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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太阳花我爱太阳花
岳林中心小学303班小记者 宋佳时

人们赞扬梅花的谦虚；人们赞扬兰花的高洁；人们

赞扬竹子的坚贞；人们赞扬菊花的典雅，人们喜爱梅兰

竹菊。我，却十分看重迷你太阳花！

太阳花的叶子苍翠欲滴又十分细小。太阳花没开

放的时候简直是一团草！太阳花开花的时候，也开得

那么小心翼翼，每一朵花的花瓣虽细小但却多而密，密

集的小花瓣紧紧围成一圈看上去像一粒纽扣。太阳花

的花瓣虽小，但是每一朵都开得格外认真，每一朵小花

都尽力展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太阳花喜欢阳光，有

了阳光的照耀花瓣显得红极了！红得就跟一颗小火星

似得。若是成千上万朵太阳花聚拢在一起，那就会像

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

太阳花喜欢阳光，喜欢到了一种依赖的境界，只要

能在太阳的照料下，它就能像发疯一样猛长。我的老

家就种着一些太阳花，如今都已“成灾”了！每逢初夏

的时候，院子里那片迷你太阳花红绿相间，瑰丽灿烂就

像一条美丽的地毯。我真想掐几朵插在花瓶里！可

是，一离开太阳，它就枯萎了，仿佛以死相抗来证明它

与太阳之间的密不可分！好几次我也试图把太阳花引

到篱笆上，但它依旧“倔强”就是不离开大地！藤蔓与

藤蔓之间紧紧缠在一起，仿佛就是手牵手的一家人，谁

也不愿离开谁。虽然它任性地不愿搬家，但它这股执

着劲更是震撼到了我，这不就是我被它吸引的原因吗？

我爱迷你太阳花，太阳花仿佛就是为太阳而生的！

它已经和太阳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爱迷你太阳花，太阳

花团结一体，任性顽强。 金笔作文指导老师 陈璐
金笔点评：
小作者对迷你太阳花有自己独特观察的角度，作

者笔下的太阳花不仅颜色红得绚丽而且气质非凡。它

“任性”，它“团结”，但正是这股气质震撼到了我们的眼

球。小作者又有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善于思考，本文条

理清晰，值得一赞。

烛壳的力量烛壳的力量
西坞中心小学402小记者 王佳辉

常言道“水火不相容”，可是今晚，我们和陈老师化

身为“和事佬”，用一个小小的实验就使“水”“火”这对

冤家化敌为友了。

我们先用火将蜡烛点燃，然后小心翼翼地让蜡液

滴入杯子，我们得让蜡烛像个值岗卫士一般稳稳地

“站”在杯子上。接下来，我们将“水君”小心请入到杯

中。水越注越满，大致与烛身齐平，露出烛芯。万事俱

备，只欠“火君”，哒的一声，点燃烛芯。

实验开始，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啦！我们

只要耐心等待，“火君”与“水君”的和谐相处。我们个

个瞪大眼睛，凝视着那火苗轻轻跳跃着，闪动着微弱的

烛光，似乎是一个打着哆嗦的小女孩。此时此刻，我的

心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无比，真怕它

做一个逃兵，就此奄奄一息了。一分钟、二分钟、十分

钟……怎么奇迹还不出现呢？这火苗是不是害怕了，

不敢往下沉？我渐渐地不耐烦了，可是那蜡烛却不理

会我的焦急，继续不慌不忙悠哉悠哉地跳着舞，用乌龟

的速度下沉。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惊奇地发现：这势单力薄的

小火苗竟然真的烧过了水平线，又以不屈的态度昂首

挺胸地继续往下燃烧。凑近玻璃杯向上一看，“火君”

