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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北京时间22月月1919日日44时时5555
分分，，美国美国‘‘毅力号毅力号’’探测器成功在探测器成功在
火星这颗红色星球上着陆火星这颗红色星球上着陆，，开启火开启火
星生命搜寻之旅……星生命搜寻之旅……””电视新闻上电视新闻上
正播放着关于火星探测的最新消正播放着关于火星探测的最新消
息息，，我看得津津有味我看得津津有味，，一旁陪我看一旁陪我看
新闻的爸爸见我对此饶有兴致新闻的爸爸见我对此饶有兴致，，趁趁
机说机说：：““哎哎，，上次送你的科学小实上次送你的科学小实
验箱里验箱里，，不是有个不是有个‘‘火星探测车火星探测车’’
的制作材料包吗的制作材料包吗？？要不你找出来做要不你找出来做
一做一做，，说不定对你了解火星探测有说不定对你了解火星探测有
帮助呢帮助呢！！”“”“好主意好主意！！””我立马翻出我立马翻出
科学小实验箱科学小实验箱，，找出了找出了““火星探测火星探测
车车””的制作材料包的制作材料包。。

材料包里有材料包里有22块太阳能板块太阳能板，，11
个车身半成品个车身半成品，，11个小电机个小电机，，11块块
线路板线路板，，22对车轴轮对车轴轮，，11个机器人个机器人
小头套小头套，，若干个塑料组件若干个塑料组件、、电线电线、、
螺丝螺丝，，外加外加11把小螺丝开刀把小螺丝开刀。。小小小小
的一包材料的一包材料，，摊在眼前还真不少摊在眼前还真不少，，
看着一堆零件我有点不知所措看着一堆零件我有点不知所措。。爸爸
爸鼓励我说爸鼓励我说：：““别急别急，，我们先研究我们先研究
研究说明书研究说明书，，了解制作步骤再下了解制作步骤再下
手手。。””于是于是，，我认真地阅读起了说我认真地阅读起了说
明书明书，，分门别类地把零件分成几小分门别类地把零件分成几小
堆堆，，搓搓小手跃跃欲试搓搓小手跃跃欲试。。

第一步需要先测试太阳能板第一步需要先测试太阳能板，，
趁着室外阳光明媚趁着室外阳光明媚，，我赶紧拿着用我赶紧拿着用
电线和线路板简单接上小电机的太电线和线路板简单接上小电机的太
阳能板在阳光下晒了一会阳能板在阳光下晒了一会，，电机不电机不
一会儿就转了起来一会儿就转了起来，，测试成功测试成功！！我我
回屋和爸爸继续第二步车身主体的回屋和爸爸继续第二步车身主体的

拼搭拼搭：：先要装上车身最前面的双排先要装上车身最前面的双排
短接条短接条，，““呀呀！！螺丝拧不进去螺丝拧不进去！！””我我
大喊着向爸爸求援大喊着向爸爸求援。。““要在另一头要在另一头
塞上螺帽塞上螺帽。。””爸爸说着递过来一个爸爸说着递过来一个
螺帽螺帽。。““这个塑料板怎么插不上这个塑料板怎么插不上？？””
我再一次碰壁我再一次碰壁。。““你装反了你装反了！！””爸爸爸爸
指导我拆下来重装指导我拆下来重装。。我对照着说明我对照着说明
书书，，拼搭好了车身拼搭好了车身，，安上两对车轴安上两对车轴
轮轮，，车身主体拼搭完成车身主体拼搭完成，，放在桌面放在桌面
上轻轻一推上轻轻一推，，还真能滑动还真能滑动！！然后在然后在
车身一左一右各插上一块太阳能车身一左一右各插上一块太阳能
板板，，用电线一端连接太阳能板用电线一端连接太阳能板，，一一
端连接装入车身的小电机端连接装入车身的小电机，，最后在最后在
前端直立杆上给前端直立杆上给““火星车火星车””套上一套上一
个可爱的机器人小头套个可爱的机器人小头套。。““火星探火星探
测车测车””就新鲜就新鲜””出炉出炉””了了！！乍一乍一
看看，，还真跟电视里的还真跟电视里的““火星探测火星探测
车车””神似呢神似呢！！我小心翼翼地拿到太我小心翼翼地拿到太
阳光下阳光下，，不一会儿它就自己跑了起不一会儿它就自己跑了起
来来，，真神奇啊真神奇啊！！看着自己亲手参与看着自己亲手参与
制作的制作的““火星探测车火星探测车””，，一股自豪一股自豪
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一辆小小的一辆小小的““火星探测车火星探测车””在在
太阳能的作用下能自主行驶太阳能的作用下能自主行驶，，真是真是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通过这个小小的制作通过这个小小的制作，，
我对我对““火星探测器火星探测器””有了更多的了有了更多的了
解解，，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了制作的不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了制作的不
易易。。想想我们国家正在研究火星探想想我们国家正在研究火星探
测的科学家们测的科学家们，，他们他们做出的贡献做出的贡献，，真真
是令人敬佩是令人敬佩！！相信随着国家科技的相信随着国家科技的
不断发展不断发展，，我们的火星探测我们的火星探测会有重会有重
大突破大突破，，取得更大的成就取得更大的成就！！

