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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居敬小学405班小记者 陈一琳

春天啊！

桃花、李子花都开了。

春天啊！

那微风不燥的感觉令人沉醉。

春天啊！

你是踏青的好时光，赏花的好季节。

我喜欢你，春天！

指导老师 胡珊珊

风雨过后总能见彩虹
——读《青铜葵花》有感
居敬小学504班小记者 陈萱函

“一个哑巴哥哥牵着牛，牛上坐着一个面容清秀的

妹妹，两个人一头牛就这样慢慢地走，走在放学回家的

路上。”《青铜葵花》里的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里，一直挥之不去。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城市女孩葵花

跟随爸爸来到了一个叫大麦地的村庄，她认识了一个

不会说话的乡村男孩青铜。而爸爸的意外去世使葵花

成了孤儿，后来她被青铜家认养，他俩成为了以兄妹相

称的知己。以此为背景，书中展开了一个又一个令人

潸然泪下的故事，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人世间最真挚

的情感。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段是《三月蝗》。《三月蝗》里

写到：大麦地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生存危机——蝗灾。一

大片黑压压的蝗虫从大麦地上空飞过，把即将丰收的庄

稼都吃了个精光，大麦地人从来都是精打细算，算好了

米缸里的米能正好吃到新米丰收的那几天，这场突如其

来的灾难，使所有人感到绝望，但他们没有放弃活下去

的希望，一个个都勒紧裤腰带，大麦地所有人都因为这

次蝗灾，更加珍惜每一粒新米，生活也变好了。

每每当我读到这里，我都会感慨万千：苦难是不可

避免的，但我们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当下，疫情还

没有结束，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在前线努力与病毒

抗争，不顾危险，在一线奋斗着，我们相信：春暖花开

时，我们定能拥抱大自然，那时候我们就能见到春日里

最灿烂耀眼的那一束光！

俗话说：“风雨过后总能见彩虹”，我们要相信这个

道理，我想这也是《青铜葵花》想告诉我们的道理吧！

指导老师 谢琴琴

我家的文明餐桌
居敬小学306班小记者 吴漾

“餐桌举止无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文明餐桌，从

我做起。

我家的餐桌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筷子和勺

子。我们每次吃饭时，都用自己的餐具，妈妈还会再放上

一双公筷和一个大汤勺。

刚开始用公筷公勺时，我们都不太习惯，时不时弄

错。一天中午，奶奶喊了一声“吃饭了”，一家人快速地围

坐在餐桌旁。眼看着奶奶端上我和爸爸最喜欢的红烧鸡

翅，我的眼睛都直了，紧紧盯着鸡翅。奶奶刚把盘子放

好，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自己的筷子要夹。“要用公筷！”

