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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科学活动
湛河区实验小学六（3）班 侯瑾童
成长路上，五彩缤纷的经历装点
着我的生活；校园生活，丰富多彩的课
堂学习让我从无知懵懂到羽翼渐丰。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难忘的校园活动，
那我要给你讲述一次难忘的科学活
动。
记得那是五年级的科学课，那节
课老师一改常态，让我们走出教室，在
操场排队。同学们欣喜若狂，但谁也
不知道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相互
之间都在小声嘀咕着。正在这时，老
师清了清嗓子，也帮我们梳理了一下
秩序：
“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一节户
外采样课，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在校园
里仔细观察，采集植物样本，制作标本
集。现在开始！”
老师的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像离

弦的箭一般在操场上四散而去。我和
四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各自负责
的区域和事情安排好之后，我们开始
采集。我首先来到花坛一旁，在枇杷
树下采集到了枇杷叶。我拿起来看了
一下，它的叶子是椭圆形的，叶片厚厚
的，好像憨厚的农民老伯一样。我小
心翼翼地把它装进口袋里，继续向前
走。在一片草丛中我发现了一片三叶
草，三个叶片像三颗小爱心一样，可爱
至极。在枫树下，我又找到了几片大
小不一的枫叶。我和同学们在校园里
边走边看，不知不觉已经搜集到了许
多标本。
采集结束之后，老师让同学们把
各自小组采集的标本进行了集中展
示。有椭圆形的枇杷叶，有针形的松

喜鸟 开源路小学三（6）班 张紫轩
（指导老师：张鸽）

南瓜的一家 东风路小学六（3）班 林恒宇

树叶，还有手掌大小的梧桐叶……老
师让我们用手触摸、用眼睛观察，找不
同。同学们各抒己见，有的说它们叶
脉不同，有的说颜色不同，有的说形状
不同……大家一边热闹地讨论着，一
边将采集的标本制作成册。
至今，我的标本册还放在我的书桌
上，每每打开都会回到那次科学活动的
场景中。那是一次难忘的科学活动，通
过那次活动，让我有了更深地思考。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说过：
“世
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想：
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是这样的吧！我和
身边的每一位同学，虽然共同在校园
中相伴成长，但是各自都有自己的性
格和爱好，未来，我们也都将成为更独
特的自我。

上学 乐福小学三（1）班 于鑫

我心中的好老师

少年和流浪猫
体育路小学六（1）班 李佳依
落日的余晖懒洋洋地爬过山
那洁白而光滑的肌肤，暖暖地照
在这片喧闹的大地上。天边的云
儿飘过，像是在追随同伴的脚步。
一只可爱的小猫走在街上，
寒风吹得它瑟瑟发抖。可是没有
人帮助它，它只好走到一条僻静
的小巷子，无助地趴在地上。
这时，路过的小许看到了小
猫，看着它可怜的样子，连忙跑过
去摸了摸它。又赶忙跑到前面的
超市买了几罐猫罐头和一条小毯
子盖在它身上。小猫看见有吃
的，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小
许说：
“ 我叫小许，你叫什么呀？”
小猫呆呆地看着小许。
“ 你是不是
没有名字？那我就叫你乐乐吧。”
小许说，
“ 天黑了，我要回家了，乐
乐再见。”
小许正走着，忽然听见身后
有小猫的叫声，回头一看，正是乐
乐。小许对乐乐说：
“ 太晚了，我
得回家了，明天再来看你。”乐乐
似乎听懂了小许的话，呆呆地站
在原地，没有再跟上去。一连几
天，小许都会去看乐乐，并给它带
好吃的鱼干。忽然有一天，小许
再去看乐乐的时候，它已经不在
那里了。小许很伤心，心里暗暗
祈祷，希望乐乐能平安无事。小
许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乐乐的
影子，只好回家了。小许刚走到
家 门 口 ，就 听 到 喵 喵 喵 的 叫 声 。
乐乐看到了小许，朝他跑了过去，
他开心地抱起了乐乐。
小许把乐乐带回了家，央求
妈妈留下乐乐。妈妈看到小许期
盼的眼神，只好答应了。从此乐
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指导老师：雒玲丽）

怕洗头的小迪

湛河区实验小学五（2）班 李佳桐

新华路小学六（1）班 赵亚泽
一位好老师，就像茫茫大海中的
灯塔指引着我们；一位好老师，好似一
艘小船载着我们到达知识的彼岸；一
位好老师，宛如一支红烛燃烧自己点
亮每一位学生……
我的数学老师秦老师就是一位好
老师。她的个子虽然不高，但站得笔
直。她有四十来岁，一双黑黑的眼睛
炯炯有神，总是面带微笑，露出洁白的
牙齿，让人一见就觉得和蔼可亲。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秦老师一直陪