有趣的有趣的““火星探测车火星探测车””
东城小学东城小学504504班班 杨杨 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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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有人说，，家是一个多彩美丽的花家是一个多彩美丽的花
园园，，有人说有人说，，家是一个香甜的果园家是一个香甜的果园。。我我
却认为家是一个有趣的动物园却认为家是一个有趣的动物园。。你想你想
来看看吗来看看吗？？

爷爷是头爷爷是头““大黄牛大黄牛””。。家门口的花家门口的花
园菜地园菜地，，总有吃不完的东西总有吃不完的东西，，那都是那都是

““大黄牛大黄牛””在上班之余辛勤耕种的在上班之余辛勤耕种的。。绿绿
油油的青菜油油的青菜、、红彤彤的辣椒红彤彤的辣椒、、白花花的白花花的
萝卜萝卜、、黄澄澄的南瓜和紫色的茄子在黄澄澄的南瓜和紫色的茄子在
风中招手风中招手。。蓝色的蓝莓蓝色的蓝莓、、黄绿的柚子黄绿的柚子、、
橙红的柿子橙红的柿子、、红色的枣子红色的枣子、、白色的桃子白色的桃子
们尽情唱歌们尽情唱歌。。

奶奶就是只奶奶就是只““大木鼠大木鼠””，，““四肢四肢””不不
长长，，身体却胖胖的身体却胖胖的。。奶奶最喜欢收藏奶奶最喜欢收藏
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垃圾垃圾””，，丢掉的东西她总丢掉的东西她总
是不放心是不放心，，得亲自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得亲自去检查一下是不是
有收藏的必要有收藏的必要。。每一次要利用废物做每一次要利用废物做
什么东西时什么东西时，，问一下问一下““大木鼠大木鼠””总能搬总能搬
出一堆想要的出一堆想要的，，什么奶粉罐什么奶粉罐、、红酒瓶红酒瓶、、
可乐瓶可乐瓶、、矿泉水瓶矿泉水瓶、、纸箱等等纸箱等等。。

爸爸是一只勤劳的爸爸是一只勤劳的““蜜蜂蜜蜂””。。他总他总
是起早贪黑地工作是起早贪黑地工作，，一有空就会帮妈一有空就会帮妈

妈干活妈干活。。有一次有一次，，他去车间帮忙他去车间帮忙，，凌晨凌晨
一点才回来一点才回来。。那重重的黑眼圈好像蜜那重重的黑眼圈好像蜜
蜂身上的条纹蜂身上的条纹，，他却不喊累他却不喊累，，早早起来早早起来
给妈妈做好早饭给妈妈做好早饭。。而且而且，，爸爸的动手爸爸的动手
能力非常强能力非常强，，无论家里的什么东西坏无论家里的什么东西坏
了了，，他都可以修得和新的一样他都可以修得和新的一样。。

妈妈是条妈妈是条““小鱼小鱼””。。这不仅因为她这不仅因为她
是双鱼座的是双鱼座的，，还因为她的外表和鱼儿还因为她的外表和鱼儿
一样美丽动人一样美丽动人，，最最关键的是最最关键的是，，妈妈和妈妈和
金鱼一样只有七秒的记忆金鱼一样只有七秒的记忆。。妈妈经常妈妈经常
忘记事情忘记事情，，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她上楼她上楼
拿件衣服拿件衣服，，然后又空手下来然后又空手下来。。不过她不过她
是一条最勤快是一条最勤快、、最灵活的鱼最灵活的鱼，，什么菜都什么菜都
会做会做，，甜品也难不倒她甜品也难不倒她。。

而我是一只而我是一只““小猫小猫””，，以前班上的以前班上的
同学都叫我同学都叫我““吴小猫吴小猫””，，因为我爱吃鱼因为我爱吃鱼，，
很温顺很温顺，，还爱撒娇还爱撒娇。。班上班上、、家里谁心情家里谁心情
不好不好，，只要我去撒个娇只要我去撒个娇，，蹭一蹭脸蹭一蹭脸，，他他
们就都笑了们就都笑了。。

