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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爸爸出去抓龙虾的时候抓到了一只小乌龟。
爸爸把小乌龟带回家，想把它养起来。我跟爸爸说：“小乌龟
孤孤单单多可怜，还是把它放生吧！”爸爸说：“那好吧！”看着
小乌龟回到河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我开心极了。

——101班小记者 张涛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做甜甜的西瓜糖。我们去水果店买了

一个大西瓜。回家后，先把西瓜的果肉切下来，再把外面的绿
皮削掉，洗好后切成长条再加白糖拌匀后盖上保鲜膜放两小
时。经过漫长等待，终于腌好了。腌好直接倒锅里用大火把
水分煮干接着再用小火煮出糖霜，可是我们煮啊煮，怎么也煮
不出糖霜。哎，我们失败了，但我还是很开心。

——101班小记者 王络滔
吃过晚饭，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公园玩。公园里真

热闹啊！有的人在玩跷跷板，有的人在滑滑梯，有的人在和小
伙伴玩你追我赶的游戏。大家玩得满头大汗，开心极了。

——101班小记者 范乐怡
今天我们家吃椰子，我还从来没有吃过椰子呢！椰子的

壳很硬，我怎么也打不开，可把我急坏啦。爸爸告诉我：“不要
着急，你仔细观察一下，看从哪里才能打开？”我左看右看，在
椰子前面有 3个凹陷的小坑，爸爸告诉我那是椰子的结柄
处。在爸爸的指导下，我用筷子使劲儿一捅，捅出个小洞来。
哈哈，我终于喝到椰子汁了！ ——101班小记者 陈昊

放暑假了，天空下着小雨。邻居阿公给我拿了一只大西
瓜。我用勺子小心翼翼地挖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力压一压，就
变成了西瓜汁。喝一口，真是美味极啦！

——101班小记者 王妤馨
指导老师 王雪亚

奉化位于浙江省东部，地貌特征为“六山一水三分田”，气
候四季分明，有著名的溪口雪窦山风景区。此外，奉化还有很
多美食，如芋艿头，水蜜桃、草莓、大堰高山西瓜等。

——102班小记者 王心忆
我喜欢秋天，秋天是个美好的季节，金灿灿的谷穗笑弯了

腰，树林里，树叶掉在地上，就像穿上了一件美丽的衣裳。
——102班小记者 陈紫轩

今天，我去了同学家。我们在玩猜数字、象棋、脑筋急转
弯，玩得很开心！ ——102班小记者 沈景乐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100周岁生日，这天我跟妈妈
一起看了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感觉到英雄的伟大，我要好
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做贡献。

——102班小记者 施羽熙梓
晚上，爸爸带我和妈妈一起去超市，一路上爸爸开着车，

车里放着音乐，我和妈妈说说笑笑。在超市里买了各种各样
的水果和生活用品。当时我肚子饿了，我们一起吃了夜宵，把
肚子吃得圆鼓鼓地回家了。 ——102班小记者 吴雨谦

夏天到了，很多果实都成熟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果园摘
水果。有一串串的葡萄，绿色的，紫色的，像小灯笼一样挂满
了枝头，摘下来一口一个真好吃呀；有圆滚滚的西瓜，花花的，
绿绿的，贴着标签躺在地上，我挑了一个最大的抱回了家，切
开尝尝好甜呀；还有红彤彤的杨梅，粉扑扑的桃子……夏天真
美真甜呀！ ——102班小记者 吴浚哲

今天妈妈突然想到给我编辫子，她第一次编，有点笨笨
的，拉的我头发有点痛，但是我还是忍住不出声，并鼓励妈妈
真棒，她后来越编越好了，大人小孩喜欢被鼓励，这样事情才
会越做越好。 ——102班小记者 王伊