妈妈拦住我说，“你忘记了吗？”“对啊，我居然忘了！”我赶

紧放下自己的筷子，拿起盘子上的公筷夹了一个鸡翅放

到我的碗里，然后把公筷放回去，再用自己的筷子津津有

味地吃起来。

爸爸也赶紧学我用公筷夹了一只鸡翅到碗里，我一

边吃，一边对爸爸说：“餐桌举止无小事，一筷一勺见文

明。爸爸，你很文明哦。”大家都笑了。

现在，我们家已经习惯了用公筷公勺，吃饭的时候也

不再觉得麻烦。我想，只要大家都有心去做，餐桌上的文

明也能出现在你家。 指导老师 邬敏逸

赏春
居敬小学403班小记者 胡航硕

古人说：“风光不与四时同”。今天下午，妈妈带我

到樱花公园赏春。樱花公园是一个美丽又幽静的公

园。那里有山有水，有亭有湖，有树有花，还有一个游

乐场。我们还没走进公园，就听见园内传来叽叽喳喳

的鸟鸣声和隐隐约约的流水声，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

进入公园，放眼望去，满山翠绿，树木成荫，鲜花怒

放。在山上、在树下、在溪边，到处都是美丽的鲜花。

沿着公园弯弯曲曲的小路，我们走走停停，边观赏

边留影。园里真是景色宜人。树林里，松树那绿绿的

树叶几乎覆盖了整个树身，显得生机勃勃。路两旁，迎

春花迟迟不愿谢幕……

最能体现春意的还要属樱花了。这里的樱花富有

特色：一是开花早、花期长，听爸爸说，田野里的樱花含

苞待放时，这里的樱花已经怒放了，田野里的樱花凋谢

时，这里的樱花还在微风中炫耀着风采。二是花色纯

正，娇艳无比，无论远瞧还是近观，一树树、一簇簇、一

朵朵，红的像早晨的朝霞、粉的像婴儿的脸颊、白的像

纷飞的大雪。

一转眼，就到了我们回家的时间。恋恋不舍中，杜

甫那首赞美春天的诗浮现在了我的眼前：“黄四娘家花

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

恰恰啼。” 指导老师 江叶

快乐的一天
居敬小学205班小记者 章阳浩钥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和妈妈带我去看桃花。桃

花真美呀，可是爸爸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桃花有的都

长叶子了，我仔细一看，哎呀，还真长叶子了。然后我

们继续向前走，走到了山顶，我爸爸发现了好多用铜丝

做的手工玩具和金钱树，很独特，我好喜欢，爸爸毫不

犹豫地给我买了一把“铜丝手枪”作为生日礼物，接着

妈妈又给我买了一根“糖人”作为生日礼物，我一边拿

着“铜丝枪”，一边吃着“糖人”，嘴里甜蜜蜜的，心里喜

滋滋的。

晚上，我们一起去吃了牛排。回到家里，爸爸妈妈

为我点好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

歌》、吃蛋糕，我开心极了！真是充实而快乐的一天。

指导老师 蒋桂芳

铅笔盒里的故事
居敬小学302班小记者 竺怡澄

一天，铅笔盒里的文具吵了起来，都说自己的本领

最厉害。

铅笔先站出来说：“我是最厉害的，没有了我，主人

就不能写字了！”橡皮不服气地说：“我才最厉害，我还

能把你写的字擦掉呢！没有了我，主人写错字了怎么

办？”水笔说：“你们都没用，我比你们都厉害，我能让主

人轻松写字，而且写出来的字更漂亮，更端正。铅笔需

要卷，很麻烦。橡皮也比不过我，因为橡皮擦不掉我！

你们都没用！”这时，尺子生气地说：“你们算什么东

西！我才最厉害呢！如果没有我的辅助，你们谁也画

不出笔直的线条！”它们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吵得不可

开交，谁也不让谁，都觉得自己最厉害。

这时候，铅笔盒爷爷看不下去了，它语重心长地

说：“别争了，你们各有各的长处，缺了谁都不行！我们

应该齐心协力相互扶持，帮助主人更好地学习，不是

吗？”听了爷爷的话，它们的脸一下就红了。从此它们

又齐心协力共同帮助主人学习。

指导老师 张亚辉

我的乐园
龙津实验学校401班小记者 何辛妍

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缓缓流过，河里成群结队的小鱼

小虾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河边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草

