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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3日 星期六02菁苗少年 让孩子用脚步和笔尖认知世界
WEEKEND

童眼里的
“小美好”

吃橘子
发豆芽
集邮票……

生活中从不缺少
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今天，我们邀请了
一群“菁苗少年”，来和
我们一起发现日常生活
中的小美好。种豆子、吃
橘子、上学，再到邮票、
模型制作……让这些童
趣满满的小文章，带给
我们冬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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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四川联合大学1998年发马继侠
本科毕业证书00326017号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锦江区舟笛食品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号510104600648

739）丢失。
●成都艾米莲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工会委员会法人章（曾朝辉5101�
003035877）遗失，原章作废。

●丢失通用手工发票（仟元版）
发票代码151011371001，共计2本
50 份 ， 发 票 起 止 号 码
05626776-05626825。成都迅益健
康有限公司，特此声明。
●成都王府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在王府花园三期项目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证管
510122201721061) 因红线调整，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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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橘子
成都蒙彼利埃小学三年级 王奕雯

指导老师：庾婷婷

我从小都很喜欢吃水果，比如粉粉的桃
子，弯弯的香蕉，或是五光十色的葡萄……
但是，我最最喜欢的仍然是橘子。

你看，橘子长得圆溜溜的，看上去好似
一个绿色的小太阳。如果它是太阳，那我一
定要变成太阳仙子，飞到那里去吃上一口。
橘子又像一个小巧玲珑的皮球，踢起来一定
很有意思吧。

橘子的颜色绿绿的，像穿了一件绿色的
外套。我用手轻轻摸了摸橘子皮，冰冰的，滑
滑的。

老师剥开橘子的那一瞬间，橘子皮活像
一个小宝宝，一直在向我吐恶心的口水，这

“恶心的口水”却发出阵阵清香。
橘子终于脱下了外衣，我却看见橘子还

穿着一件漂亮的“衬衣”，我在想，难道它是
服装设计师不成？结果不是，那只是它身上
的橘络罢了。

我轻轻地吃了一口橘子，啊！汁流得我满
嘴都是，又酸又甜，吃了一个还想吃第二个。

听了我的介绍，你一定也会喜欢上橘子吧。

种豆子
成都蒙彼利埃小学三年级 黄嘉琪

指导老师：庾婷婷

老师走进教室，神秘地说：“我们要种
植物！”哇！我赶快站起来，环视四周，可我
一样工具都没有看见，没有水盆、锄头、种
子……老师说的是真的吗？

老师将泡了一夜的绿豆送给了我们。
它的形状是椭圆的，像一个迷你玩具小鸡
蛋。它昨天还小小的，怎么今天就长大一圈
了呢？它昨晚一定喝了很多水，喝得来都把
自己的衣服胀破了。既然衣服坏了，就换一
件吧。这不，它穿上了一件浅绿色的和小草
姐姐一样的新衣服，而原来深绿色的外衣
早就不在了。

开始种豆子了。太简单了！我先取一张餐
巾纸，折了两三下，将纸打湿，仿佛我的手上
有一袋冰块，冰冰凉凉的。我把餐巾纸垫在杯
底。我担心起来，“床单”是冰凉的，它不会生
病吗？老师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用餐巾纸铺
在豆子上面。不仅“床单”是冰凉的，“被子”也
是冰凉的。呀呀呀，这些小家伙真是个奇怪的
家伙，竟然喜欢这么冰冷的世界！

我看着那小小的豆子，希望它能快快
长大，成为世界上最高大的豆芽，你们觉得
我的愿望能实现吗？

和平吧，豆豆！
成都蒙彼利埃小学三年级 杨杰瑞

指导老师：庾婷婷

等种子发芽长大，实在是一件让人焦
心的事。我常把我家的台灯打开，给它们光
照，还给它们放音乐，而且我总怕在家的妹
妹把我的绿豆捏碎。所以，我上课都有些不
听讲了。

就在第二天早晨，我看了看绿豆。“呀！”
我大声喊道，“我的绿豆发芽了！”豆子跟前
几天的豆豆相差好大啊。快看！它冒了一条
小尾巴，像一个数字“9”，又像一个迷你的小
话筒。它把它的绿衣服还给小草姐姐了，光
着个身子回去了。月亮出来了，给小豆子盖
了床银色的小被子，小豆子也甜甜地睡在了
被子里。

接下来，我的小豆豆似乎有了力量，开
始战斗了。有的被压在了下面，就像小孩被
大人们挤在了底下。最可怜的是瓶子最底
下那颗发黑的小豆子，它没有了生长空间，
被那些高个子豆豆给压住了，真是可怜啊，
看着都让人心疼。

种豆子的心情真是起起伏伏。我的豆
豆发芽了，我兴奋；我的豆豆打架了，我担
心。不过无论怎样，我会一直照顾它们的，
我会给它们浇水，还会给它们放歌听。

和平吧，我的小豆豆！

我希望
我的房间是……
成都蒙彼利埃小学三年级 张懿轩

指导老师：庾婷婷

我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那是
一间有一张书桌、一张床和两个
大书柜的房间。我很喜欢我的房
间，但有时候我希望我的房间和
现在不一样。

