，而且还没有肥肉。
我一连吃了好多块，根本停不
下来。爸爸看我狼吞虎咽的
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瞧
你这样子！怪不得说你是只
小老虎呢！” 吃完肉，我又喝
了一些羊汤，顿时觉得暖洋洋
的，舒服极了。原来羊肉这么
好吃，我以后一定要经常吃！

我以后也一定要勇敢尝
试！ 指导老师 韩婷月

吃羊肉
□科技城实验小学校三（3）班 张熙雨

年少，踏着清风云彩，扬
帆书海，令尚显稚嫩的心灵感
受到历史的厚重沧桑与人文
的波澜壮阔。

“莽莽天宇，八万里云驰
飙作；恢恢地转，五千年治乱
兴亡。”翻开史书，历史的一幕
幕从眼前掠过。它诉说着千
年往事，让我体悟那代代延续
的家国情怀：君不见，北海边
寒风呼啸，牧羊的苏武白发苍
苍，手中的大汉符节握了千年

也未曾倒下；君不见，苍凉大
漠中马嘶镝鸣，霍去病酣战外
敌，“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
怒吼响彻云霄；君不见，风雨
如晦的长夜中，诗人陆游梦里
仍思铁马冰河；君不见，刀兵
林立的刑场上，大臣文天祥临
死犹望南宋山河，双鬓多年作
雪，寸心至死如丹”……中华
民族炽热的家国情怀，在历史
中永不褪色!

“读古人诗词，品民族文

化。”翻开泛黄的诗卷，古朴
的书香扑面而来，令人心驰
神往:燃一炷香，品一盏茶，
吟一首诗，读一阙词，听一段
曲。一首诗就是一段光阴，
一阙词就是一段过往，一段
曲就是一抹情怀。这些优美
的句子，不假藻饰，浑然天
成，如落在梧桐上的细雨，是
暗香醉人的花荫；如小楼微
凉的东风，是月光下闪过的
惊鸿；如稻花香里的蛙鸣，是

大漠深处的梨花开；如云涛
与晓雾的相连，是落红与芳
草的呓语；如清明朗健的思
念，是朝气蓬勃的抒情；如生
命开始的呼唤，是古典时期
绚烂的烟花：虽短暂，但却光
耀着千年的中华文化，从未
黯淡！

跨越今古，捡尽过往寒
尘，打开光迹的前方，飘渺于
书海之中，好不乐哉

指导老师 郭晓霞

书海之旅
□枫桥实验小学六（2）班 刘瑶

太空家园 □东渚实验小学校六（1）班 张业及

我家是一个小小动物
园。不相信？我带你们看
看！

我的外婆是一只会说
会笑的百灵鸟。以前，我吃
饭总喜欢磨磨唧唧，边吃边
讲话。每次外婆都对我说，
快点吃饭，不要讲话了，你
难道没听说“食不言、寝不
语”吗？吃慢了饭会凉的，
吃凉东西会生病的……我
哭笑不得地说：“外婆你不
是说食不言寝不语吗？怎
么你老说话呢？”外婆笑眯
眯地说：“我说得有理呀，再
说，我声音好听。”然后她接
着说：“生病了上学怎么办，
还要打针吃药……”不过，
我承认，外婆声音真的好
听。

我的爸爸就像一头倔
强的公牛，什么事都说到做
到。有一次，我正在写作
业，爸爸问我什么时候吃晚
饭。我回答：写完作业吧。
爸爸说：你先吃点零食，我
们等你。那天作业特别多，
写完作业已经很晚了，我看
见爸爸还坐在餐桌边望着
那些菜发呆，一筷子没动。

我的妈妈是一种狮鹿神
兽。每次我放学回家，妈妈
都会用梅花鹿一样温柔的声
音问我，今天累不累，作业多
不多？吃饭时，妈妈会坐在
旁边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多
吃点儿，长得快，声音就像梅
花鹿。但只要我做作业时贪
玩，或者“态度不好”时，妈妈
立即变身为狮子，大声对我
咆哮道：下次不许这样！听
明白了没有！

欢迎参观我家动物园。

我的家庭
“动物园”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
小学四（5）班 杨婷煜

（上接B01版）会议听取
了高新区今年文明城市创建
迎检工作情况。会议强调，当
前，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经到
了最关键、最紧迫的时候，省
测评即将开始，明年就将迎来
全国文明城市复评“大年”。

要深刻认识创建工作的重要
性，进一步强化争先进位意
识，确保实现“保二争一”目
标。要全力提升创建水平，加
快硬件改造提升进度，加大管
理整治力度，确保创建工作既
经得起上级检查，又经得起群

众检验。要充分营造浓厚的
文明创建氛围，打造高新区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模式和特色
亮点。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高新区“2+N”疏导安置工作
实施意见》，要求各相关部门

和板块加快推进“2+N”疏导
安置工作，切实规范企业集宿
区管理，在苏州市范围内打造
高新区经验典型，推动“331”
专项行动往深处走、往实处
走，确保全区火灾形势持续平
稳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