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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玩的弟弟
实验小学304班小记者 钟一文

弟弟很会玩。打起游戏来也很厉害呢！尤其是

答题游戏，他最爱玩了！还时不时地让我代他向爸爸

要手机。

就说有一次吧。看到弟弟好不容易向爸爸要来

手机，我就想：他又要玩答题游戏了。果然，弟弟打开

手机玩起了答题游戏。只见弟弟的手指不断在手机

屏幕上飞舞，呀！一下子就过了两关了，我真的开始

佩服他了！我去做作业了，可等我做完了，弟弟他居

然还在玩！

这时，爸爸走过来，说：“时间太长了，不能再玩

了！这样不但影响学习，还对眼睛不好。”“好吧！”弟

弟苦着脸很不情愿地把手机还给了爸爸。

你说我弟弟他是不是有点太贪玩了！

爱看书的哥哥
实验小学304班小记者 钟一宁

我哥可爱看书了。有一次，我们各买了一本书。

他看得比较快，看完了就眼馋我的书了，可我还没看

完呢！他却一把夺了我的书自己去看了。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买《寻宝记》。他拿到后在

书店就马上看起来了，脚都挪不动了。我催他赶快

走，他还是慢吞吞地边走边看。妈妈催他说：“回家再

看吧！”可这话不说个三四次是不行的。我们到路边

的公园边休息。我可去公园里玩了，他还在看书，还

看得津津有味。

平时在家，他总是一做完作业就捧着一本书看。

我做完作业就去找他玩：“一起去玩吧！”他总是说：

“过会儿，过会儿。”眼睛却一点也没离开过书。

还有一次，我们做完作业，我问他：“哥，我们玩点

什么？”他脱口而出：“看书比赛！”我真的无语了。

小朋友，你说我哥是不是个小书迷呢？

小路港
西坞中心小学404班小记者 邬佳妮

我家门后面有一条美丽的小路：“小路港。”路上

铺着花花绿绿的鹅卵石，小路两旁遍植花花草草，清

清的小河顺着小路向前蜿蜒。小路港一年四季都有

美丽的风景。

小路港极具人气。春天，粉红的桃花和嫩绿的柳

枝相映成趣，吸引着许多村民前来观赏。我最喜欢和

弟弟一起在这儿放风筝，柔柔的清风缓缓吹送，让人

感觉仿佛置身人间仙境。夏天阳光明媚时，小路港绿

树成荫，老人们和孩子们都喜欢聚在这儿聊天、嬉

戏。在炎热的夏夜，吃过晚饭后，我最喜欢坐在小路

港，靠在奶奶怀里，听她讲述过去的故事。秋天到了，

五颜六色的菊花开了，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像害羞的

小姑娘；有的已经欣然怒放，好像要把全部的生命力

展示给我们看；有的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这时

候，我最经常做的事便是拾几枚落叶，将它们放在书

中，收藏秋的绚烂。冬天，小路港白雪一片，这儿就成

了孩子们的乐园。滚雪球、打雪仗，大家的笑声传出

很远很远。

小路港，你慷慨地向人们展示着你的美。我们永

远依恋你！ 指导老师 蒋吉鸯

变废为宝真有趣
白杜小学302班小记者 任涵燕

有一天晚上，我和奶奶坐在床上哈哈大笑，这是为

什么呢？原来我和奶奶在一起动手变废为宝，把我已

经穿不了的两条旧裤子改成了两条内裤和两副袖套。

事情是这样的，星期五晚上，我坐在床上玩魔方，

奶奶忽然跑进了爷爷的房间找衣服，一边找还一边对

我说：“涵燕，我记得你有两条穿不了的旧裤子，我打

算变废为宝，拿来做袖套。”奶奶说着，就找到了那两

条旧裤子。什么，变废为宝？太神奇了吧，这是什么

魔法？我兴奋极了，连忙说：“奶奶，让我来当你的小

助手吧！”