和“水君”这对冤家果然和谐地融在一起了。这到底是

为什么呢？原来融化的蜡液在燃烧的过程中，渐渐转

化成烛壳，它挺身而出，像一堵高高的围墙一直默默地

保护着火苗！大家恍然大悟，小火苗能这么顽强地在

水下燃烧，竟全是烛壳默默地付出着，守护着！如果不

是它的挺身而出，不是它的默默奉献，火苗还能如此顽

强到与水融合吗？看着水中这一层不起眼的烛壳，我

不禁想到了我身边的“烛壳”，每当我需要保护的时候，

父母不也像水中的“烛壳”一样第一时间守护着我吗？

水火相容的小实验，烛壳的力量让我赞叹不已，但

是在我的心里，我更赞叹我身边的烛壳。

金笔作文指导老师 陈璐
金笔点评：
小作者将“烛壳”传递的无私奉献，默默守护的这

份力量通过一堂小实验课来生动体现。小作者通过幽

默风趣的语言来对实验过程的发展顺序描写得十分清

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又令人深思。



快乐的“校宵节”
武岭小学605班小记者 阮嘉晨

嗨，你肯定没听过“校宵节”吧？那么我来告

诉你，“校宵节”就是“元宵节”啦!今年元宵，学校为

我们安排了别开生面的庆元宵系列活动。我呢，

就把这次元宵节称之为“校宵节”了。

首先，我们把寒假里做的花灯带到了学校，挂

在了教室外走廊上。各色各样好看的花灯挂在校

园里，给整个校园增添了浓浓的喜气。课间，午

间，上学，放学，都有很多同学围在花灯下，说这个

好看，讲那个别致，趣味盎然。

元宵节的日子到了，最重头的活动也开始

了。大家事先在家里准备好糯米粉、芝麻馅、盘子

等各种材料和工具，准备大显身手。据说元宵节

前一天，大家把溪口大大小小超市里的糯米粉、汤

团馅都买得断了货。

开始做汤圆了。同学们有的把糯米粉倒进大

碗里，加上水揉着；有的拿出汤团馅，一个个摘下

来搓成小圆球；有的把各种工具一一摆好。一切

准备就绪，各位“大厨”开始做起汤圆来。我先从

面团里抠下一小团粉，把它搓圆，再把它压成圆饼

状，接着捏起一颗馅放在面饼上，之后把它包起来

小心翼翼地搓成一个球，就这样一个汤圆就成功

啦！可是，我发现汤圆黏在了盘子上，拿起来就掉

一块粉。怎么办呢？我想起了平时奶奶做饺子时

的一幕——在盘上撒上些干粉，这样汤圆就不会

黏在盘子上了。就这样，大家你包一个，我包一

个，汤圆很快就铺满了盘子。满满的一盘汤圆，每

一个都饱含了大家的汗水和欢快的笑声，我想这

样的汤圆肯定非常的美味。

那晚，大家把集体包成的汤圆分成几份各自带

回了家。看着家人吃着我亲手包的汤圆，我心里甜

滋滋的。“校宵节”真快乐！ 指导老师 董驻

元宵节
武岭小学203班小记者 葛夏雨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学校的各条走廊都挂

上了小朋友亲手做的灯笼，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

氛，漂亮极了。学校还在今天组织了做汤圆活动。

下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们终于等到了做

汤圆活动时间，我们大家都拿出昨天妈妈精心准

备的材料。在老师一声令下后，我们就像接到了

军令的小兵一样开始动起手来。大家手忙脚乱地

做得不亦乐乎，很多小朋友脸上都弄的像只小花

猫。时间过得飞快，有的小朋友做了满满一大盆

汤圆，有的小朋友只做了一个。大家做的汤圆大

大小小，形状千奇百怪，包的馅也是各种各样。虽

然大家做的不太美观，但能够体验包汤圆的乐趣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竺老师忙着给我们拍照留

念，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啊！今天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元宵。

