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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蚕豆
居敬小学301班小记者 陈芊羽

一天上午，科学老师教了我们怎样种蚕豆。下课

前，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长久的作业——种蚕豆。

老师说：“等到一定的时间，我们来评一个养蚕豆养得

最好的人。”

我回到家，从厨房里拿了一个透明塑料杯。我先

抽了几张餐巾纸，把它们浸湿，放入透明塑料杯里，然

后小心翼翼地把蚕豆放在餐巾纸上面，最后再加上一

张湿的餐巾纸，就大功告成啦！

在学校里，同学们正十分起劲地聊他家的蚕豆有

多高多大了。他们聊的话题让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

我的蚕豆还没有发芽。

过了几天，我惊喜地发现蚕豆慢慢地发芽了，它的

叶子是椭圆形的，嫩绿的叶片上都能清晰地看到叶脉。

它们是多么可爱、鲜嫩啊！我想：过不了几天，我的蚕豆

宝宝一定会开出美丽的蚕豆花的。 指导老师 蒋桂芳

水黾的秘密
居敬小学404小记者 江宸轩

水黾大家知道吗？就是那种长得像蚊子能在水面

上漂的虫子。

我第一次看见水黾是在小区的池子里，它们很是

轻盈，有着细长的腿脚，在水面上飘来飘去，自在极了！

比蚊子都还要大的水黾，为何能在水面上这么轻

盈自在地漂呢？我好奇地查找了“百度”，也终于解开

了水黾具有“水上轻功”的奥秘。原来，水黾也叫“水蜘

蛛”，它细长的中、后腿和腹部面都长有一层具有油质

的细毛，具有防水功能。另外，水的表面具有张力，犹

如铺了一层弹性薄膜。体重轻如薄翼的水黾，可能爬

到你的身上你都感受不到。当它站在水面上时，不会

压破水薄膜。这就是水黾能在水面上自如行走，会“水

上轻功”的秘密。

当然，具有排水功能的动物还有很多，比如乌贼、

章鱼、鲸鱼等，人们从鲸鱼身上得到启示，发明了潜水

艇，当它吸水时，就沉入海底；排水时，就浮上海面。

大自然真神奇呀！还有无穷无尽的奥秘正等着我

们去探索呢？ 指导老师 李玲君

未来的家园
居敬小学307班小记者 李予恺

2018年，地球的环境特别美。可是，50年过后，地

球却彻头彻尾地换了个面容。

清澈的小溪变了。湛蓝的溪水变得乌黑乌黑，几十

里以外也能闻到一股熏人的恶臭，一条条小鱼露着肚

子，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天空，仿佛在向上天倾诉人类

的恶行。垃圾漂浮在水面上，互相不停地碰撞着，小溪

发出的已经不是叮咚的脆响，而是在宣读人类的罪恶。

茂密的森林变了。一棵棵树木日日夜夜的不断倒

下，电锯声响遍了树林，一只只松鼠、野兔、野鸡疯狂地

跑出树林，树桩越来越多，裸露的黄土地没完没了的不

断扩大，风沙肆无忌惮地咆哮着，一座座房屋被怒吼的

泥石流吞没。

新鲜的空气也变了。本来亮堂的世界被雾霾给罩

了个密不透风，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整个地球都

是黑暗的。阳光照不进来，植物全都枯死了，一具具动

物的尸体漫山遍野，发出阵阵恶臭。人们都带着厚厚

的防毒面具，生怕吸入一口致命的毒气。

哎！可怜的人们，看看你们眼前的一切吧，记住，

要善待大自然，大自然才能善待你！从现在做起！

指导老师 葛林高

童年趣事
岳林中心小学504班小记者 吴镓浩

我的童年就像一个奇异的万花筒,在这个万花筒

里储藏着我童年时的许多有趣的事。

有一次，我们要去外公的田地里割马兰草。到了

田地上，我听见阿姨小声地对妈妈说：“生日快乐！”我

听到了以后，马上选中了一块地，对妈妈说：“妈妈，我

想在那块地割草。”妈妈爽快地答应了。我左思右想，

想着割什么图案呢?忽然灵机一动,脑子里出现了一个

爱心，我不敢马虎，马上行动起来。

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剪刀，终于割出了半个轮廓，妈

妈看见我这么认真，还夸奖我说：“这孩子，今天怎么割

得这么卖力呢？”我本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听了妈妈的这

番话，又充满了信心继续割。割啊割，在割的途中我遇

到了许多困难，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却把我吓得浑身发

抖。过了好久好久，我终于割完了“爱心”。

我兴奋地向妈妈喊道：“妈妈，我让你转过头来，

你一定会非常惊喜！”妈妈往后一甩头，一看，是一个