指导老师 孙慧俊
放暑假啦！我们全家人一起来到公园里。我的眼球一下

子就被五颜六色的鲜花吸引了，不禁感叹道：“这鲜花真美
啊！”弟弟十分喜欢小金鱼，他走到小池边，看到水里游来游去
的小鱼，他兴奋地对我们说：“你们快来看啊，是小金鱼！”听到
这里，我连忙好奇地跑过去看，发现了一池塘活泼的小金鱼。
就这样，我们在池塘边待了好一会，直到天黑才依依不舍地回
家。 ——103班小记者 戴筱谚

今天我一觉醒来，感觉自己的身体忽冷忽热的，还浑身发
抖。爸爸妈妈见到了，吓得急忙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耐心
地给我量体温、检查身体，还细心地询问我情况，还要我住
院。这是我第一次住院，看到大家都为我担心、忙碌，今后我
一定要强身健体，不让自己再生病了。

——103班小记者 沈金宇
今年端午节我玩得最开心。记得端午节那天，爸爸带着

我和妹妹一起去海边玩。那里人很多，有的人在卖小吃，有的
人在卖玩具，还有的人在舞台上唱歌跳舞……沙滩上全是人，
好热闹呀！我和小妹跑到沙滩上，一起挖沙子，一起看浪花，
一起玩滑梯。真是愉快的一天，都舍不得回家了呢！

——103班小记者 郭钰荣
暑假里的一天，我跟妈妈去小公园游玩。走到一个池塘

边，发现碧绿的荷叶下有不同颜色的小金鱼在游来游去。粉
嫩的荷花上还有勤劳的小蜜蜂在忙着采蜜呢！蜻蜓飞来飞
去，好像都不着急回家。夏天虽然是个炎热的季节，但也是一
个有趣的季节。 ——103班小记者 魏逸博

我家养了两只鸡，它们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个尖尖的小
嘴。它们穿着一件橙色的外衣，显得格外漂亮。小鸡每天喜
欢在外面走来走去。我每天给它们喂食物，小鸡只要看到我
就飞快地朝我跑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小鸡也一天天长大
了。看着它们长得越来越漂亮，我感到很开心！

——103班小记者 张蕊
星期天，爷爷带着我们来到海边抓螃蟹。我看见了无边

无际的大海和一艘艘船。我们卷起裤脚，小心翼翼地来到滩
涂上。我和姐姐仔细地寻找着螃蟹的踪迹。“啊！找到了啦！”
我兴奋地大喊。可是，我不敢去抓，于是叫来了姐姐帮忙。姐
姐真厉害，抓到了一只、二只、三只……今天的收获真多呀，我
们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103班小记者 王辉

指导老师 杨香芬
今天，外面下着雨，爸爸带来了一位“客人”，它的名字叫

含羞草，我只要一碰它，叶子就会合起来，太有意思了！
——104班小记者 郑含卓

今天我特别开心，因为爸爸送给我一只可爱的小黑狗。
它全身是黑灰色的，眼睛圆圆的小小的，真是太可爱了！

——104班小记者 赵梓雨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回奶奶家。我们一起吃完饭后去超

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有火腿、薯片、米饭等等。好开心的
一天啊！ ——104班小记者 罗辰锐

指导老师 叶宁

纸片托水
304班小记者 王浩宇

周三的语文课，徐老师在语文课上给我们做了
一个实验：纸片托水。听到这个实验名称时，我就很
奇怪：纸片怎么可能会托住水呢？

只见徐老师拿出了准备的工具：杯子、白纸、
水。实验开始了，徐老师先往杯子里倒水，然后把白
纸轻轻放在杯口，让白纸充分接触杯口，再按住白纸，
把杯子慢慢倒过来，最后放开按住白纸的手。同学们
都非常紧张，大气也不敢喘一口。我捂住眼睛都不敢
看，但是没想到纸片真的托住了水，太神奇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我忍不住问。徐老师告
诉我们这是大气压的原因！回到家后，我迫不及待
地做起了这个实验，真的一下子就成功了。科学可
真有趣啊，就像魔法一样！ 指导老师 徐芳