“魔术”要开始了，奶奶先把一条旧裤子从中间剪

开，之后她突然惋惜地说：“剩下的布料扔了多可惜

啊！我们缝一缝做成内裤吧。”我一边点头，一边笑，

但我可并不是在嘲笑奶奶，而是觉得奶奶也太厉害

了，真是个勤俭持家、变废为宝的能手，我也要向奶奶

学习。接下来，奶奶剪下两个裤管，把裤管的两头装

上橡皮筋抽紧，但是要注意一头大，另一头稍微小一

点，因为手臂的上下端粗细不同。就这样，一副崭新

的袖套就做好了，戴在手上既美观又实用，一点儿也

看不出来原来是旧裤子，我想这就是变废为宝的最高

境界吧。

变废为宝真是太有趣了，好像一场奇幻的魔术，

把我们生活中破旧或要丢弃的物品经过改造、利用重

新给予它们新的使命，既节能环保又锻炼动手能力，

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呢？ 指导老师 王琪

“五颜六色”的妈妈
新城实验小学302班小记者 傅秉萱

我有个“五颜六色”的妈妈，你看！我考了 100分
时，妈妈又是亲吻我，又给我烤了香喷喷的土豆饼，这就

是我红色的妈妈，非常爱我。

有一次，我数学只考了 89分时，一回到家，我垂头

丧气地跟妈妈说今天的成绩，妈妈一听完，马上就让我

拿出试卷给她看，等她看完，眼睛就直瞪着我，大发雷霆

地说：“如果你不会做是一回事，但你是粗心大意，错的

都是会做的题目。”就这样，妈妈罚我做了好几张试卷，

写得我头昏脑胀，手都麻了，我就知道她已经成了黑色

的妈妈。还有时我二胡基本功没练好，或者懒得练习

时，她都会指责我，这时妈妈是黑色的。

平时妈妈很辛苦，每天要开店，还要接送我上下学，

下班回家还要教我的作业，这时她又是个橙色的妈妈，

很温暖。

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五颜六色”的妈妈，我知道

她是为了我更加优秀，所以我感谢妈妈，我一定要好好

读书，让妈妈开心，我想说声：“妈妈，我爱您！”