我希望我的房间是宇宙飞
船，我要乘着它在宇宙中遨游，
去看闪耀的星星、冷清的月亮和
火红的太阳。如果有外星人，我
会很友好地和他们打招呼，和他
们交朋友。

我还希望我的房间是失重力
模拟房，当我走进去立刻就失去
了重力，整个人腾空而起，飘来飘
去，犹如鱼儿在水里快乐地游，不
受任何阻挡，这样一定很好玩。

我还希望我的房间是神奇
的飞行器，我乘着它到世界各地
旅游。我要去中国第一大江长
江，那长江横贯中国，日夜奔腾，
汇进大海，长江之壮阔，犹如从
天上跑来许多马，发出天崩地裂
的响声；我要去世界最高峰珠穆
朗玛峰，它巍然挺立，千年来万
里冰封，从最高处俯视，有一种
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我还要去三
亚看看蔚蓝的大海……

我更希望我的房间是钻山
房，它能钻通火山，带我去看里面
的岩浆。我不用怕岩浆把房间融
化，因为房间是由特殊的防岩浆
材料做成，不会被高温融化，我安
心地看岩浆沸腾、翻滚，心里直
叹：“像在跳拉丁舞，真神奇呀！”

小邮票大历史
四川音乐学院附属实验小学四年级

游乐轩

记得我4岁那年，有一天，我看见妈
妈从一个旧信封上撕下来几张小小的

“糖纸”。我觉得特别新鲜，要知道我从
来没见过这么奇特的小画片，于是我喜
欢上了它们。后来，我知道那叫邮票。

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和网络，已经
没几个人写信了，这让我觉得有点小
遗憾。

幸好我妈妈有三本集邮册，妈妈
说把它们送给我了，真开心，我一下子
就变得这么富有了。妈妈告诉我，那是
她上小学的时候集的邮票，那时候，大
人小孩都习惯写信，她每周都会到邮
局去看看，看到有新出的、喜欢的邮票
就会买下来，然后把它们用透明的塑
料纸包好，放到集邮册里珍藏。

一天晚上，我和妈妈一起看她以
前集的邮票。邮票可真丰富，有纪念历
史事件发行的邮票，有珍稀保护动物
邮票，还有猴年、鸡年等好多种生肖邮
票。这些邮票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就
是上世纪90年代的。

我最喜欢的是1992年的一套历
史邮票《三国演义》。这套邮票共有四
张，分别是舌战群儒、智激孙权、蒋干
盗书、草船借箭。在这套邮票里，三国
故事里的历史人物仿佛都活着呢。邮
票上的诸葛亮挥着羽扇，两眼炯炯有
神，一看就料事如神。

小小的一张邮票，却能讲出一个
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妈妈告诉我说：

“小邮票，大历史。”谢谢妈妈送我这些
邮票，等我长大了，我也会把这些邮票
和这些精彩的故事传给我的孩子。

汽车模型制作一直是我的挚
爱，从小到大，我常常废寝忘食地
遨游在模型制作天地里无法自拔。

这学期开学初，爸爸送给我梦
寐以求的田宫精密粘贴静态模型
——阿法尔·罗密欧赛车，这种模
型不像LEGO之类的按照图纸直接
拼接上去就可以了，而是需要先把
各个模型零件从模型盘上取下来，
然后喷上相应的模型喷漆，等到漆
干了以后，再用田宫特制模型胶水
一个一个地将零件组装起来，最后
变成形态逼真的汽车模型。

“喷漆”——是我在制作此类模
型中遇到的第一个新技能，我必须
掌握它才能进行下一步。在开始之
前，我通过网络查询到了喷漆小视
频，了解到该如何操作；然后翻箱倒
柜地到处找喷漆要用的必备工具：
剪刀、模型漆、遮盖纸、口袋、口罩、
纸巾，爸爸友情赞助了专用喷漆上
色夹，妈妈提供了一次性胶手套。我
将找好的所有工具都放到门外的走

廊上，因为喷漆味道太大，妈妈说只
能在走廊上做此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我戴上口罩
和手套，所有工具一字排开，首先
拿出要上色的零件和模型专用上
色夹，取出遮盖纸，把零件不用喷
漆的部位遮住；然后我把像手枪
一样的新手喷头和油漆罐一组
合，就变成了喷漆枪；最后，我左
手拿着零件、在喷漆下方垫上口
袋（避免把漆喷在地上弄脏），右
手拿着喷枪对着零件左右摆动，
边摆动边喷，喷出来就比较均匀，
然后用纸巾擦去喷得较厚地方，
一个零件上色就大功告成了。

虽然学会了喷漆新技能，但
我并没有沾沾自喜，毕竟还没达
到熟练程度，因为熟练是需要不
断练习和技术改进的，在模型制
作的道路上，我还有许多新技能
需要学习。我，谈简宁，会一直往
高处攀登，一步步超越别人，努力
达到自己的最高境界！