大大的爱心。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不顾手上

的泥土，把我一把抱了起来，我眉开眼笑。

这件童年时的事在我看来十分有趣，还让我悟出

了一个道理：做一件事不能轻易放弃，要坚持，因为坚

持就是胜利。有一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

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指导老师 俞齐齐

桃花
居敬小学306班小记者 胡凯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专门为我们奉

化桃花创造的歌曲。为花写一首歌，可想而知我们对

桃花有多么喜爱吧！

春天，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桃花有五朵花瓣，颜色

是粉红色的，美丽极了！不下雨时，桃花向游客们展开

了笑脸，想让游客一睹自己的风采，近看像一棵树上挂

满了粉红色的毛绒团，远看漫山遍野尽是粉红色，像一

片粉红色的海洋。下雨时，它们也很惹人喜欢，粉色的

花瓣上挂着晶莹的雨水，娇艳欲滴。

夏天，桃花谢了，为游客们铺上一层粉红色的地

毯，并且挂上了青色的小桃子，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中慢

慢长大。渐渐地桃子成熟了，成熟的桃子形状像心形，

红中有白，晶莹剔透。咬上一口，清甜的汁水会往心里

流，让人忍不住还想再咬一口！

桃花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美丽的景色，还给我们带

来了香甜的果实，也为我们奉化人们开辟了一条致富

之路。我爱你，美丽的桃花！ 指导老师 童爱玲

雾在哪里
实验小学205班小记者 周梓霄

从前有一片雾，她是个又可爱又顽皮的孩子。

有一天，雾飞到公园里“我要把公园藏起来。”无论

是大树、草地，还是拥挤的人们，都看不见了。

“现在我要把游乐园藏起来。”于是，她把游乐园藏

了起来。那时，四周变暗了，无论是过山车，还是惊险

的鬼屋，都看不见了。

雾来到沙滩。“现在我要把沙滩藏起来。”雾把沙滩

藏了起来，同时也把大海藏了起来。帆船、沙子、贝壳、

甚至沙滩排球，雾把一切都藏了起来，什么都看不见了。

她躲在公园的上空，说道：“现在，我该把谁藏起来

呢？”看来，再也没有可藏的了。

“我要把自己藏起来。”雾把自己藏了起来。

不久，公园连同大树和草地，游乐园连同过山车和

鬼屋，沙滩连同贝壳，大海连同帆船和沙滩排球，都露

出来了。

快乐的春游
实验小学204班小记者 王一涵

今天天气晴朗，我们学校组织了一场快乐的春游

活动。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坐上了大巴车，一路上窗

外花朵簇簇，百花齐放。

过了一会儿，就到达了目的地——黄贤公园，我们

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了黄贤公园。首先，导游带着我

们来到了长城，把长城的各个地方都走了一遍。接着，

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大炮、卖玩具、棒冰的小

卖部，还有一座神秘的寺庙。导游让我们自由活动，导

游刚说完，我和朋友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向了卖棒冰的

地方。我和吕佳妮一起买了绿豆味的棒冰。

导游让我们集合，我们玩了好多好多游戏，有拔河、

老鹰抓小鸡、丢手绢……玩得不亦乐乎。过了一会儿，

导游带着我们去吃午饭，午饭很丰富，而且都是我爱吃

的食物。吃完午饭，我们又上了大巴车，导游说要带我

们去捕鱼，导游刚说完，我们全班就欢呼雀跃。到了以

后，我们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导游说我们可以捕鱼或自

由活动，我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心里非常高兴。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就到下午了，我们在寺庙前

拍了一张集体照后，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清明扫墓
锦屏中心小学404小记者 张宗啸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年一度的