我家的我家的““动物园动物园””虽然虽然““动物动物””不不
多多，，但各有特色但各有特色，，而且免收门票而且免收门票，，欢迎欢迎
来游玩哦来游玩哦！！

有趣的一家人有趣的一家人
实验学校实验学校404404班班 吴亦韩吴亦韩

我们校园里有很多树，有香气
扑鼻的桂花树，有结满果实的柚子
树，还有像战士一样守卫着我们校
园的松树，但我最喜欢的是教室窗
前的银杏树。

从东边楼梯走上来，总能看见
银杏树的叶子伸啊，伸啊，都伸到
我们的楼道里来了，去倒水的时
候，还可以摸到银杏树的叶子。

银杏树的叶子非常光滑。捡起
一片，放在手心细细地观察，就会
发现它的叶子像一把把绿色的小扇
子，而且它们的叶脉是那样细，那
样整齐。

银杏树一年四季都很美，不过
最美的要数秋天的时候。每一棵都
有很多颜色，有的叶子全黄了，有
的还是绿的，有的是半黄半绿的，
远远望去，是那么美，绿中带点

黄，黄中透着绿。
一阵秋风吹过，叶子们纷纷跟

大树妈妈说再见。它们有的像蝴蝶
一样在空中翩翩起舞，有的像调皮
的孩子在空中打个滚，似乎舍不得
离开大树妈妈，还有的更有趣了，
明明快落到地上了，却又飞起来
了，原来它是要去松树妈妈那边串
门。

每天下午，我们去跑操的时候
都会经过银杏树，都能闻到一股特
殊的味道。一开始同学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后来，柳老师给我们解了
疑惑，那是白果的味道。白果的营
养很丰富，身体差的人吃它煲的
汤，可以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呢！

校园里有了这四棵银杏树，变
得更美了，我爱窗前的银杏树！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柳春霞柳春霞））

窗前的银杏树窗前的银杏树
东风小学东风校区东风小学东风校区305305班班 黄驿晨黄驿晨

生活中，你也许听到过厨艺大
师、魔术大师，对修辞大师可能会
感到很陌生吧。今天，就让我带你
认识一下我们家的那位修辞大师。

妈妈是文明家的顶级修辞大
师，她在生活中将比喻、夸张等修
辞方法运用得得心应手，堪称大
师。

这不，前段时间，我因为嫌长
发洗头不方便，便剪了一个蘑菇
头。星期六，我还在睡懒觉，妈妈
就隔着房门喊：“小懒虫，快起
床！”我揉揉惺忪的睡眼，打着呵
欠，走进洗漱间。妈妈的唠叨又响
了起来：“你看你，好好的长发非
要剪，现在你看自己顶着个‘鸡冠
头’……”哎呀，妈呀妈，你怎么
不用好一点的比喻呢，非得用上这
样的比喻，将你女儿说得这么不
堪！要知道我留长发时你不是说帮
我洗头麻烦，我这才剪了这么个蘑
菇头！为了不再听妈妈的唠叨，在
这之后，我每天都会早早起床，把
自己的“鸡冠头”打理得干干净净
的。

妈妈不仅擅长用比喻，还特别

喜欢用夸张。今天，我把考了两个
“葫芦”的数学试卷交给她签名。
妈 妈 接 过 试 卷 ， 看 到 鲜 红 的

“88”，脸立刻晴转阴。看到妈妈
阴云密布的脸，我的心怦怦直跳，
低下了头，默默等待着一场“暴风
雨”的到来。果不其然，妈妈开始
亮起了大嗓门：“这样的成绩你是
闭着眼睛考出来的吗？你真是浪费
了我良好的遗传基因。想当年，你
妈我读书，轻轻松松就能考个全班
第一，怎么你读一点书就比登天还
难呢？”听了妈妈的训斥，我暗暗
嘀咕：我的妈呀，你也太夸张了
吧！闭着眼睛，我能考88分吗？
你以为登天很容易呀？“你在嘀咕
什么？考那么差还好意思为自己狡
辩？”妈妈的一声训斥吓得我不敢
再嘀咕了。哎呀，谁让我考那么差
呢！不过我还真佩服我妈夸张修辞
的运用。

尽管，我有时很反感妈妈言过
其实的打击，但我还是很感激她，
是她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不足，让我
能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张张 静静））

我家的修辞大师我家的修辞大师
第一实验小学第一实验小学502502班班 王雪怡王雪怡

清莲 长安小学505班 邱梓珊

星期天下午，微风徐徐，真是
一个放风筝的好天气。

我和妈妈来到了村子后面的空
地上放风筝。我一手拿着风筝线，
一手举着风筝，逆着风边跑边放
线，没想到风筝轻轻松松地就飞上
了天，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飞翔。