伴着我们。和我们一起开心、一起悲
伤、一起学习……我们从不懂事的小屁
孩到懵懂的少年，她从不曾缺席。
秦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好好学习。
可有一次，我们班没有考好，她也没有
责备我们，而是鼓励我们说：
“ 这次没
有考好就算了，仔细寻找错题原因，认
真改错，下次一定会考好的！”并带着
我们一道一道的分析试卷，做到每道
题每个人都弄懂弄会才罢休！
还有一次，放学后我贪玩，作业应

付着写，字写得非常潦草。秦老师发
现后，并没有批评我，而是把我叫到办
公室，对我说：
“ 李佳桐，你看，字如其
人，你长得那么帅，今天的字和你的人
有一定的差距呀！”从此以后，我再有
贪玩的念头时，就会想起秦老师说的
话，先认真写作业，再也不敢应付了。
小草的翠绿离不开雨水的滋润，
花朵的芬芳离不开太阳的照耀，我们
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培养。秦老师，
您是我们的好老师！

橡皮姐姐
东风路小学五（1）班 马紫萱
我的文具家族里有微微发福的钢
笔先生、细高的铅笔小伙儿、身体会伸
缩的圆珠笔哥哥、身体透明的三角尺
兄弟，还有一位身材四四方方、略有弹
性的橡皮姐姐。
橡皮姐姐总是喜欢穿着一件鹅黄
色的花瓣长裙，浅黄色的靴子，有着洁
白的皮肤与柔软的身体，更有一颗乐
于助人的心。
橡皮姐姐不像其他文具家族成员
那么爱说、爱写、爱运动，它总是安安静
静地眯着眼睛看文字队员们在格子广场
上列队、
正步走、
跑跳和做广播体操……

每当文字队员没有认真排队偷偷溜跑出
了格子广场，淘气地把自己搞得脏兮兮
无法辨认，
粗心地找错了位置、
做错了动
作时，橡皮姐姐的眼睛立即睁开变得有
神起来，
它急忙拖着它的花瓣长裙，
穿过
格子广场，
来到文字队员身旁，
细心地从
自己的花瓣长裙上摘下一片鹅黄色的花
瓣，
把溜跑的文字队员拉回到队列里，
又
继续耐心地摘下花瓣，帮助脏兮兮的文
字队员变得干净整洁。文字队员们都对
它笑着说：
“谢谢！
”
橡皮姐姐看了看散落
一地的碎花瓣，
抿嘴一笑，
低下头就离开
了。橡皮姐姐就这样一天天默默地用自

己娇小的身躯帮助那些活泼、好动的文
字队员。
日复一日，慢慢地，文字队员们发
现橡皮姐姐的长裙变得越来越短，洁净
的裙子上也常常有黑色印记。当它们
知道橡皮姐姐牺牲自己来帮助它们纠
正错误、
改掉坏习惯时，
都不由得暗暗下
定决心：
规规矩矩站好队，
认认真真做好
运动，不多伸胳膊或少伸腿，让善良温
柔、
有奉献精神的橡皮姐姐更好、
更长久
地陪伴在它们身边。橡皮姐姐开心地
笑了，笑得长裙上的花瓣也婀娜摇曳地
摆动着翩翩起舞。 （指导老师：
张琛璐）

一天，小熊小迪吃蜂蜜不小
心把头伸进了蜜罐里，熊爸爸看
见小迪头上的蜂蜜，打来一桶水，
说：
“ 小 迪 ，你 得 赶 快 洗 头 。”
“不
行，我的眼睛会弄湿的。”小迪不
情愿地说。
“ 那就把眼睛闭上。”熊
爸爸命令道。
“啊！我的眼睛，肥皂水流进
了我的眼睛，还是我自己想办法
吧。”小迪大叫着往外跑。
小迪直奔邻居小猪家：
“ 帮帮
我 ，我 可 不 想 再 洗 头 了 。”
“没问
题。”小猪说，
“ 也许可以用我的牙
试一试。”小猪咬住小迪头上裹着
蜂蜜的头发，开始用力咬。
“ 嗷！”
小迪疼得直叫，看来这个方法不
行。小猪找来妈妈的大梳子，说：
“也许我可以把蜂蜜梳下来。”可
是小迪的头被拉得更疼了。
“现在怎么办？”小迪愁眉苦
脸地坐在那里。
“ 还是洗头吧？”小
猪试探地问。
“ 那就试试吧。”小迪
无可奈何地说。
只有肥皂才能洗干净这个脏
脑袋吗？突然，小猪拿来潜水镜
戴上，和小迪一起跳进浴缸……
小迪回到家，对熊爸爸说：
“ 我再
也不害怕洗头了。”
（指导老师：任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