有魔法棒的猫咪
304班小记者 童嘉怡

一天，有一只猫咪正要回家的时候，它在地上发
现了一根魔法棒。

小猫刚拿起魔法棒就发现有一只小狗被一块大
石头压住了脚，无法动弹。小猫立刻去帮小狗搬石
头，可是石头实在是太大了！情急之中，小猫挥动了
下魔法棒，没想到那块石头竟然就飞了起来，小狗得
救了！原来这根魔法棒还有这般用处呀！

在回家的路上，小猫用这根魔法棒帮助了许多
人。回到家，小猫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就在这时，
被小猫帮助过的动物都来到小猫家帮它做饭，这让
小猫感动不已。

这一天，小猫非常开心，不仅仅是因为动物们做
的美味饭菜，更是因为它今天帮助了大家！

指导老师 徐芳

我成为了语文老师
304班小记者 杨锐

一天，阳光明媚，语文老师正在给大家上课，突
然老师说：“我想问一问大家，你们认为当老师容易
吗？”我不假思索地说：“容易，因为老师只要给我们
上课改作业就可以了呀！”老师说那你来当一当老师
就知道了。

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可是没多久难
题来了。我们班的两个冤家又开始打架了，只听他
们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最后总算平复了这场战争。
可是又没过多久，我想起自己还没改作业呢，我慌忙
地改起了作业，改完后老师提醒我说：“下午第一节
是语文课，不要忘了备课。”就这样我体验了一星期
的老师，体验完后老师让我说一说感受。我想了想
说：“在这个星期里我明白了老师其实是非常辛苦
的，老师不仅要给我们备课和上课，有时候还要忙得
连觉也睡不好。”

“叮铃铃，叮铃铃……”被一阵闹钟铃叫醒，噢，
原来我是在梦里做了一周的语文老师呀。不过我也
深深地感受到了当老师的辛苦。 指导老师 徐芳

小问号
301班小记者 陈骏哲

我有一个爱问问题的弟弟，我们都叫他“小问号”。
今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弟弟就跑进我的房间来问

我科学题目：“哥哥，你能告诉我蚕有几对足吗？”我看
着弟弟充满好奇的小眼睛，回答道，“蚕呀，它有 8对
足。”“哥哥，我还想知道蚕宝宝的其他知识，你能再多
跟我说一些吗？”我看了看面前的“小问号”，不禁想起
了家里养的蚕宝宝，于是，我拉着弟弟的手往我的书房
走去。

轻轻打开书房门，我拿出了自己最近养的几只蚕
宝宝，我告诉弟弟：“这些蚕宝宝是刚刚孵化出来的，它
们一开始都是黑色圆形的，像芝麻一样大小，经过 2
天，它们已经变成现在的淡红色、浅褐色，再过3-4天，
它们就会变成灰绿色或紫黑色。蚕宝宝孵化的快慢跟
它们生活的温度、湿度、氧气和食物等都有关系。”

“那它们就只会变颜色，样子还会变吗？”“当然会
变呀。蚕的一生总共蜕皮 6次，从蚁蚕到吐丝结茧一
共蜕皮4次，最后会变成蚕蛾。蚕的一生很短暂，从出
生到死亡大约只有56天。”听了我的介绍，弟弟呆呆地
看着我手中的蚕宝宝，没有再问我其他问题，也许他是
在感叹蚕短暂而有意思的一生吧！是啊，蚕的生命虽
然短暂，但是它们却向我们人类提供了那么宝贵的蚕
丝，它的一生是如此有意义，我们也应该跟蚕一样，在
短暂的一生中，多学习有用的知识，以后也做更多有意
义的事。

指导老师 王灵巧

沙滩之旅
301班小记者 范诗睿

周末，天气晴朗，爸爸决定我们一家五口一起去
沙滩玩，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和姐姐、弟弟三人不禁
激动地跳了起来：“终于可以去玩沙子了！”