不一会儿，风筝突然开始倾

斜，眼看着就要掉下来了，妈妈立
即跑过去拉着风筝线一拉一松几个
来回，风筝居然慢慢地又飞了上
去。妈妈的手好像有魔法似的，太
神奇啦！

望着越飞越高的风等，我多么
希望自己也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
翱翔呀！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孟金珠孟金珠））

放风筝放风筝
黄家埠镇校黄家埠镇校201201班班 何梓钘何梓钘

一只浑身雪白一只浑身雪白、、毛茸茸的小兔子毛茸茸的小兔子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它耷拉着耳朵它耷拉着耳朵，，哭哭
得很伤心得很伤心。。可总是哭也不是办法啊可总是哭也不是办法啊，，
于是于是，，小兔子下定了决心小兔子下定了决心，，它擦干了眼它擦干了眼
泪泪，，说说：：““我一定要找到回家的路我一定要找到回家的路。。””

就这样就这样，，小兔子踏上了惊险的回小兔子踏上了惊险的回
家之旅家之旅。。一路上一路上，，小兔子问了好多动小兔子问了好多动
物物，，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家在森林尽头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家在森林尽头，，
那里有一大片长满蘑菇的草地那里有一大片长满蘑菇的草地，，附近附近
还有一条宽宽的河流……小兔子太想还有一条宽宽的河流……小兔子太想
回家了回家了，，它即刻起身往森林尽头走去它即刻起身往森林尽头走去。。

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小兔子的眼前忽然出小兔子的眼前忽然出
现了一只强壮的棕熊现了一只强壮的棕熊，，小兔子立刻往小兔子立刻往
后退了几步后退了几步，，心想心想：：这么个大家伙这么个大家伙，，我我
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

小兔子心里还在犯嘀咕小兔子心里还在犯嘀咕，，棕熊开棕熊开
口了口了：：““小家伙小家伙，，你要去哪儿呀你要去哪儿呀？？还是还是
乖乖地做我的午餐吧乖乖地做我的午餐吧！！””听了这话听了这话，，小小

兔子更害怕了兔子更害怕了。。它看见前面有一丛灌它看见前面有一丛灌
木木，，灵机一动灵机一动，，慢慢地向灌木丛靠去慢慢地向灌木丛靠去。。
这时这时，，棕熊似乎看出了小兔子的想法棕熊似乎看出了小兔子的想法，，
向它扑了过去向它扑了过去。。小兔子穿过了灌木小兔子穿过了灌木
丛丛，，忽然眼前出现了一条河忽然眼前出现了一条河，，前有大河前有大河
拦路拦路，，后有棕熊紧追不舍后有棕熊紧追不舍，，这可怎么是这可怎么是
好好？？眼看棕熊就要追上了眼看棕熊就要追上了，，小兔子没小兔子没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只好纵身一跃只好纵身一跃，，跳入水中跳入水中。。
说来也巧说来也巧，，离小兔子不远的地方刚好离小兔子不远的地方刚好
有一块木板有一块木板，，它奋力地游了过去它奋力地游了过去，，使出使出
全身力气爬上了木板……全身力气爬上了木板……

后来后来，，小兔子又遇到了凶恶的大小兔子又遇到了凶恶的大
老虎老虎，，好在被好心的地鼠给救了好在被好心的地鼠给救了，，它还它还
和地鼠成为了好朋友和地鼠成为了好朋友。。

虽然一路上惊心动魄的虽然一路上惊心动魄的，，但是小但是小
兔子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兔子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长满回到了长满
蘑菇的家蘑菇的家。。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孙蓉娜孙蓉娜））

惊险的回家之路惊险的回家之路
牟山镇校牟山镇校403403班班 张浩玮张浩玮

冬天到来了，寒风呼呼地扫荡
了世界。

早晨，当妈妈陪我去学校的时
候，一棵小小的，浑身雪白的“小树”
从地里钻出头来。光秃秃的草地
上，只有落叶的枯黄色，这样漂亮的
白色是那么明显。这样的白色，可
以用什么来比喻呢？比白雪还要纯
净，比云朵还要明亮，如同宝石一般
散发出活力。这个小家伙像极了一
颗松果，每一片鳞片都向外打开着，
如同鱼鳞那样整齐。这颗松果倒过
来插在泥土里，杆子笔挺，像是一名
小小的士兵，立在草地上，风吹不
动。我立刻发现了它，把它拍了下
来。浑身雪白，银装素裹，这是什么
植物呢？怎么会有这样的植物呀？
我赶着上学，便将这些疑问藏进了