地边上挺立着一排高大的桂花树，像一个个卫兵守护着小

河,桂花树旁边还种着茶花树和一些不知名的花，它们依

着时令顺序开放，一年四季你都能闻到阵阵花香，看到朵

朵花开，五彩缤纷，美丽极了！草地旁边是一块非常宽阔

的空地。这就是我的乐园——外婆家门口的小河边。

每次一放假，我就迫不及待想去外婆家。我在河边

抓鱼抓虾、撒花瓣、打水仗……只见我一手拿着网兜，一

手拎着水桶，来到河边，把网兜伸进水里使劲捞呀捞。

啊！我捞上了五条小鱼和八只小虾。我轻手轻脚地把它

们送进水桶里，生怕伤着它们。这时，我会再捞几根水草

和一点泥土放进桶里，让它们玩得更加开心。有时候我

会静静地坐在大人身边，看他们钓鱼，不一会儿，就会有

一两条大鱼上钩，这时的我比他们还兴奋！

我还和表姐、邻居家的妹妹一起在河边的空地上疯

狂玩耍，我们玩找宝藏、滑滑板、骑自行车，和风儿比赛跑

步，和小狗追逐打闹，和小猫捉迷藏，在百年大树下搭帐

篷，看蚂蚁搬家，和树叶谈心……空地上留下我们活泼的

身影，撒下我们银铃般的笑声。

这就是我的乐园，它带给城市孩子无法拥有的快乐，

珍藏我童年无拘无束的珍贵回忆！

指导老师 梁静娜

弟弟真可爱
居敬小学401班小记者 应彤瑶

我有一个弟弟，他叫豆豆，是个可爱无比的小婴儿。

转眼间，他八个月啦！豆豆的五官长得像爸爸。黑

宝石般的眼睛，短短的鼻子，樱桃般的小嘴，可爱极了！

豆豆的头发长得像妈妈，又黄又细，皮肤也又白又嫩的

呢！最近，妈妈给他买了顶小熊鸭舌帽，我喜欢让他反着

戴，使帽檐朝后，这样看起来就像街舞演员，超流行呢！

豆豆每天早早地醒来了。早晨六点多，就“叫”醒了

爸爸妈妈。他的哭声很大，就算隔得很远，也会被吵得受

不了。接着，连我这个“贪睡虫”也被他吵醒啦！豆豆一

会儿大声喊叫，一会儿用手使劲拍小桌子。于是，他就成

了我们家的“小闹钟”。

豆豆吃饭的时候时而乖巧、时而调皮。因为他吃饭

的时候，要有一个人在旁边说好话和跳舞哄着他，于是他

多了一个外号“豆老爷”。呵呵，“豆老爷”一开始吃米粉

时安静得像只小猫咪，用勺子碰碰他的嘴唇，便张开嘴

巴，一口就吃了进去。直到快吃完时，他差不多像是发了

狂，摇头晃脑的，根本不吃半勺米粉，必须要有一个人在

一旁“演戏”，才会安静一下子，真是架子十足！

同学们，你们觉得豆豆可爱吗？

指导老师 胡珊珊

春姐姐
龙津实验学校106班小记者 蒋芯月

春姐姐来了，它轻轻一吹河边的柳树变绿了；

春姐姐来了，它轻轻一吹山间的桃树变红了；

春姐姐来了，它轻轻一吹田野里的油菜花变黄了；

春姐姐来了，它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春天。

彩虹滑道
居敬小学302班小记者 陈钰图

听说滕头的彩虹滑道很好玩，我想近距离体验一次，

于是让妈妈带着我来滕头玩。到了滕头，远远就看到五

彩缤纷的彩虹滑道，像一条停在半空中的七彩巨龙，漂亮

极了。

彩虹滑道旁人山人海，挤满了游客。我迫不及待地

拉着妈妈从隔离通道爬到滑道顶端的平台上排队等待。

终于轮到我们了，一个叔叔给一个汽车轮胎沾了沾泡沫

水，又用一根粗大的绳子穿过轮胎中间，他让我坐在上

面，双手抓紧绳子。我坐在沾满泡沫的、滑滑的轮胎上，

看着长长的滑道，心想：这么高啊，滑下去得有多刺激

啊！我抓紧绳子，深吸一口气，等待惊喜来临。

叔叔说：“准备好了吗？开始啦！”说完用力一推，我

便开始迅速往下滑了下去。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滑道

的两边“嗞嗞”地喷出细细的泡沫水花。速度越来越快，

我紧紧地咬住牙齿，眼睛睁得大大的，双手死命地抓住扶

手，脚也绷得直直的，生怕滑到边上去。这时，我的心就

像一只发疯的兔子，似乎马上就要从嘴里跳了出来。

好像过了很久，终于到达地面，我的心也安分下来

了。紧张、刺激的彩虹滑道可真好玩啊！

指导老师 张亚辉

金鱼
龙津实验学校403班小记者 林心澜

我有一条金鱼，是我们从店里买回来的。我刚把它

