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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气”的新同桌
莼湖中心小学501班小记者 吴芷钰

听说，我们班来了位新同学，好期待啊！不知道是他
还是她呢？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人好不好相处呀！带着
一连串的问好，我们伸着脖子，痴痴地望着门外。终于，
门外出现了人影。等走近了，才发现新同学是她。她个
子不高，人瘦瘦的，皮肤白白的，黑黑的头发又长又直，让
我一下子就记住的是她那双像星星一样的眼睛，好像能
从里面流淌出智慧的光芒来。

班主任让这个新同学成为了我的同桌，我连忙和她
打起招呼来，以后可是要一起相“住”一个学期呢，邻里关
系可一定要好。就这样我们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星期。周
一上学了，我早早就到了学校，因为周末自己偷懒，作业
还没有完成。自己完成显然来不及，我在来之前就已经
想好计策，向同桌“借”，相信凭我们这么好的关系，她肯
定义不容辞的。“嗨，同桌，‘借’一下你的作业本，我来不
及了，你总不会看着我挨批吧！”说着，我就伸手自己去
拿。谁料平时看似温柔的她，狠狠地用双手按住自己的
书包，连连摇头，大声说：“不行。”“哼，小气鬼，不借就不
借，我们再也不是好朋友了！”说着，我一扭头走开了。

不出意外，周一的中午我被老师批评了。回来后，我
狠狠地瞪了一眼我的同桌。一整天都没有和她说话。

晚上，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你真
的认为她是在‘害’你吗？她真的是‘小气鬼’吗？”

你说，我的新同桌是个“小气鬼”吗？
指导老师 董颖枝

我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居敬小学503班小记者 杨家杰

中国共产党，一个神圣而庄重的名字；中国共产
党，一个无法磨灭的记忆；中国共产党，一个名垂青史
的丰碑。今天，我们伟大的党已走过 100年的光辉历
程。100年来，经过多少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引领广
大人民写下了光辉史篇。

爸爸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告诉我，
长大后要为国家，为社会尽自己一份力量。

爸爸是一名党员，也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我
记得他每天总是很早出门，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
家。村里哪条路不好了，哪些设备需要维修了，甚至谁
家的房子需要修建了，他都要去管。村里还经常有人
跑到我家来理论，说我爸爸没有帮他们解决问题。爸
爸总是耐心解释，并承诺尽快解决，让他们满意而归。
妈妈每次看到爸爸忙前忙后，还要被别人数落，不理
解。有时会埋怨爸爸多管闲事，这时候爸爸会很严肃
地批评妈妈，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有坚定的理
想信念，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爸爸就这样默默地为村里人付出着。在爸爸带领
下，我们村有了很大变化，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小路
变成了宽阔的大马路，杂草丛变成了漂亮的公园，让村
民们有了休闲的好去处。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有，村
子里建起了一排排整齐的房子，家家户户住进了新房，
很多户人家还买了小轿车。而我的爸爸身体越来越不
好，年纪不大却满头白发。如今爸爸已经不是村书记
了，可是村民们还是常常跑到我家来找他，大事小事他
都耐心聆听，一一解决，乐此不疲。他常常说他是一名
党员，始终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的爸爸，他只是千千万万名共产党员中的普通
一员，他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不正是共产党人崇
高的思想的诠释吗？

我们青少年一代生活在党旗下，沐浴着党的阳光，
要向他们学习为班级、为学校、为社会做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不断弘扬党的精神。

迷糊的老妈
武岭小学504班小记者 康诗雨

我的妈妈留着一头清爽的短发,有一双炯炯有神的
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老花镜,再往下就是一张能说
会道的嘴了。妈妈个子不高,体型偏胖，看了我的描述,你
一定觉得我的妈妈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哈哈,那你就被
她的外表骗了。其实我的妈妈常常犯迷糊。有时候,刚
把米洗好放进电饭煲后,就去炒菜了。等菜都炒好了,去
盛饭的时候才发现电饭煲里的米还没开始煮；有时候,妈
妈早上急急忙忙出门上班,过了几分钟,又听见她“咚咚”
往回跑的声音,不用说,肯定又有什么东西忘带了。