指导老师 余大平

2018年第一场雪
新城实验小学201班小记者 舒水方

今天下雪了，漫天飞舞，落地即化，让原本有点冷

的天气一下子变得更冷了。

房屋披上了洁白的银装，柳树的枝条变成了空中

飞舞的银条。我们小朋友也兴奋得不得了，有的在打

雪仗、有的在堆雪人、还有的在滚雪球……

我爱雪，爱它像白玉那样洁白晶莹，爱它给我们带

来的快乐！

钓鱼
新城实验小学201班小记者 柴娜娜

今天星期天，我早早地起床，因为今天爸爸答应我

出去钓鱼，我非常高兴。

今天青天大老爷似乎变得格外慈祥。早上的天气

不冷不热，微风吹着让人感觉舒服极了。

到了河边，我和爸爸把鱼竿和鱼饵弄好，就等鱼儿

上钩。等过了几分钟后，鱼还一直都没有上钩，我就把

鱼竿摇来摇去。而爸爸那边已经有鱼上钩了。爸爸小

心翼翼地把鱼儿拉到岸边，再拉住绳子，把鱼提上来。

当时可把我高兴坏了，想到回家有香喷喷的鱼吃心里

美极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爸爸跟我说做事不能三心二意，

要一心一意才能取得成功。爸爸对我说钓鱼不仅仅是

感受当中的乐趣，还能培养人耐心和毅力。

虽然今天我没钓到鱼，但我今天很快乐，还学到了

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难忘的年终音乐会
新城实验小学201班小记者 孙方聿婳

今晚，童梦艺术中心人头攒动，舞台上五彩缤纷

的灯光不停地闪烁，因为我们老师和小朋友们要在这

里开年终音乐会。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们一个个都

很开心，一点也不觉得寒冷。

第一个节目，有阳阳哥哥给我们用双排键演奏

《云宫迅音》。阳阳哥哥弹得可动听了，台下一阵阵掌

声响个不停。

然后阳阳哥哥又弹奏了一首歌曲《凉凉》，悠扬的

琴音在舞台中响起，同时有一位穿着白衣的小姐姐在

给他伴舞，小姐姐裙袂飞扬。

表演结束，台下掌声雷动。今晚的音乐会真难忘呀！

菊花君
新城实验小学403班小记者 邬欣妤

有的人喜欢亭亭玉立的水仙，有的人喜欢热情四溢

的玫瑰和金灿灿的油菜花，而我却喜欢淡雅的菊花君。

菊花花朵通体紫色，仿佛意识到了冬的严寒，裹上

了一件淡紫色的大棉袄。圆形的菊花球完全盛开，像一

个圆圆的小绒球。有的含苞待放像一个害羞的小姑

娘。瞧，她的脸都有点红了。小骨朵儿更俏皮可爱了，

似一个快要破掉的小口袋。

走进看，一滴小露珠也感到严寒，躲在菊花的花瓣

里。花瓣像月牙形一般，有点空心，密密麻麻地拥抱在

一起。看它那娇嫩的样子，我忍不住走上前闻了闻，

啊！这香味，人间难得几回闻。菊花的茎有点粗糙，一

节一节的，不要看它那么粗糙，但它笔直笔直的，犹如一

位身着绿色军大衣的军人，坚守自身岗位的军人，透出

一股威严正直的军人范。菊花的根扎在土黄色的土壤

里，像一位老爷爷的胡须乱糟糟的。

菊花除了高贵的品质与观赏的作用外，还可以泡菊

花茶，明目养神，喝上一口，舌尖留香。啊，菊花你真香，

你真美。

“年夜饭列车”出发啦
新城实验小学502班小记者 张一高

各位亲友，“年夜饭列车”即将启动，请大家准备好

嘴巴，快乐出发！

第一站：炸“元宝。”用糯米捏成团的“元宝”，一个个

挺着大肚像将军一样。“哗！”一大盆“元宝”进了油锅。

刚刚得意洋洋的将军变成了懦夫“滋滋地叫”，仿佛在

说：“我受不了，太热了，太烫了。”我可不管它怎么叫，拿

着勺子将它们翻来翻去，炸成金黄色。你瞧，这一盘油

光发亮、色香味形俱全的“元宝”就出锅了。

第二站：“钱串子。”“钱串子”就是有名的牛肉粉丝。

外婆把牛肉放进锅里，牛肉就慢慢熟起来了。闻一闻，

啊，满是牛肉的香味！接着放水和粉丝，煮一会儿，放入

辣椒、葱等调味料，哇，又香又好吃的牛肉粉丝出锅啦！

第N站：“百财。”这个菜的烧法很简便，就是把青菜

扔锅里，然后放油、盐就好了。大姨像大厨一样，抛向空