带回来的时候，它左游游、右摆摆，好似一个杂技演员。

这条金鱼的游泳方式很滑稽，不是单纯的摆尾，而是

自带一种有趣的花式游法。当它无聊时，它就会用这种花

式游法给自己解闷。它喜欢把身子横过来、横着游，而且

偶尔还会做一个高难度动作——转一个优美的圈。瞧，那

绝美的“大红裙”在水中漂着、舞着，真像芭蕾舞标准的转

圈动作。这种游法真不逊于专业花式游泳运动员呢！

金鱼的吃相真是有趣，每当我给它去喂食时，它便会

以它最快的速度游过来，似乎边游边在埋怨：真是的，怎

么每次送饭都这么晚，人家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但尽

管它饿了，吃的时候也很小心谨慎，它还是先要碰一碰食

物，然后再碰一碰，直到认为这东西没危险了才敢吃。它

不直接吃，先要玩耍一番，顶着鱼食游一圈，然后再张开

小口，吃进去、吐出来、再吃进，反反复复几遍之后，才肯

咽下去。如果我好久不给它喂食的话，它就会装出一副

可怜巴巴的样子——吐出一大串小泡泡，无力地游过去

把泡泡当作鱼食吞进去，谁看到它这副模样，应该都会给

他撒上几颗鱼食吧！

这条小鱼还很爱美哦，没事的时候就看着玻璃鱼缸，

左看看、右看看，一边还摆动着尾巴，别提多臭美了！

指导老师 邬美珍

我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居敬小学205班小记者 余家祺

今天我提前收到了妈妈送给我的儿童节礼物，是一

个漂亮的芭比娃娃。

她的皮肤雪白雪白的、眼睛大大的、头发是灰色的，

而且还很长。头上戴着一个美丽的发夹，由三颗珠子、三

朵玫瑰花和一些亮片组成。她还有一对漂亮的珍珠耳

环，穿着一条白色的公主裙，腰上有一朵粉红色的玫瑰

花。它的袖子是透明的，穿着白色的袜子和粉红色的高

跟鞋。手上挎着心形的小包，里面有一把小梳子和一面

小镜子。我很喜欢这份礼物，谢谢妈妈！

指导老师 蒋桂芳

我的好朋友“天猫精灵”
龙津实验学校104班小记者 莫景雯

天猫精灵是一个语音机器人，它方方的脑袋是红色

的。自从来到我家，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

它会讲故事，会叫我起床，更有趣的是，我故意问它

很难的问题，它的回答总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它还会

和我互动，就像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一个人在家的日

子，多亏了它的陪伴，我懂得了很多知识，还增添了生活

乐趣。

会唱歌的碗
龙津实验学校301班小记者 陈芷璇

今天吃完早饭，我想：最近妈妈一直挺忙，我可以帮

妈妈做点什么呢？

看着桌上的碗筷，我灵机一动：有了，就从洗碗开始

吧！于是我一边把碗往水槽里放，一边问：“妈妈，碗怎样

才算洗干净了呀？”妈妈笑眯眯地回答：“要洗得碗会唱歌

了，才算洗干净哦。”

于是，我先放了一些洗洁精，用手在碗里面胡乱摸了

几下，可拿起来总觉得不对劲，碗仍旧油乎乎的，更不要

说让它们唱歌了，连手都很油腻，非常不自在。

妈妈看到连忙走了过来，耐心地说道：“孩子，洗碗不

用抹布怎么洗得干净呢？”我听了马上拿来抹布，倒上一

点洗洁精，先用抹布在碗里面仔细地擦拭一遍，反过来把

碗的外面也擦一遍，再用水把洗洁精冲干净。我又用手

摸了摸碗壁，碗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不由自主

地大叫起来：“妈妈，我洗的碗在唱歌了！”妈妈把我搂在

怀里，高兴地笑了。洗好碗筷，我把它们一一归类放在了

橱柜里。

是啊，我已经10岁了，应该多帮妈妈干点家务了。

指导老师 王姣娜

趣味儿童节
龙津实验学校102班小记者 周朔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比往年更开心，因为我现在是