指导老师 竺芳

有意义的一天
武岭小学402班小记者 曹轲

我国自古就有正月十五闹元宵的传统习俗，

那天，在丁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挂了花灯，还做了

汤圆，感觉很有意义，非常开心。

早上，丁老师和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把花灯挂

在学校门口天花板旁的一根铁丝上，五颜六色的

花灯形状各异，吸引路人驻足观看，啧啧称赞。

下午，丁老师利用最后一节课和我们一起做

汤圆，详细介绍了汤圆的制作方法。丁老师先用

水和面，再揉团挖洞，然后把芝麻馅放进去，最后

把面团搓圆。我按照老师的做法尝试做汤圆，俗

话说，万事开头难。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实际

上操作起来并不简单，我把面粉揉成团时，总会揉

破，就在我丧失信心时，丁老师指导我说：“你水加

得太少了。”我这才想起来，原来我的茶杯里只有

一点点水了，赶紧去饮水机那里灌了一杯水，倒了

很多到面粉里，面粉湿哒哒，根本就没法揉。想到

老师经常教导我们的话：办法总比困难多，信心十

足。浪费了一团面粉后没有气馁，我尝试了很多

次，终于掌握了要领。我加水适量了，越揉捏越熟

练，汤圆越做越像。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一天

过去了。元宵节过得真有意义。让我知道失败是

成功之母，就像做汤圆，要先经历失败，从中总结

经验，才能有成功。我们一定要不怕失败，才能战

胜困难。 指导老师 康静波

我的梦想
白杜小学302班小记者 朱凯铄

今天在思想品德课上，王老师问起了我们的梦想，很多同

学争前恐后地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说他长大了想当

正义的警察，有的说想做发明家，还有的说想当亲切的老师

……可是当王老师问起我的梦想，我却说不清楚，王老师笑了

笑，说：“那你可要好好想一想了，没有梦想，怎么会有努力的

方向呢？”我点点头。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的梦想，科学家、发明家、医生……想

了好久也不满意。终于有一天，我想好了自己的梦想——当

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因为我一直是班里的“小画家”。从一

确定好梦想的那天起，我就骄傲地向爸爸妈妈宣布。爸爸妈

妈也非常支持我，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国画书和美术工具，还

给我报名了创意绘画班。

我也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朝着我的梦想大步前进。我

相信未来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画家的。 指导老师 王琪

下雪啦
新城实验小学201班小记者 袁振涛

下雪啦！这是宁波第二次下雪，雪下得很大，

说是鹅毛大雪。

我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跑出家，拾起一团雪

搓成一团雪球。没错，我打算堆一个雪人。首先

我让小雪球在银装素裹的雪面上滚动起来，逐渐

变成一个大雪球。随后，按照上面的步骤在堆一

个稍微小一点的雪球，这样雪人的身体就完成

了。我从家里拿了一个胡萝卜和两粒纽扣分别做

它的鼻子和眼睛。我又从旁边的草丛里捡了两个

分叉的树枝。一个可爱的雪娃娃完成了！

这个雪人赋予了我快乐，也堆出了我的无限幻想。

雪
新城实验小学201班小记者 李相宜

今天特别冷，我们家的水龙头也被冻住了。我们

洗脸刷牙完毕，刚出门准备去买早餐，就看见外面下

起了鹅毛大雪！

哇，终于下雪了！我可苦等了一年啊!我向妈妈请求

了好久，才同意我在雪地里玩一会，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更令人兴奋的是，我在妈妈的协助下堆了一个小雪人。

首先，我把雪球滚成一个比较小的雪球，然后，再

滚一个更小点的雪球。然后再把两雪球合在一起，小

雪人的身体就完成啦！最后，再把小雪球打扮一下，

我们的小雪人就大功告成了！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

们也该吃早餐了。这要是能再下一场雪该多好啊!

过新年
新城实验小学201班小记者 张雯涵

“过新年呀，咚咚咚咚锵，喜洋洋呀，咚咚咚咚

锵，鞭炮声声锣鼓响，咚锵咚咚锵，幸福的生活，甜

呀甜又香咚锵咚锵咚咚锵……”一路上，我唱着欢

快的歌。

到了楼下，我们放着五彩缤纷的鞭炮，身上穿得

红红火火。我们还给亲戚家拜了年，拿了压岁钱，妈

妈和爸爸还给我送了新年礼物，大家一起跳舞、唱歌

……我们玩得开开心心，过了一个快乐年。

热闹的鞭炮声中，我与我的家人一起迎接

2018年的到来，啊，我又长大了一岁！

秋
新城实验小学403班小记者 庄睿宁

炎热的夏天过去了，我们迎来了凉爽的秋天。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苹果、梨、桔子，好多水果都成