清明节又到了，每到这个时节，我都会跟着爸爸妈妈前

去外公墓前扫墓，以此寄托对外公的思念。

田野里，油菜花漫山遍野，放眼望去，犹如一片金色

的海洋。菜地里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香气，附近的景色美

如画境。虽无绿水青山，却也不失春的美。在这片肥沃

的土地上，我的外公安祥地睡着，永远地睡着，再也不会

起来看我们一眼。我们默默祝福和深深悼念之情似乎

化作了这无边无际的油菜花，似乎融进了尚未成熟的春

意中，似乎伴着花香升向天空，也飘进我们的心中。

我们带着祭品，向山上走去。虽然我和外公没有见

过面，但是妈妈常向我提起外公：外公是一个善良、吃

苦耐劳的人，但由于一场疾病夺去了外公年轻的生

命。那时妈妈才 12岁。想到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

转。我把花圈插在外公的坟上。坟的四周有些杂草，

在清理过程中，我一不小心划破皮流了血，但一想到外

公，顿时我把所有的伤痛转为力量，继续忙活起来。我

跪在墓前跟外公说：我已经是一个小小男子汉了，会照

顾好妈妈，让外公放心。我也一定会秉外公的品质做

一个善良的人。

回家的路上，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一家人沉浸在对

外公的思念中。

未来家园
莼湖中心小学303班小记者 鲍雨欢

2040年，所有的东西都变了。

一天里，人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种树，上班上学的时

间也慢慢变少了。处处鸟语花香，马路变成了鹅卵石

铺成的小路，所有的车子都变成了自行车。

2040年，人们变得友善，还和小动物们成了好朋

友呢！人们的交通工具除了自行车，还有鸵鸟、鲸鱼、

梅花鹿……

2040年，空气清新，天空湛蓝，柳绿花红……从人

到房屋，再从房屋到街道，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

2040年，环境变得美丽，人类变得善良，街道变得

干净……一切都是多么美好。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把这一切都变成真的吧！

下雪了
溪口中心小学106班小记者 贝琪涵

数不清的雪花从天空上飘落下来，一片片雪花落在

屋顶上，屋顶的头发变白了，雪花落在小朋友的头上，哈

哈！小朋友的头发也变白了。小朋友高兴地跑出去玩

雪，他们有的打雪仗，有的堆雪人，他们玩得真开心！

胖子和瘦子的烦恼
龙津实验学校101班小记者 胡倚帆

我们家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爸爸和妈妈

都是胖子，而我却是一个瘦子。

夏天马上到了，胖子最大的烦恼就是怕别人看到身

上的肥肉，而瘦子最大的烦恼却是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骨

头。还有因为我的肚子和屁股肉太少了，跳绳的时候裤

子总是要掉下来，尴尬极了！我想如果能把妈妈身上多

余的肉转移到我身上，我们能综合一下该多好啊！

妈妈告诉我，胖子是因为吃太多了，瘦子是因为挑

食，所以均衡饮食、加强锻炼是保持健康身材的关键。

童年趣事
岳林中心小学504班小记者 王佳豪

童年的生活就像一本内容丰富的书，使人留恋，

其中有两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我五岁时，特别爱吃鸡蛋。记得有一次，我放学

回到家，向妈妈要了个鸡蛋，我把鸡蛋壳剥开，吃了

外面的蛋白，而把蛋黄扔了，我以为蛋黄是有毒的，

妈妈看见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里面的蛋黄是

很有营养的，以后要把它吃了，知道吗？”“知道了。”

我点头回答。

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起因是我特别喜欢喝牛

奶。有一次，妈妈用洗面奶洗脸，我在一旁看着洗面

奶，发现洗面奶比牛奶还白，比牛奶还香，心想：这味

道一定比牛奶好喝吧！于是等妈妈走之后，我就想尝

尝它的味道。我赶紧拿起洗面奶，喝了一口。“哇！好

难喝啊！”我惊叫起来，这东西不仅苦，还特别涩。我

吐了出来，心想：这回肯定惨了，要被妈妈骂了。过了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十分钟，妈妈终于回来了，我