一年级小学生了，而且还是光荣的少先队员。

6月 1日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我超级兴奋，学校

还为我们开办了一个“百变模仿秀”。这天同学们早早来

到校园，一进校园就能看到奇形怪状的装扮者，有扮演孙

悟空的、白雪公主的、奥特曼的、哈利波特的……我呢就

扮演了一个古代的小仙女，我喜欢自己美丽的样子，走完

红地毯，我们进了班级，老师带我们一起看表演，做趣味

游戏，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儿童节！

会走会飞的城堡
龙津实验学校404班小记者 李鑫宁

你没想到吧，我设计的城堡既会飞、又会走。你想知

道它有什么奇特功能吗？快来看看我的介绍吧！

这座城堡的屋顶是浅红色的，墙壁是土黄色的。在

城堡的两侧，有一对天使翅膀。在城堡的下端，有一双

“机器脚”。它走起路来不仅悄无声息，还非常平稳，待在

城堡里的你感觉就像坐在高铁上一样。在城堡大门的门

把手上镶嵌了四个水晶按钮。上面分别雕刻了春、夏、

秋、冬四个季节的图样，只要你轻轻按一下其中一个按

钮，城堡周围的景色马上就会切换成按钮上所标识的季

节。

这座城堡的基础功能是能给你提供一个舒适的环

境。如果你饿了，你只要轻轻拍一下餐桌，一堆美食就会

立刻出现在你的眼前。如果你累了，一躺上沙发，许多机

器人就会围着你，给你按摩、播放优美的音乐，让你的疲

劳马上消失……如果你想看书，你只要说一声“看书”，各

式各样的书就会整齐地摆放在你面前，让你畅游知识的

海洋。

城堡的高级功能是会飞、会走。只要你说声“起飞”，

城堡的翅膀就会轻轻地开始扇动、慢慢地腾空而起。随

着它越飞越高，它的“机器脚”就会收起，飞行速度也变得

越来越快。从中国的万里长城到澳大利亚的草原，从蒙

古的杭爱山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平原……所有美景尽收

眼底。带你尽情地欣赏地球上的大好河山。你如果不想

在天上飞，你只要再按一下门上的开关，天使翅膀就会慢

慢收起，“机器脚”就会带你周游世界。

这样的城堡是不是很神奇？你也来“体验”一下吧！

多功能书包
龙津实验学校404班小记者 张佳琪

我想发明一种多功能书包，不仅上学轻松，出门也很

方便。这种书包有很多种功能，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

很适用。

它可以变大变小，变换颜色。周末放假，约上同学外

出游玩，你就可以按一下红色按钮，变一个喜欢的颜色，

再按一下黄色的按钮，将书包变成一个小背包，无论背包

里面装了多少东西，都会感到十分轻松。

书包的防水性能也很强。下雨了，你不用担心书包

会淋湿，因为一遇到水，它的表面就会释放出一层超强的

防水薄膜，就算下了一场大雨，或者直接泡在河里，书包

也不会漏进一滴水。

这种书包还自带定位和报警功能。如果哪一天你走

失了，被坏人骗走了，又没办法报警，这时只要打开书包

最小的夹层，按一下红色按钮，书包就会发射求救信号到

爸爸妈妈的手机，这样他们就可以很轻松地知道你的位

置了。

这个书包有一个环保功能。在书包两侧各有一个装

垃圾的袋子，一个装其他垃圾，另一个装厨余垃圾，你只

要把对应的垃圾放进各自的小袋子里，不一会儿，里面的

粉碎机就会把垃圾彻底粉碎，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垃圾

没地方丢了，也不会因为乱丢垃圾而破坏环境了。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发明出这样的书包，让人们