熟了，它们你挤我碰，正等着人们去品尝呢!秋天是瓜

果飘香的季节，也是稻谷丰收的季节。收割机几个来

回，金灿灿的稻谷就装满了口袋，秋天还是小动物准备

过冬的季节，它们也忙着储存粮食呢。

进入十一月，天气变冷了，好像告诉我们深秋马上

要来了。秋天的雨冰冰凉凉，落在手上真凉快，不禁让

我想到了一句话：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

树上的叶子飘了下来，好像给大地穿上金黄的衣裳。

周末去爬山，我走在静静的山道上，看着林中的叶子纷

纷飘落，像一个个精灵翩翩起舞。秋风吹的时候很冷，

人们穿上了长袖和长裤。学校里的学生都在教室里，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外面冷，操场上的人都慢慢变

少了。

我喜欢秋天，春天小草发芽了，但是让人感觉有点

懒洋洋的。夏天可以穿好看的裙子，但是天太热了，出

不去，动一下就满头大汙。冬天可以玩雪，可是太冷，

穿着棉袄也不知为什么这么冷。只有秋天，秋高气爽，

五谷丰登，是我的最爱。

我的战友——陶笛
新城实验小学502班小记者 何彦仁

我与陶笛的故事太多了，多得犹如满天繁星，数

也数不过来。接下来，就让我来说说其中一件记忆最

深刻、永世不忘的故事。

陶笛课上，老师教我们吹小星星。我一下子就学会

了，老师表扬了我！因为这次表扬，我开始骄傲自满，课后

没有用心练习。又上音乐课了，我的心怦怦直跳。老师叫

桂晨毓吹，他吹得可好听了。听着优美的旋律，同学们纷纷

鼓掌。轮到我了，我把音符吹得七零八落，老师说：“你是不

是没有好好练，上一节课你吹得很好，这节课怎么吹成这

样？”老师的话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我的眼泪在眼眶打转。

那天放学，我情绪低落地回家了。我拿着陶笛吹

了很久，爸爸妈妈都听累了，让我去睡觉。我说再吹

一遍，再吹一遍，马上睡。在梦里，我也在练习吹陶

笛。有了几天的努力，我吹得特别熟练，美妙的旋律

在我的指尖流淌。老师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不要骄

傲自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继续努力！”