有一次,妈妈在屋子里东翻西找,我问:“妈妈,您找什
么呢?”妈妈一边找一边皱着眉头说:“找笔呢,刚才还在这
儿,怎么一会儿工夫就不见了?莫非长腿跑了?”看她着急
的样子,我也帮着找。可是,桌子上没有,沙发上没有,抽屉
里也没有……笔到底在哪儿呢?忽然,我看到妈妈的手里
正拿着一支笔，便问她:“是您手上拿的那支笔吗?”“咦,原
来在这里。”妈妈说着,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的妈妈就是
这样一个迷糊的人。可是,她的迷糊在我的眼里正是她
的可爱之处。

奉化的变化
新城实验小学202班小记者 吴晟

我的家乡在奉化，我给大家说说奉化的变化吧。
首先我来说说我住过的小区吧，我们的小区环境极

其恶劣，最后终于搬迁，造起了房屋和高楼大厦，一幢幢
房屋挺直的身子，大厦高耸入云。惠政老街古色古香，开
了一家家小吃店、奶茶店等，到了晚上灯火通明，那一盏
盏灯有的像小鹿，有的像白云，美丽极了。

再说说地铁通了之后吧，地铁像一条忙碌的巨龙，每
天在长长的轨道上奔跑着，有时我还会约几个小伙伴去
坐地铁到儿童公园或樱花公园。

你看，奉化的变化是不是很大？

挖土豆
裘村中心小学202班小记者 徐艺

五一假期，我们一家人去大堰看望外公外婆。爸爸
开着车，我和妈妈则欣赏着盘山公路两边的田园风光。

不知不觉我们就来到了大堰，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小
菜园。里面种的蔬菜可多啦，有韭菜、豌豆、蚕豆，还有土
豆呢。我迫不及待地想进去体验挖土豆的乐趣。我仰起
小脸对妈妈说：“妈妈，我可以进去挖土豆吗？”妈妈忽闪
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说：“可以，但是要等到午饭后，现
在地里有露水，会把衣服弄脏。”

我进了外婆家，匆匆吃完午饭，放下碗筷就跑到小菜
园里去了。我四处看了看，决定拿把锄头挖土豆。我将
锄头对着土豆藤挖去，一开始只看见小的土豆。奶奶说
要挖深一点，我用尽全力挖，终于发现了大土豆。奶奶教
了我第二招——顺着藤挖，这样才能挖到更多的土豆。

我又接连挖了四个土豆。挖土豆还真累人，不过看
着又大又黄的土豆，我心里高兴极了。

这次去外婆家，最大的收获就是感受到了挖土豆的
乐趣。

小熊学本领
裘村中心小学202班小记者 王宇轩

动物园即将举行特长比赛，小动物纷纷报名，只有小
熊到处晃荡，无所事事。

小熊在森林里玩耍，突然，他发现大象正专心致志地
画画。小熊走过去，对小大象说：“大象哥哥，我能和你一
块儿学画画？”大象爽快地答应了，说：“当然可以，这是画
笔，和我一块儿学吧！”说着，大象递给小熊一根树枝。过
了一会儿，森林里响起了美妙的音乐，小熊竖起耳朵一
听，原来是小兔子在弹钢琴，它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去，
对小兔子说：“小兔子，我跟你一块儿学钢琴吗？”小兔子
高兴地说：“当然可以，一起吧！”于是，小熊跟着小兔子学
起了钢琴。可是，屁股还没坐热，小熊就跟着小鹿一起跑
步去了。可是，小熊又觉得跑步太累了，又放弃了。