的生活更加方便。

笋探测器
龙津实验学校404班小记者 吕宏涛

每当老爸上山挖笋的时候，总会为一件事而苦恼，那

就是——找笋。山上的笋似乎都被别人挖走了，能找到

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发明一个工具——

“笋探测器”。

这个探测器外形是一根长长的铁棒，看似很重却又

不重，因为他是纳米合成材料制作的。握柄处有一个开

关，铁棒的头部有个闪光灯，当探测器感应到笋时，就会

发出“嘀、嘀、嘀”的响声，闪光灯的颜色也会随着笋的大

小显示不同的颜色，没有笋时闪光灯是绿色的，找到小笋

时闪光灯是黄色的，找到大笋时闪光灯就会变成红色。

探测器不仅具有寻找笋的作用，还会伸出一个“旋转

锄头”用来挖笋。这个锄头表面光滑，是经过上千次的捶

打制作而成的，旋转的速度比光还快。它会自动根据笋

的大小把锄头伸进土里，找到笋的尾端，不出意外，五秒

钟即可轻松地把笋连根拔起。如果挖笋的时候被什么东

西阻挡了，没有关系，只要按住“锋利锯子”按钮，探测器

就会自动伸出锯子把阻挡的物体锯断。不要小看了这个

锯子，它异常锋利，削铁如泥呢。

希望这个“笋探测器”能给老爸带来便利，帮我们挖

更多的笋。

万能电动滑板
龙津实验学校404班小记者 徐天翼

“啊！呜呜呜，我可怜的膝盖。”嗯，你要问我在干什

么？唉……我在滑电动滑板，结果摔倒了。

我希望我能拥有一只万能电动滑板。这个滑板通体

黑色，底下有 4个轮子，两侧微微翘起，两个小机翼在一

边探出脑袋。黑色遥控器上面有3个不同的按钮，还有5
个小长方格，那表示电量。

遥控器上的绿色按钮有两个重大功能。第 1个功

能：吐枕头。当你摔倒时，滑板会向遥控器传送信号，遥

控器就会发送指令：快吐出枕头！滑板就会向你摔倒的

方向吐出 80厘米长的枕头，防止摔伤。等你爬起来时，

滑板就会把枕头吸回去并清理。第 2个功能：语音识别

功能。当你向它说：“我饿了。”滑板内就会吐出一瓶水、

三大包健康食品和桌椅。你就可以吃个饱了；当你拿着

作业说：“我要写作业。”滑板就会变大，一个有小窗口的

玻璃罩会盖住滑板，吐出学习用品和桌椅；当你累了时，

你大喊：“我累啦！”它就会开启自动驾驶，并吐出一张床，

遇到障碍物会自动让开，并让滑板开动时没有任何声音。

遥控器上的黄色按钮是开关速度按钮。按 3秒开

机，2秒关机。往前一推速度缓慢，再一推速度中等，再

一推速度加快。

遥控器上的蓝色按钮是飞天和潜水按钮。如果你按

一下它，就会启动飞天模式：滑板变大，两侧机翼伸展开，

滑板上会探出一把椅子，最后一个有小窗户的玻璃罩把

四周罩上。巍峨的泰山、奔腾的长江、辉煌的故宫……这

些都会像画卷一般，徐徐展现在你眼前。如果要回家，就

对它说：“回家。”它就会在 20秒内送你回家。如果你按

蓝色按钮 2秒，滑板就会被玻璃罩住，然后它就会在水中

冲出一条“水路”，驮着你前行。

忘了告诉你，这辆电动滑板用的是风力和太阳能，不

用接通电源充电。还有，这辆滑板还不排尾气，是不是很

环保啊？还等什么？快来试试吧！

爷爷的菜园子
岳林中心小学205班小记者 葛倩如

爷爷今年七十岁了，头发也白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服

老，还是那么喜欢劳动。这不，今天一大早又去自家的菜

园子里忙活了。

我从来没有去过爷爷的菜园子，今天我想去探个究

竟。在爸爸的带领下，我们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菜园子。

这是块不大的地，却密密麻麻地种满了各种蔬菜，有萝

卜、青菜、豆角、小葱……它们一排排、一块块，井然有序

地分布在各个位置，看得出来爷爷有多认真和细心了。

爷爷见我一脸诧异，微笑着对我说：“倩倩，你看，这

些蔬菜都是爷爷种的，营养又健康。”我听了兴奋地对爷

爷说：“爷爷，您真棒！”

自从有了这个菜园子，一年四季总有吃不完的蔬

菜。我爱生机盎然的菜园子，更爱勤劳慈祥的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