中，然后接住，菜就烧好了。

“年夜饭列车”到站了，祝各位亲友新年快乐！

惊喜
新城实验小学204班小记者 康子健

今天是寒假的第一天，终于可以睡懒觉啦！

正当我睡意朦胧的时候，就听见妈妈扯着嗓子喊：

“子健，快点起床，外面下雪啰！”从妈妈的那惊喜的语气

中，我似乎看到妈妈身上的那份孩子气，我想也许这就

是老师经常说的“童心未泯”吧！在妈妈的感染下，我立

马从床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打开窗户。哇塞，只见

外面白茫茫的一片，屋顶上，树枝上，草坪上，都粘着一

层薄薄的雪，万物都好像披上了一件雪白的“防冻衣”。

瞧！远处，那一串串大小不一的脚印，肯定是早起上班

的人们留下的吧？好像一幅幅精美的画卷。行人们打

着小花伞，在雪中穿梭。就像一朵朵小花在飘动，我趴

在窗台上欣赏着美丽的雪景。我不由地闭上眼睛，双手

合十。此时我特别想感谢老天爷，这是老天爷送给我们

最美好的惊喜。

“快下来，玩雪啦！”听到妈妈的叫喊声，我转身向楼

下跑去。 指导老师 徐敏

外婆家的公鸡
居敬小学103班小记者 沈煜昊

寒假时，我在外婆家背《春节》童谣。当背到“二十

七，宰公鸡”的时候，外婆家的那只大公鸡好像听懂了，

“喔喔喔……”地表示抗议。我觉得很有趣，就多背了

几遍，公鸡就多抗议了几遍。

第二天，我又看见这只大公鸡，淘气地对着它喊

“宰公鸡”。公鸡突然张开翅膀，啄我一下。我赶紧跑

开，公鸡紧追不舍。幸亏外婆及时赶来，把公鸡赶跑

了。可惜没过几天，外婆把这只有趣的大公鸡给宰杀

了，成为了一道美食。

坐过山车
居敬小学103班小记者 袁梓涵

我喜欢坐过山车，因为它很刺激，让人感觉心痒痒

的。你看，长长的过山车像一列奔驰的火车，从高高的

地方冲下来，又从低低的地方飞快地爬上去，速度非常

快。过山车会钻山洞，还会 360度的大拐弯，能绕着圆

圈旋转。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经常带我去坐过山车。

醉美仁湖公园
居敬小学307班小记者 宋佳恬

仁湖公园位于奉化城市中心区北部，那儿春色撩

人，水天一色，是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

公园的中心就是一座湖，湖的四周是一条供人们

游玩和跑步的马路。湖中央有一座小岛，仿佛跟“八”

有缘。岛上的每一处草地上的树木有八种，亭子四周

用石头铺的地面有八块，亭子里面的人说说笑笑，别提

有多开心了。

仁湖公园里的湖，如果说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可真

是美不胜收。在阳光下，湖面仿佛被撒上了一层金粉，

看过去金光闪闪，格外耀眼。湖中的小桥远远看去就

像一艘小船，“船”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的刻着一对

龙凤，身子交缠；有的刻着两条飞龙，前爪相互抵着；还

有的刻着双龙戏珠，中间有一颗明亮的宝珠。这些造

型让人不得不赞叹这些能工巧匠。

“碧玉妆成一树高，迈出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

夜班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要说仁湖公园里的柳树，

那可真是美若天仙。柳树姑娘随着风儿摇动着身子，

甩着长长的辫子，照了照用水面做成的“镜子”，就像是

一位漂亮的公主。

用一块块石砖做成的小路，带我们通向了绿油油的

草坪。正在野餐的人们仿佛也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们要回家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舍不得这水木