老师的谆谆教导像一剂良药治好了我骄傲自满的

心，也让我尝到了坚持练习就会有收获的甜蜜。陶笛

成为了我最好的伙伴和战友，我和陶笛一起快乐成长！

舌尖上的美食——饺子
新城实验小学502班小记者 桂晨毓

“打一千，骂一万，三十晚上吃顿饭”。我家的年夜

饭开吃啦！

首先请出我们的王牌美食——饺子。饺子是中国

的传统食品之一，也称作扁食或者饽饽。古来只有馄

饨而无饺子，后来将馄饨做成新月形就成饺子了。饺

子原名“娇耳”，相传是我国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

距今已有 1800年了。说起饺子，我觉得最有趣的环节

不是吃，而是整个包的过程。

包饺子前先要和面，面粉和水的比例必须要平衡，

水和面比例没有掌握好，面团就会太粘或太硬，这样的

技术活我是不能胜任的。我只能从“包”开始，说是包，

其实也就是打杂，一会儿擀擀皮，一会儿揉揉面团。奶

奶终于看不下去了：“豆豆，你就别干杂工了，快帮奶奶

一起包吧！”我包得歪歪扭扭的，有些丑。弟弟安慰道：

“哥哥，这饺子包得还不错呀！”我连忙称谢。

要下水饺了，水饺们像鱼儿在湖中游玩。要出锅

了，我像一个小渔夫把这些“鱼儿”从锅中请到了碗

里。哇，好香啊！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着热腾腾的

饺子，那种愉快幸福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啊！

大年三十
新城实验小学204班小记者 高优雅

盼望着，盼望着，我朝思暮想的大年三十终于来到了。

那天，我6点就起床了，帮忙着做家务的妈妈整理房

间，还和爸爸一起在家门上贴对联，挂大红的“中国结”。

吃过午饭，我们一家子一起上街去采购家人们最喜欢吃

的零食，最令人兴奋的是爸爸允许我买烟花和鞭炮。

时间像飞奔的马儿，一转眼就到了吃团圆饭的时

候啦！看呀，小小的饭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饭菜。有

我最爱吃的红烧排骨，有鲜美的清蒸鱼，有五颜六色的

杂烩火锅，还有我们家的特色饭——糖稀饭，里面放了

各种颜色的小汤圆、甜米酒、葡萄干等。要是你吃上一

调羹，保准你连声说：“棒，棒，棒！”还没等我们吃完，爸

爸在门口已经点燃烟花，“轰”的一声烟花爆开了，紫色

的烟花冲上了夜空，先是一缕，然后瞬间分成几串，又

变成了许多小点在夜空中划过绽放出绚烂的花朵。一

家人的笑声、欢呼声传遍了角角落落。

过年，虽然很忙碌，但过年的滋味真好！

指导老师 徐敏

买年货
新城实验小学202班小记者 武乐书

2018年2月6日，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于

是妈妈决定带我去大润发买年货。今天的妈妈真像个

购物狂，她看见什么就拿什么，什么零食啊，生活用品啊，

菜啊，肉啊……随手就丢进购物车里，好像不用花钱，可

以白拿一样。东西越来越多，购物车已经堆得像座小山

似的，都快装不下了。可妈妈竟然还在买、买、买。我好

奇地摸摸妈妈的脑门，问：“妈妈，你怎么了？这要花很多

钱的。”妈妈不以为意地说：“过年嘛，就得花钱，别心疼！”

结账时，售货员阿姨对我们说花了800元。唉，这样花下

去，真害怕过了年后，连吃饭的钱都无处着落。

受伤的麻雀
新城实验小学203班小记者 王楷瑞

春天来了，燕子南回，我做了个小木屋挂在路旁

的树枝上，盼望着燕子们住进去。

今天上午，我去看小屋时，惊喜地发现里面多了一

只麻雀。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了家。到家后，我给它

准备了一把小米和一碗水，看着它稍稍吃了一点，就和它

玩了起来。咦，麻雀飞的时候怎么那么吃力啊？我仔细

一看，才发现它受伤了。看着它那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心

疼极了，决定让它在我们家住一阵子把伤养好。我又拿

了几粒小米，一边喂一边想：要是鸟有语言就好了，那样

的话等小麻雀伤好回到鸟妈妈身边，就可以把我们相处

的故事告诉它的妈妈了。如果它永远记得我，还会常常

回来看我……小麻雀，你就安心在我家住几天吧，我一定

把你喂得饱饱的，让你早日回归大自然！

家乡美食
实验小学402班小记者 董梦婕

我的家乡在一座美丽的城市——奉化。家乡有数不清的旅

游胜地，雄伟的千丈岩、古老的雪窦寺……风景美不胜收。奉化

还有许多闻名遐迩的美食，如芋艿头、千层饼、水蜜桃等等。

芋艿头外表粗糙，披着棕色的长毛。一剥掉皮毛会发现

里面是白色的。煮熟了，浸点酱油，咬一口，软软粉粉的，好吃

极了。在家乡几乎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芋艿头。我们家常见的

做法是把芋艿头和骨头放在一起做成芋艿骨头汤，先把骨头

切成小块，用高压锅煮后，再把芋艿头放进与骨头一起煮开，

最后，放入盐、味精和葱花，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奉化芋艿骨头

汤新鲜出炉了。

“天下第一饼”本名千层饼。千层饼的样子小小的，四四

方方就像一块折叠起来的小手帕，里面有许多层。千层饼黄

中带绿，撒满了无数小芝麻。闻一闻，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咬

一口，脆脆的，香香的。嚼一嚼，甜中带咸，咸中带鲜，味道好

极了。每次有外地客人来奉化，临走时，爸爸妈妈总会送给他

们一些千层饼作为礼物，客人吃后赞不绝口。

奉化水蜜桃也远近闻名。三四月份的桃花节，漫山遍野

都是粉粉的桃花海洋，引得游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到

了七八月份，白里透粉的水蜜桃成熟了。一个个晶莹剔透的

水蜜桃挂在树上散发出一阵沁人的香味。水蜜桃不仅营养丰

富，而且又爽又脆。咬一口，嘴里汁水四溢，比蜜糖还甜，真是

从嘴里甜到心里。

家乡的美食百吃不厌！喜爱美食的朋友们，赶快来我家

乡品尝一番吧。 指导老师 戴慧娟

为五星红旗增光添彩
实验小学402班小记者 刘一诺

每个周一，我们都会肃立在操场上目视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鲜红的国旗随风飘扬，我心里感到无比骄傲。因为我是