动物王国特长比赛如期举行了，大象、小兔子和小鹿
都挂上了金光闪闪的奖牌，只有小熊一无所有，流下了悔
恨的眼泪。 指导老师 毛巧娜

鸡蛋壳奇遇记
新城实验小学202班小记者 蒋淽炘

早上，小蝴蝶小蚂蚁和小虫子一起在外面玩，它们
捡到了一个鸡蛋壳，就用鸡蛋壳当跷跷板玩，小虫子坐
在左边，小蚂蚁坐在右边，小蝴蝶当裁判。它们玩得特
别开心。

过了一会儿，它们找来几根线绑在蛋壳上，再找来
半个皮球做成了热气球，小虫子和小蚂蚁坐在上面，小
蝴蝶飞在旁边给它们做伴，它们大声说：“好美呀！“三
个伙伴玩了一会儿就回到了草地上。突然乌云密布，
天空中下起了倾盆大雨，它们用蛋壳挡着雨。雨停了，
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不知不觉它们玩到了下午，天黑了，它们就躺在鸡
蛋壳里，大树爷爷给它们盖上了树叶被子。月亮阿姨
给它们讲故事，它们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观海
锦屏中心小学502班小记者 严楷欣

五一假期，爸爸带着我来到向往已久的象山海边。
天刚蒙蒙亮，沙滩上空无一人。我光着脚站在沙

滩上，感觉脚底下一阵痒酥酥的，细沙好像在按摩我那
柔嫩的小脚。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犹如一面还
未打磨的镜子，把我整个人都倒映在了其中。我能在
那蔚蓝的大海里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面容。就在这
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风，把我的头发都给撩了起
来，本来风平浪静的海面也在那一瞬间泛起了波纹。

海平线上，一轮火红的圆日正在慢慢地升起。过
了一会儿，就露出了太阳的小半个脸，把周围的景物都
给照得透亮。没过一会儿，海平面居然变成金色的
了。我站在沙滩上，感觉自己和周围的景物一样，成了
一位传说中的金发少女。再观红日，被山给挡住了一
小部分。红红的太阳，绿绿的山，给人一种和谐之美，
大自然仿佛成了一位画家，而这一幕情景，宛如一幅美
丽的画卷。

抬头仰望天空，天空仍然是那么的蓝，偶尔有一只
白鹭飞过，给宁静的天空增添了一丝动态之美，让人感
觉身边的景物是有灵性的，就像白鹭一样，不再那么死
气沉沉，看着也不那么单调了。白鹭飞到哪里去，谁也
不知道；白鹭的家在哪儿，应该就在那高高的山上吧！
此刻，白鹭站在山顶上，衬上那火红的太阳，绝美无
比。再远眺天空中的云彩，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千变万
化。一会儿变成一匹奔腾的骏马，一会儿变成一只懒
洋洋的小熊，再过了一会儿，又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冰激
凌，看着就让人想咬上一口。置身这美丽的风景中，我
恨不得变成一只白鹭，飞向湛蓝的天空，坐在云端上低
头欣赏着下面的风景。

时间过得真快，临近中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
海。 指导老师 陈雪赞

历史长河，永流心间
——读《红岩》有感

锦屏中心小学502班小记者 王诚至
万家灯火璀璨，共庆良宵之际，历史就像指尖的沙

子，悄悄地沉入了时间的海里。当我翻开《红岩》，抚摸着
历史的记忆时，它们卷起了巨浪，在浩瀚的时间海里来回
激荡。一位位英雄的名字，逐渐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的
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红岩》是一部描写重庆解放前夕严酷的地下斗争和
狱中生活的长篇小说。书中的中华儿女，受叛贼所害，被
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虽然身处黑暗，但是他们心中
满是光明。在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下，狱中的人们依旧
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与敌人作斗争。许云峰同志英勇斗
敌，舍己为人；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成岗临危不惧，
视死如归……一位位英雄们团结奋斗，终于迎来了黎明
的曙光！