装作没事一样在看电视，但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异样，

我的心一跳一跳的，想来想去还是告诉妈妈吧，便把

来龙去脉如实告知，没想到妈妈不但没骂我，还噗嗤

笑出了声，她跟我说：“你还小，不懂事，下次可不要再

做傻事了。”

这就是我童年发生的趣事，有趣吧！

指导老师 俞齐齐

舌尖上的美食
龙津实验学校201班小记者 葛俊辰

前几天，方老师给我们上了《中国美食》这一课。

课文里介绍了好多的家常美食，有凉拌菠菜、香煎豆

腐、红烧茄子、蒸饺、炸酱面、小米粥，还有我最喜欢的

小鸡炖蘑菇！这一节课我几乎从头到尾都在流口水，

心里就想着周末一定要去学做一道菜。

周末终于到了，我和妈妈商量了一下，决定做红

烧排骨。我们先来到菜场，老板拿起我们选好的一根

排骨，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看着切好的排骨，我

的脑子里就想到了它在盆子里的样子。

回到家，我先把排骨洗干净，再在妈妈的帮助下焯

掉血水。接着油热后，妈妈把切好的葱、姜、茴香等香料

倒入锅里，只听呲啦一声，满屋子都是香味。然后，我把

排骨倒进锅，拿起锅铲用力地翻炒起来。大约翻了一两

分钟，妈妈帮着把火调小，说还要煮半小时。啊！这半

小时好像是半年一样长！我一会去看看，一会去闻闻，

一会又看看手表。当指针指向10点30分时，我迫不及

待地打开了锅盖，最后妈妈给排骨撒上了一些葱花。那

一刻，葱香，排骨香，飘得满屋子都是。

我夹了一块自己烧的排骨，真好吃！今天真是太

开心了！

我的好朋友
龙津实验学校202班小记者 王妍珊

我从江滨幼儿园到二年级下学期，已经有许许多

多的朋友了。这些朋友有：周银、杨司南、张功杰、杨于

馨、张于含、徐于含、皇甫宇杰、王鸿轩等等。

其中，我与周银的关系亲密无间，因为我与周银在

幼儿园睡的上下床，还一起演出“小鸡小鸡”“冰雪奇

缘”等节目，也都与她一起参加银泰的“囡囡好声音”选

拔。我们两个人的爱好差不多，而且对食物的爱好也

相近，都不爱吃油腻的东西，如肥肉等。

周银的生日派对也请我去参加。她生日那天，她

家来了好多的小朋友，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

大家一起玩游戏、一起聊天，很快就熟悉了，他们又成

了我的好朋友。

外婆的智慧
实验小学605班小记者 沈语恒

俗话说得好：腊月廿四，掸尘扫房子。随着腊月

廿四的到来，外婆和妈妈开始打扫卫生了。窗外吊着

湿哒哒的床单，屋内打扫得一尘不染，几双鞋子在窗外

晒着，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妈妈将洗干净的床单拧干，却在晾晒上遇到了

一点小麻烦。左右两个窗子都挂满了，没地方挂

了。难道任它湿哒哒地在桶里？无奈之下，只能请

“老佛爷”出场。

只见外婆从百宝箱——床头柜中翻出两根绳子，

将绳子绕在床单的一个角上，将绳子交叉，狠狠一拉，

再绕上三圈打一个牢固的活结。另一根也一样。并将

两根绳子挂在防盗窗上，床单自然垂到三楼了。外婆

还没喘口气，我爸就在厨房喊：“妈！这个油烟机怎么

清洗！”外婆就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场地。

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妈妈将绳子解开，但是一不

小心，床单掉了下去。幸好楼下那户人家有搁板，并且他

们还特意洗过了。虽然床垫暂时不会脏，但是一直放着

也不是一个办法。这时，也只能请外婆出来救场了。

外婆真不愧是外婆。只见她拿出晒衣服的杆子，

向下勾了勾。不够长，但这也难不住外婆，只见外婆在

上面加了一个棍子，轻轻一勾，这床单也就到手了。

虽然外婆只有小学的学历，但是他的智慧远远比

我们多。这大概就是经验吧！

年货展销会
锦屏中心小学401班小记者 谢青瑜

一听说岳林广场有年货展销，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前往。

一下车，我就看见了红红火火的场面。广场里满是一