中国人。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自豪。

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刚入学不久，老师对我们说：“我会挑

选优秀的同学去参加入队仪式。”我们听了个个来了精神，脑子

里不由地冒出了一个个问号：什么是入队仪式？入队仪式是怎

样的？……老师耐心地解答：“入队仪式是迎接一年级新生加入

中国少年先锋队。”我们听了，个个都想争当第一批少先队员，光

荣地挂上红领巾。可是老师只选表现好的同学，我有点担心怕

选不到我。直到入队仪式的前一天，老师总算来选人了。我的

心里就像装了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怦怦直跳，好像

就要跳了出来。老师报名字了：蒋欣、蒋悦、刘一诺……我听到

了我的名字：“太好了！我要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了。”我在心

里大声呐喊着。第二天，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隆重地给我们

献上了新的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我胸前。红领巾是

红旗的一角，从这一天起，我要为五星红旗增光添彩。

从此，我认真学习，认真劳动，还想着怎么样做得更好。

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几位好朋友成立了爱心小队，自己组织了

捡垃圾的环保活动。我们来到公园，公园里有许许多多的垃

圾，白色的餐巾纸，五颜六色的水果瓜皮……它们就像讨人厌

的小恶魔，污染了这里的美丽。我们纷纷拿起了夹子和垃圾

袋，把垃圾夹到袋子里。“垃圾小恶魔”好像在向我们宣战。我

们心里燃烧起一团团战火，个个干得越来越起劲。经过一场

战斗，“垃圾小恶魔”终于被我们消灭得干干净净。在活动中，

我们也深刻体会到环卫工人的辛苦。他们每天就是这样十倍

百倍地顶着炎热的太阳，冒着刺骨的寒风，为这座城市美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个爱心小队去过同山、县江、仁湖、溪

口，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城市的整洁贡献一份爱心。我们手

口如一，不断向身边的人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已成为

一个合格的环保小卫士，我做到了为五星红旗增光。

现在我已经四年级了，我将会在五星红旗下，发挥自己的

潜力，不断成长。 指导老师 戴慧娟

三片叶子
实验小学405班小记者 周佳楠

在一个公园里的小河旁,有一棵大树。大树下有三片叶

子，它们每一片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

在一个早晨三片叶子醒了。第一片叶子说:“我有一个梦

想，我想像一只小鸟一样永远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第二片叶子

说:“你这算什么梦想啊，我的梦想可比你厉害多了。”“是什么

呀？”第一片叶子满脸疑问。“我告诉你吧，我的梦想就是和其他

叶子一起演奏一首钢琴曲，那该多好听啊！”第二片叶子满脸陶

醉地说。第一片叶子问第三片叶子:“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我的梦想是……是永远留在这里。”第三片叶子说。“什么？你

要永远留在这里，真是异想天开。”一片叶子轻蔑到。

到了晚上，三片叶子望着夜空，想象着美梦成真的那一

天，但是，它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

洗车
新城实验小学202班小记者 杨佑康

2月 8日上午，空气清新，碧空万里，我和爸爸一起去洗

车。到洗车店时，我看到一位叔叔，爸爸告诉我这是他开洗车

店的朋友，在他这可以免费洗车。

一听说可以免费，我赶紧让爸爸把车开进洗车房里。爸爸

用水枪对着车子冲了一番，再把车上的水擦干，然后用吸尘器吸

掉了车内的灰尘，车子就变得干干净净了。看到别的车子，清洗

时喷了一车泡沫，而爸爸却只用水冲了冲，我不禁轻声提醒爸

爸。爸爸恍然大悟，说：“啊，真忘了。”爸爸又重新拿出泡沫喷到

了车上，车子被喷得雪白雪白的，就像是辆用雪堆起来的车子。

爸爸一不小心喷到了我的衣服上，我和车子一样也变成了雪人。

爸爸笑了，我也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