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萝卜头”，他的原名叫
宋振中，刚出生八个月就和父母一起被关进了白公馆监
狱。因为身处恶劣的监狱环境，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
下，导致严重营养不足，以至于他头大身子小，面黄肌
瘦。狱中的难友们十分疼爱他，所以都亲切地叫他“小萝
卜头”。别看他年纪小，身体孱弱，但是做起事来却异常
勇敢。利用自己是小孩子的身份，帮助革命者传递重要
信息，在敌人眼皮底下，完成了许多任务，为革命胜利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合上书，我仿佛看到了“小萝卜头”向往和平，渴望自
由的眼神。再回头看一看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条件优
越。有宽敞明亮的教室供我们学习，有老师传授给我们
丰富的知识，每天放学，都有家长在校门口等候我们。这
样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可我们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回想
起不懂事的自己，我就非常内疚。

《红岩》中的英雄们，是历史长河中的支流，在我不曾
了解到的历史中，还有无数的革命先辈们，他们抛头颅洒
热血，用自己的生命汇成江海，换来了如今的盛世和平！
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磨炼出坚韧
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勇往直前！

指导老师 陈雪赞

过春节之我的家
锦屏中心小学305班小记者 邬韬泽

昨天是除夕夜。随着一声门上指纹锁发出的“已开
锁”，我们一家便走进了一个地方。

想知道这是哪儿吗？悄悄地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
新家。走进家门，左边就是一张餐桌，右边是厨房，再往
前走一点是客厅，那里有一个65寸的可语音控制的海信
电视，它能拍照、K歌、视频聊天……功能一应俱全。客
厅的左边是茶室，爸爸一有空就待在里面喝茶，茶室再往
里走一点就到了我的卧室，里面放着一张上下铺的蓝色
床，衣柜里还有一架我亲手拼装的超大乐高飞机，飘窗上
放着一只超大熊娃娃，比我还要大。我的卧室旁边就是
爸爸妈妈的卧室了，里面有一张一米八的大床，没有顶
灯，却有个阳台，我的小白小灰就住在那里。

家里的家具基本都是智能的。我超级喜欢自己的
家，也欢迎老师和小朋友来我家做客。

指导老师 丁建梅

劳动伴我成长
锦屏中心小学502班小记者 王一心

小时候，我经常在外婆家生活。由于在农村，劳动当
然少不了。记得那时候外婆总是带上我去田野里摘果
子、拔艾草……

“快看！樱桃树上的樱桃红啦！一心，快去摘啊！”我
一听，立马带上篮子，跑到了树下，纵身一跃，一大串樱桃
掉落到篮子里。我马上拿了一小串，躲过外婆的视线，偷
偷吃了一个。嗯——小小的樱桃用牙齿一咬就破了，汁
水快速爆了出来，那酸酸甜甜的口感，是别的樱桃无法比
的，外公种出来的樱桃就是好吃！

午饭后，外婆要做艾草馒头给我吃，派我去田里找一
篮子艾草。艾草碧绿碧绿，叶子像锋利的齿轮。我耐心
地俯下身子，观察每一片叶子，找到啦！放到鼻尖一闻，
真香！闻着都直流口水，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寻找，我终
于把外婆交给的任务完成了。我们一起揉面团，做出各
种好看的形状，上锅蒸熟就可以吃咯！我这只小馋猫，肯
定要吃好多个啦！更何况是自己做出来的呢？

劳动伴我成长，有苦，有甜，我爱劳动!
指导老师 陈雪赞

龙津实验学校204班小记者 钟芮辰 班溪小学301班小记者 何小玲 松岙中心小学202班小记者 王依晨 实验小学205班小记者 庄翌韩

我想养一只小鸭子
龙津实验学校204班小记者 王蓓瑶

我想养一只小鸭子。我非常喜欢那小巧可爱的外
形，它水灵灵的小眼睛，毛茸茸的羽毛，扁扁的嘴巴。还
会“嘎嘎嘎”地叫呢！

小鸭子不仅长得很可爱，还很爱吃软软的东西，走
路时一直要跟着前面的那个人。每次我不高兴的时候，
它总会走到我的面前，逗我又是笑又是打滚。

如果，我养了一只小鸭子。一定会一大早给它了
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水。日落西山，我早早做完作业，然
后给小鸭子的“房子”整理得一干二净，没有一点脏东西
……我好想养一只小鸭子。 指导老师 袁圆