清华的景色，舍不得这鸟语花香的公园。

指导老师 葛林高

家乡的青梅
莼湖中心小学301班小记者 周佳榆

我的家乡在莼湖，这里被称为“青梅之乡”，青梅一

般是冬季开花，春天结果。梅花开时，我会约上我的小

伙伴去赏梅，一棵棵梅树簇拥在一起，犹如花的海洋。

一阵寒风吹来，梅花的花瓣就纷纷落下，遍地的花瓣，

像下了一场梅花雨，这时的我仿佛是童话中的花仙子。

到了春天，花儿谢了，一个个数不清的青梅露出了

圆圆的小脑袋，身披青绿色或粉红色的绒毛。到了五

月份，青梅就成熟了，有的藏在茂密的树叶中，有的高

高挂在树梢上，诱人的模样直叫人垂涎欲滴。青梅不

但可以生津解渴，而且还可以开胃，人们把摘下来的青

梅卖到镇上的加工厂，经过加工可以制成梅饼、脆梅、

泡制梅酒……销往全国各地的城市，甚至海外，这些食

品收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我爱家乡的青梅，因为它的点缀，使家乡越来越美

丽，因为它的丰收使家乡人民走上了富裕的生活道路。

灯会
萧王庙中心小学503班小记者 张志若

一年一度的灯会即将开始。

这一天，我们早早地吃完晚饭，就去灯会那边了，

我和张婧玉、何夏娜，还有姐姐，手拉着手，一起去逛灯

会。因为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决定两个人一组。

我和姐姐一组，张静玉和何夏娜一组。

我和姐姐一起上了楼上，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赏灯

会的视角。从上面看人群，人们像一只只小蚂蚁一样

穿来穿去，路边的树上有彩灯悬挂着，闪烁着耀眼的光

芒，美丽极了！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河上飘着的那个大灯笼，

那是一个有着一只只小狗的大灯笼，大灯笼上还有一

条小鱼，可爱极啦！那一边的桥上，挂着许多形状各异

的小灯笼，美丽极了。这一天，好像所有的光都聚集在

了这座桥上。

逛灯会必不可少的，便是买小吃。路边摆着各式各

样的小摊。有卖棉花糖的，有卖糖炒栗子的，有卖青团的

……那天，我们边逛边吃，真是既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回了家。青云村的灯会好

看又好玩，希望下次你们都能来玩！

元宵节看灯会
萧王庙中心小学503班小记者 汪紫怡

每到元宵节，萧王庙原本漆黑的夜晚就变得光芒四

射、绚丽夺目，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青云灯会。

那晚，我们一家五口，早早地吃完饭，就赶去萧王庙

赏灯会了。快到目的地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透射出

一道闪亮的光芒。到了，到了，我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地

下了车，看到灯会里面游人如织，仿佛人的海洋。

我看到我们学校同学们的作品，有栩栩如生、活灵活

现的狗，有绽放的睡莲，还有我们班徐如意做的纸灯笼，

五颜六色，好看极了！放目望去，一座桥上挂满了灯笼，

前面两个大灯笼，中间中等大小的灯笼，后面闪闪发光的

小灯笼，小灯笼闪烁得如同一颗颗繁星。

走了一会儿，在平静的湖面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个

“交响乐团”，外边围着一圈小小的莲花灯，好似它们的观

众，“交响乐团”里的莲花逐渐绽放了一两朵花瓣，好似一

位羞涩的女子，花瓣全绽开了，如同夏天迷人的笑脸。两

条鲤鱼放声歌唱，不比那些歌星的声音差。瞧，旁边的小

狗站立起来，旺旺旺地叫着，好似祝新年，旺旺旺。湖水

清澈见底，那一个“交响乐团”倒映在湖水上美轮美奂，金

碧辉煌。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成一片。烟花也在夜空中

如繁星在天，那景色是何等迷人。

最后，我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理发
江口中心小学101班小记者 张晨阳

晚饭后，爸爸妈妈带我去理发。外面下着蒙蒙细

雨，一路上我一直担心着我的耳朵会不会被剃到。

到了理发店，阿姨让我坐在大椅子上，帮我围上围

脖。开始了，阿姨开始小心翼翼地帮我理发。我听到

滋滋的声音，看到头发一点点变短了。我还是很紧张，

一句话都不敢说。不一会儿，阿姨说：“理好了。”我的

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因为我的耳朵安全了！

指导老师 柳亚妙

大蒜发芽了
江口中心小学101班小记者 郑熠涵

外婆在超市买了很多大蒜头，不知放了多久，才想

起来。等想到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大蒜头都长出了绿

绿的芽。爸爸找来了大大的塑料盒，放了点水，把蒜头

整整齐齐地放在上面。看着跟筷子差不多高的绿芽，

爸爸说这是一盆独特的美景！ 指导老师 柳亚妙

获奖了
江口中心小学101班小记者 王馨怡

开学第三天，我们举行了开学典礼。在广播里听

到老师宣布寒假里表现比较好的孩子，他们就是学校

的寒假小明星。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忽然，听见了 101
班王馨怡。我的心跳得很快，好像有一只小兔子，我好