我欣赏过荒地的早晨，领略过
山丘的早晨，饱览过乐园的早晨，
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校园那迷人
的早晨。

多么美丽呀，校园的早晨！在
淡淡的霞光映照下，校园似乎变成
了一座金色的宫殿。小花园里那些
大树，好像一个个威武的军人，保
卫着我们的“宫殿”呢！草丛里那几
只小鹿，和“军人”一起立在那儿，
迎接我们的到来。我们的校徽和

“成都蒙彼利埃小学”八个字紧紧
地挨在一起，照耀着我们。

多么忙碌啊，校园的早晨！保安

叔叔早早地就已经站在校门口，开
始了一天的辛苦工作；那些快要迟
到的同学一边飞快地跑进校园，嘴
里一边嘀咕：“好你个闹钟，今早罢
工了是吧！你等着，我今天回来就把
你好好‘收拾’一顿！”教室里更是热
闹，那些已经来了的同学，有的在收
作业或交作业，有的在做课前准备，
还有的在整理书本，看上去十分繁
忙；老师们微笑着站在教室门口，迎
接同学们，阳光暖暖地洒在他们身
上，也洒在了我们心里。

新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我喜
欢这样的校园早晨！

我是生活在潘朵拉星球的纳
美人，我们住在树上。我们每个人
都有坐骑，有的是龙，有的是重铠
马。我只有一条龙，叫“魅影”。

一天，我骑着“魅影”在天上
飞。飞到森林上空时，我看到了一
只死神兽在吃一只死去的重铠马，
我很好奇，于是和“魅影”顺着声音
飞去，最后降落在一匹小马旁。小
马受到了死神兽攻击，它的腿被咬
伤了，它妈妈为了保护它，把死神
兽引开，结果被吃了。再看看它，它
那双泪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好像
在乞求：“好心的哥哥，把我带回去
吧！”于是我把它抱起来带回了家，
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眼睛”。

我在“大眼睛”的伤口上抹上草
药，并把它和别的马养在一起，每天
为它采摘它最爱吃的猪笼草。很快，

它的伤好了。渐渐地，它长大了。
它长大以后看起来要比其它马

高大许多。“大眼睛”腿上瘦骨嶙峋，
有如刀锋。它目光如炬，炯炯有神。
它和其它重铠马一样，脖子修长，只
是看起来更加灵活。看到它的人都
连声称赞它是匹好马。的确，“大眼
睛”跑起来蹄下生风，极其轻快。

“大眼睛”很忠诚。一次我和它
散步，被蝰蛇狼围攻。我没有带武
器，是它驮着我，拼死冲出重围，而
它身上被狼抓伤、咬伤了几十处，
回去养了一个月才养好。

“怎么样，好玩吗？我也试试！”
“魅影”的话打断了我的幻想，原来
是我把表皮上的神经插在了马最
爱吃的猪笼草上而产生了的幻想。
要是我真有一匹像“大眼睛”一样
的重铠马，那该多好哇！

嗨，大家好，我是入住太阳城的
第一批小公民，欢迎大家来到美丽
和环保并存的“太阳城”，下面就由
我带领大家到城里观光旅游吧！

“太阳城”，顾名思义，就是一
座利用太阳能来发电和提供动力
的城市。我们通常会把太阳能用于
日常生活中，比如做饭、开车、使用
多功能电器……地面上、房顶上、
汽车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太阳能板，
咱们太阳城的居民就是用它来收
集、使用和储蓄阳光的。

太阳城气候宜人，四季如春。
这里有许多植物，比如绿油油的小
草、高大挺拨的柏树、美丽的樱花
……所以，太阳城里空气非常清
新，有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人们
也亲切地叫它“长寿之城”。

太阳城的交通十分便利。人们
使用最先进的9D打印技术把道路

设计成虚拟形式，这样就可以根据
交通工具的种类和交通流量大小
来随时改变道路的功能和形状。当
然，各种轨道交通、无人驾驶飞机、
悬浮汽车都在这里安了家。通过专
用通道，直接连到我们的家门口，
使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大
家各行其道，互不干涉，这样交通
就更加顺畅了！

你们是不是也很想来这里居
住呢？怎样才能成为太阳城的第二
批公民呢？很简单，只需要在太阳
城里自愿认养一只可爱的小宠物，
就可以成为太阳城的小公民哦，因
为这里的人们都十分热爱动物！

好了，欢迎大家下次再来太阳
城玩吧！

希望世界上多几座这样的太
阳城，相信太阳城越多，我们这个
世界就会更加美好！

校园的早晨
成都蒙彼利埃小学三年级 严知非 指导老师：庾婷婷

假如我有一匹马
成都石室小学五年级六班 蒋济聪

我是太阳城的小公民
成都市胜西小学五年级 严子宁

Get静态模型制作新技能——“喷漆”
成都市茶店子小学五年级 谈简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