读《小兵张嘎》有感
锦屏中心小学502班小记者 陈梓末

都说童年是美好的、快乐的、精彩的，无忧无虑的
……读完《小兵张嘎》这本书，我对童年有了新的认识：生
活在不同的时代，童年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嘎子生活
的时代，童年不但生活艰辛，还要时刻面对家破人亡。

而全书的主人公——张嘎，凭借着一身的“嘎”气，让
人深深地着迷。这个“嘎”气不仅有着普通孩子的顽皮不
驯，又有着“小八路战士”的机智灵活和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勇气。他的勇敢敏捷、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都充
盈在“嘎”字上。

在家破人亡时，嘎子选择的是让自己变勇敢、变坚
强，而不是哭哭啼啼，一蹶不振。在身受重伤时，嘎子选
择的是沉着冷静，用智慧捉住敌人。在血雨腥风的环境
下，他送过情报、打过鬼子、在敌人的岗楼里点过火……
要知道他只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却做了我们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像花儿一样的幸福生活
也是那时的嘎子想都不敢想的事。

读这些红色经典不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段历
史，更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
们要牢记历史，有国才有家。曾经的祖国积贫积弱，任人
宰割，孩子们的童年都饱含着血雨腥风；现在的祖国强大
到让世界各国都羡慕，我们才有幸福的家。

虽然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中
国。曾经，我们任人宰割；曾经，我们低人一等；曾经，我
们技术落后；曾经，我们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但那都
是曾经，现在的祖国不惧任何力量的干扰，更不惧任何势
力的欺压，沉睡的东方雄狮已经觉醒。今天的中国，早已
有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豪气。这样的祖国，让我
们有了“我是中国人，我骄傲”的霸气；这样的祖国，让我
们有了“少年强则国强”的勇气。

生活在和平时代，祖国不需要我们冲锋陷阵，也不需
要我们像嘎子那样临危不惧、宁死不屈，但需要我们积极
进取、努力学习！未来是科学的竞争，知识才是核心力
量。很快，时代的接力棒就会送到我们的手里，加油吧！
中华少年！花样的童年成就不平凡的我们！千千万万不
平凡的我们踏踏实实走稳每一步才能托起祖国的明天。

指导老师 陈雪赞

家乡的变化
居敬小学506班小记者 王丙凤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眨眼间，我便从一个什么都
不懂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了，不仅是我
变了，我的家乡也变了呢！

我的家乡在奉化，过了这么多的时间，它发生的变化
可不小，就说说我家附近的公园吧！以前那里空荡荡的
一片，只有一个亭子孤零零地在中央，偶尔有几位老人在
里面休息，谈笑着。现在，公园里有了好多秋千、木马，还
有一个超大的滑梯，小朋友们在上面嬉戏着，欢呼着，笑
声回荡在周围。公园前还垒起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假山，
周围还用石子铺了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路边小草茵
茵，绿油油的一片生机勃勃，五颜六色的小花点缀其中，
美极了。芳草地上整洁干净，再也看不到一点点垃圾，现
在我们实行了垃圾分类，公园旁的垃圾箱都升级成了分
类的四种颜色的垃圾箱，时刻提醒我们按规定投放垃圾，
一切都变得干净整洁，空气中溢满了花草的香味，回荡着
人们锻炼、散步、玩耍的欢声笑语。

再来看看我家门口，原来的路又窄又有小坑，现在道
路拓宽了，坑洼的水泥路变成了平坦的黑色沥青路面，车
子开起来方便、顺畅了，路的两边种上了粉的、黄的小花，
还有绿油油的植物，马路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让人赏
心悦目。

除了这些，家乡变化还有很多很多，这离不开国家对
基础建设投入一年年的加大，对民生工程的越来越重视，
才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美好，让我们过得越来
越幸福，大家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走走，相信将来我的家
乡会变得更美，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