心里。
放学了，我顶着暴雨冲到草坪

前，去看一看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咦？怎么边缘变黑了呢？只见“小树”
底部的鳞片变成黑乎乎的了，靠近
边缘的鳞片也变成了淡淡的粉红
色，不再像早上那样美丽了。我更加
奇怪了，这到底是种什么植物？

我请妈妈帮忙查了查，这才知
道它的来历。原来，这一种植物叫
毛头鬼伞菇，成熟时呈白色，成熟
了会自溶。鬼伞菇的真菌在成熟后
体内的几丁质酶会被激活，发生自
溶，所以会出现“墨水”样的自溶
物，自溶后呈液体。

世界真奇妙，没想到会有这样
神奇的蘑菇——毛头鬼伞菇。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曹利珠曹利珠））

毛头鬼伞菇毛头鬼伞菇
临山镇校临山镇校401401班班 邵泽楠邵泽楠

我的班主任虞老师有着一头乌黑我的班主任虞老师有着一头乌黑
的中短发的中短发，，头顶上扎着一根可爱的小头顶上扎着一根可爱的小
辫子辫子，，看起来非常年轻看起来非常年轻。。她的脸颊上她的脸颊上
嵌着两嵌着两个小小的酒窝个小小的酒窝，，一笑起来一笑起来，，那那
酒窝深得可以装下一大杯红酒似的酒窝深得可以装下一大杯红酒似的。。
她高耸的鼻梁上面永远架着一副圆圆她高耸的鼻梁上面永远架着一副圆圆
的眼镜的眼镜，，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极其敏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极其敏
锐锐，，任何小动作都休想逃过她的法任何小动作都休想逃过她的法
眼眼。。

虞老师特别爱干净虞老师特别爱干净，，时刻时刻监督着监督着
我们的保洁工作我们的保洁工作。。每天早上一到学每天早上一到学
校校，，她便会检查我们的教室和包干区她便会检查我们的教室和包干区
是否打扫干净是否打扫干净。。若是看到同学们都聚若是看到同学们都聚
在一起扫地或地上依旧一片狼藉在一起扫地或地上依旧一片狼藉，，她她
便会停下脚步对值日生们指导一番便会停下脚步对值日生们指导一番，，
提出把教室打扫干净的最佳方案提出把教室打扫干净的最佳方案。。到到
了中午了中午，，教室的卫生状况总是惨不忍教室的卫生状况总是惨不忍
睹睹。。此时此时，，她的眼睛便会转化为她的眼睛便会转化为““鹰眼鹰眼
模式模式””，，一点点灰尘也会被她发现一点点灰尘也会被她发现，，更更
别提掉落在地上的小纸片了别提掉落在地上的小纸片了。。我们班我们班

的黑板上一直都写着的黑板上一直都写着““检查手指甲检查手指甲、、课课
桌和地面桌和地面””，，时刻提醒着我们做好这三时刻提醒着我们做好这三
件事件事。。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我们也就渐渐养成我们也就渐渐养成
了勤打扫的习惯了勤打扫的习惯。。

虞老师特别关心我们班的两位虞老师特别关心我们班的两位
““贴身侍卫贴身侍卫””，，上课时总带在身边上课时总带在身边。。一一
说起说起““贴身侍卫贴身侍卫””，，可见这两人的身份可见这两人的身份
非同一般非同一般，，这两位长年这两位长年““霸占霸占””着倒数着倒数
前两名的前两名的““宝座宝座””不撒手不撒手。。为了帮助他为了帮助他
们早日离开们早日离开““宝座宝座””，，并还给其他同学并还给其他同学
一个清静的学习环境一个清静的学习环境，，因此每次上语因此每次上语
文课文课，，两位两位““贴身侍卫贴身侍卫””便被要求站到便被要求站到
讲台桌两边听虞老师讲课讲台桌两边听虞老师讲课。。久而久久而久
之之，，他们也习惯了他们也习惯了，，现在能主动地上讲现在能主动地上讲
台听课了台听课了。。别说别说，，这招还真管用这招还真管用，，现在现在
他们完成作业及时多了他们完成作业及时多了！！

这就是我的班主任这就是我的班主任，，她为我们的她为我们的
茁壮成长保驾护航茁壮成长保驾护航，，她就是我生命中她就是我生命中
的彩虹的彩虹———可亲可敬的虞老师—可亲可敬的虞老师！！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虞美萍虞美萍））

我生命中的彩虹我生命中的彩虹
瑞云学校瑞云学校503503班班 俞柯欣俞柯欣

团圆 郑巷小学202班 肖梦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