开心啊。真想快点告诉妈妈。

到了教室，老师把奖状递给我的时候，我的心里美

滋滋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继续努力，做个全面发展

的好孩子。 指导老师 柳亚妙

我爱家乡美
实验小学406班小记者 叶行峰

我的家乡在奉化。它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热闹，也

没有举世闻名的名胜古迹。但是在我眼里，它总是那么的

明艳秀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奉化有很多 5A级的景点，滕头就是其中一个。一走

进滕头村，你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小洋楼整齐又干净，路

边的大树苍翠欲滴，花坛里各种鲜花齐放：红的、黄的、粉

的，一朵朵，一片片，五颜六色，绚丽多彩，让人流连在花香

之中。走进村去，更是美不胜收。沿路的小河边架着葡萄

棚。如果你在葡萄丰收的季节里来，你就可以看到一串串

紫盈盈、绿油油的葡萄，像一串串鞭炮似的挂在枝头，正欢

迎你的到来。村子里，各种丰富多彩的节目正等着你去参

加和观看，如手摇水车、拉大碾、手工制作花样年糕、鳄鱼

表演等等。让你玩了还想玩，看了还想看。

奉化的溪口，可是蒋介石的故乡。如果你去了溪口，

就一定要去看一下千丈岩的瀑布。站在瀑布脚下，它犹如

一条长河挂在山间，水哗哗地从山上直冲而下，让人立即

想到李白的千古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入九

天。”水流溅落在山下的石头上，撞洒出千万朵小小的水

花，在阳光下如同一颗颗闪亮闪亮的珍珠。在我看来，观

看千丈岩既是听一首动听的歌儿，又是欣赏一幅美丽的山

水画，让人欲罢不能。

奉化不仅风光秀丽，而且物产丰富。奉化的特产水

蜜桃，名扬千里。每年的七八月份正是水蜜桃成熟的季

节，很多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他们都想尝一尝这个“粉娘

子”。它不仅外表可爱，而且里面味道很好。你只要一

走进田间，满园的香味就已经萦绕在你的鼻尖。轻轻摘

一个，剥开皮，肉肥汁多的足以让你垂涎三尺。咬一口，

汁水已溢满嘴，让人吃了还想吃呢!除此外，奉化还有很

多好吃的特产。有红艳艳的草莓，酸爽的青梅，营养丰

富的桑果也在等着你呢。你是不是已经嘴馋了？那就赶

紧到我们奉化来吧。

奉化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怎能不让我们热爱奉化呢！

指导老师 戴慧娟

四季奏鸣曲
江口中心小学604班小记者 李如洁

当花朵的蓓蕾轻轻绽放，春天悄悄地来了；当水蜜桃

挂在枝头，夏天悄悄地来了；当树叶缓缓飘落在地，秋天悄

悄地来了;当冰雪飘零，冬天悄悄地来了。

春天，迎面送来的是轻柔的微风，大树在微风的吹拂

下，抽出了翠绿的嫩芽。在这么美丽的景象中，躺在柔软

的草地上，你能听见花朵绽放的声音。

夏天，骄阳似火，荷花在池塘中舒展开美丽的花瓣，碧

绿的荷叶在一旁摇曳着，衬托着荷花的美丽。让人不禁想

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句诗。

秋天，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季节，也是一个收获的季

节。一片片的田野里，金黄的玉米咧开了嘴，火红的高粱

笑弯了腰，一颗颗稻谷金黄饱满，等待人们的收割。果园

里溢满了清香，石榴红着脸，躲在茂密的树叶中，就像一个

害羞的小姑娘;苹果绽开了笑脸，挂在树上;橘子就像一盏

盏惹人喜爱的小灯笼，给果园又增加了几分色彩。

冬天，一切又安静了下来，大地披上了雪白的棉袄，花

朵们都沉沉地睡去，只有梅花不畏风霜，傲然挺立在这鹅

毛大雪中，成为这一片纯白中一抹亮丽的颜色。

当河面上的冰开始融化，花朵们绽开笑容，冬天悄悄

地走了;当花朵开始变少，绿叶变得茂盛，春天悄悄地走

了;当绿叶开始变黄，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夏天悄悄

地走了;当树叶开始变得光秃秃，梅花傲雪开放，秋天悄

悄地走了。

秋游
龙津实验学校203班小记者 袁泽

今天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因为要去爱歌顿农场秋

游。一大早我就起床了，我飞快地洗漱完毕，吃好早饭，

来到学校。

激动人心的秋游开始了，我们乘坐宽敞的巴士来到

爱歌顿农场，大家迫不及待地冲下车，凉爽的秋风就迎面

吹了过来。这里有茂密的树林、碧绿的小草、舞动的喷

泉、新鲜的水果，还有有趣的雕像和造型逼真的磨坊……

我们有一位教官,她带着我们玩了很多游戏,其中我

最喜欢玩的是指压板比赛。教官先介绍了比赛规则,然后

我们跟204班进行了比赛。男生先来,教官一声令下,我们

班一马当先一直保持着优势，轮到我了，我的心怦怦直

跳，我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跑了出去，对手被我远远地甩在

了后面，我们胜过了 204班。轮到女生了她们跑得也不

赖，一个比一个快，最后女生也胜过了204班。

这是一次有趣的秋游，希望下次秋游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