个连一个的红色大篷，大篷外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货车、

轿车、电动车、自行车……人们拎着大包小包说说笑笑地

从大篷里出来，我拉着妈妈的手迫不及待向大篷走去。

大篷里是一个个摊位，摊位前人声鼎沸，人潮如流。

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家禽的叫声、屠夫们的剁肉声，此起

彼伏，交织成一支欢乐和谐的交响乐。

听！这儿在喊叫：“快来，快来，看一看，瞧一瞧，先尝

后买！”那儿在吆喝：“国产自销，新鲜的牛肉，绿色天然，

质朴放心!”看！这里有像爸爸手掌大小的鲳鱼；有肚子里

插满牙签，银带似的鳗干；有冰得像鹅卵石一样的乌贼。

那里有红里透紫，晶莹如珠的红枣；还有肉禽蛋、粮食制

品、水果等，年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咦，前面怎么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呀？爱凑热闹的

我连忙拽着妈妈看个究竟。哦！原来是抢着在买罐头食

品，你一箱糖水杨梅，我三箱糖水桔子，他三箱糖水黄

桃。妈妈见他们抢购，也爽快地各买了一箱。

这时，人越来越多，我们手里的包也越来越沉，不一

会儿，我们拎着沉甸甸的包，离开了人流如织的年货展销

会，离开了热闹非凡的岳林广场。

春
锦屏中心小学401班小记者 俞孜菡

春天不知不觉地来临了，我们终于可以脱去笨拙的

棉袄，换上轻便的春装，迎接这美好的季节。

春天是个踏青的最好季节。来到公园里，这里成了

花的世界。桃花开了：有些已经怒放了；有些还是犹抱琵

琶半遮面；有些还是花骨朵，却蓄积了迸发前的力量！还

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这一丛、那一簇，红得似火，粉得似

霞，白得似雪，黄得似金，五彩缤纷，艳丽极了！沉睡了一

个冬季的柳树也苏醒过来了，伸了伸懒腰，揉了揉惺忪的

双眼，抽出了嫩绿的柳叶，在春风中梳理着柔柔的长发。

如果下过雨，经过雨水的冲洗，柳叶就变得更加鲜绿了。

此时，淘气的小蜜蜂和蝴蝶似乎收到了春姑娘的邀请函，

准时赶来参加这个春的集会。最欣喜的是，久违的燕子

也回来了，它们三三两两地停在电线上，叽叽喳喳地叫

着，谱出了一曲春天的乐章。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个富有生命力的季节，同

时也是一个充满无限希望的季节！我爱春天！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龙津实验学校402班小记者 王袁伊

我的自行车，名叫小雅。它小巧玲珑，拥有一身纯黄

色的“衣裳”，两个又黑又圆的大轮子和一个淡粉的坐垫，

还有一对深蓝色的小刹车呢！小雅就像一个淑女，所以

我爱不释手，经常带着小雅出来“透气”。

一次，我独自一人去岳林广场散步，看到一个长头发

姐姐骑着一辆大自行车，飞似的骑着。咦！大姐姐怎么

直直冲向了石墩？我一边摇头一边闭上了眼睛，生怕留

下不好的回忆。“好哇！”又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响起。

咦？怎么回事？呀！大姐姐竟巧妙地绕过了石墩，我惊

得目瞪口呆。

回到家，我软磨硬泡地让老爸给我买自行车。几天

后，小雅到了。当天晚上，老爸就开始教我骑自行车。傍

晚，我们开始练了，我跨上自行车，却不敢往前“爬”。老

爸一双有力的大手扶在后车座上，我这才放下“怦怦”跳

着的心。我小心翼翼地骑着，浑然不知老爸松开了手。

正当我骑的“溜”时，发现老爸在一旁微笑着。我高兴极

了，心想：嘻嘻，想不到能和大姐姐一样练技巧的愿望，这

么快就能实现啦……我试着像大姐姐一样直直地冲向石

墩，突然转弯。我冲出去后，却觉得小脑瓜里一片混乱。

离石墩越来越近了，我的思路就像说变就变一样，突然清

楚了，“嗖”的一下转了弯，但我还是摔跤了。小雅的脚踏

板重重地擦到了后脚跟，让我留下了一条永远也褪不掉

的伤痕。而我那嫩嫩的小手也变得红通通的，膝盖也刮

破了。不一会，破掉的地方就流出血了。我哇哇大哭，心

都惊透了。爸爸安慰我：“别哭了，明天再练吧……”

日后，我勤加练习，终于成为一代“自行车高手”。此

事过后，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敢于尝试，才能知道结果；勤

学苦练，才能孰能生巧：勇敢面对，才能成功：坚强、自信、

努力……这是必要的。

校园一角
锦屏中心小学304班小记者 应旭阳

跨鳌桥建于元朝1292年，是一座历史悠久、古朴典雅的桥。

跨鳌桥不但坚固而且美观。拱形的桥面上铺着方方

正正的石块，两侧的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三思

而行”，有“不耻下问”，还有“温故知新”等，柱子上雕刻着

祥云，跨鳌桥把荷花池一分为二，红木栏杆上停着可爱的

小鸟，绿树成荫的木油桐显得更加苍翠。

下雨天，同学们带着伞给跨鳌桥增添了另一道风

采。一阵秋风吹过，木油桐的叶子在空中翩翩起舞，像一

只只金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着，漂亮极了。

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我最喜欢冬天的跨鳌桥，因为

冬天雪花飞舞，仿佛给跨鳌桥穿上一件雪白的衣裳。

我爱校园里的跨鳌桥，更爱我们的校园。

灶火烧饭
新城实验小学203班小记者 安奕灿

在我们天台，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土灶，用这灶烧出来

的米饭可比电饭锅香多了。出于好奇，我今天就跟着爷

爷体验了用“灶火烧饭”。

爷爷说灶火烧饭最关键的步骤是“生火”，他先把叶

子、枯草等容易燃烧的材料用打火机点燃，放在锅底的正

中间，然后把木柴、竹子一块块塞进去，并调整火势，火苗

就蹭蹭地往上窜了。看到爷爷烧得这样简单，我迫不及

待地用火钳夹起木头也塞了进去，没想到木块一压，就把

火压灭了。爷爷笑着说：“孩子，火势刚起不能太心急，木

柴塞太多了，空气进不来，所以才会灭掉。”于是，在爷爷

的指导下，我把木头夹了出来，重新点火，等火烧起来的

时候，再把木头放进去，架成三角形的形状，增大木柴与

空气的接触面积，这样柴火就烧得越来越旺了。之后，我

只要按时适量地添柴，就不用太担心火熄灭了。

一锅饭终于煮熟，我心里说不出的开心，相信今天的

米饭一定特别香！

跆拳道比赛
居敬小学101班小记者 卓楠颜

终于等到了期待好久的五一节。我看了一天精彩

的跆拳道开幕式和比赛。

今天也是我比赛的日子。比赛前，我的小心脏怦

怦直跳。但是真正开始比赛了，我的发挥算还可以

哦。可是我明明好几次踢到对手的头，裁判竟然给对

手加分，要么没看见我得分，真不公平！

妈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接下去还是要加强耐

力上的训练。回到家，我在午睡时梦见我进入了一台时

光机，又打了两场比赛，这次不是那个裁判了耶！梦醒

来才知道，这只是一场梦而已。期待下一场比赛，加油！

吃杨桃
居敬小学306班小记者 夏琛皓

学了《画杨桃》这篇课文，童老师特意带了个大杨

桃来让我们品尝，教室里的我们把眼睛都瞪大了，口水

在嘴巴里都快溢出来了。

老师把杨桃一点一点地切开，空气中夹杂着一点

甜甜的香味，我兴奋地咬了一口，嗯！太好吃了，那味

道像石榴夹着一点椰肉味，一股清香回味无穷，虽然汁

水不像资料袋里介绍的这么多，但会不会是果肉太少

太小了呢？我真的还想吃。可是爸爸以前也给我买过

一个杨桃，咬了一口，我立马吐了出来，那个杨桃又酸

又涩，可难吃了。

都是杨桃，味道却相差很大。我们了解事物，只有

多尝试，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指导老师 童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