来到恒大御海天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
大的喷泉，水质清澈，每个喷泉口都雕刻着各种动
物，真的特别精美。再往里走，就来到了我们心心念
念的沙滩了。一看到那么美的沙滩，我们姐弟三人，
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子，就往里冲。

跑着跑着，我们发现沙滩虽然美好，但是沙滩上
很多垃圾却破坏了它的美丽。于是，爸爸提议我们
进行一个环保大赛，以半小时为限，最后谁捡的垃圾
最多谁就获胜，奖励棒冰一根。一想到在这么炎热
的夏天，能吃到一根棒冰，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于是，我们姐弟三人还没等爸爸喊开始，就动手捡起
来，生怕被比下去。

半个小时转瞬即逝，我们看着手里满满的垃圾
袋，再看看干净的沙滩，都露出了微笑。最后，到底
谁赢了呢？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我们每个人
都得到了一根棒冰。 指导老师 王灵巧

我爱我的祖国
305班小记者 王欣宇

我的祖国像一只雄鸡，昂首挺立站在世界的东
方。

让我最自豪的是：我是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以前，我们的祖先艰难地在这里生活着，有时，

其他国家也会来侵略我们的祖国。但是，我们中华
儿女不懈地努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魂。”这句话我会牢牢记
住。我要好好学习，回报祖国妈妈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爱我的祖国，伟大的祖国！
指导老师 王芳

那次玩得真高兴
305班小记者 崔紫暄

去年秋天，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一起去冰雪大
世界玩。去之前我们了解到，去冰雪大世界一定要
带上厚厚的棉衣和大裤。因为那里零下8℃，很冷。
到了那里我们换好衣服，买了棉鞋和手套，就兴冲冲
地跑去玩了！

哇！这里下着鹅毛大雪，地上好像铺着一层厚
厚的鸭绒垫，真漂亮！正当我看得入迷之时，我摔了
一跤，原来，在我欣赏的时候，妹妹挖了一个大坑。
我气极了，抓起一团雪向妹妹扔去，妹妹也向我扔雪
球，在这里，充满了我和妹妹的欢声笑语。再往里面
走，有各式各样的冰雕，有美人鱼、大白鲨、小丑鱼，
还有最可怕的海巫师。最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海
巫师，它比两个成人都要大两倍，头发上全是可怕的
水蛇，身上全是又丑又黏的毒青蛙，想想都可怕。

最好玩的是360度大转弯的滑梯。这个滑梯是
冰做的，买一个塑料坐垫后，走上冰梯子，这个滑梯
很高，快要碰到天花板了。滑的时候，要抓紧坐垫，
不然坐垫会掉下来。在冰梯上滑起来，速度可真快，
我感觉此时我就像一只豹子在飞奔。

走进二号区里，有许多小吃，有热乎乎的热狗，
有香喷喷的羊肉串，还有麻辣汤……吃完后，我们感
到身子非常暖和。

这是我玩得最开心的一天。 指导老师 王芳

游校园
402班小记者 章欣妍

我们的校园风景如画，十分美丽。至今已有一百
多年的历史。在校门口就可以看到“莼湖街道中心小
学”这八个字。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令人耀眼。

一走进校门，就来到玻璃窗，有光荣榜、公告栏，还
有各班课程表。

绕过玻璃窗来到广阔的操场，那里足足可以站
1560人，操场是由多种物体组成的。首先是围栏，接
着是一圈大树，那些不知名的大树有的像战士一样耸
立在泥土上。有的像守门员一样站在那儿，有的新苗
儿有30厘米多高，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最后是由
大约一公顷的草坪，那一丛丛草翠绿翠绿的，绿得让人
睁不开眼睛。到了冬天草坪更是一番景色，因为你会
发现变白了，草坪好似披上了一件雪白的大棉袄。

向北望去是主席台，左边是升国旗的地方。火红
的国旗在旗杆上随风飘扬，好似在告诉我们，要有一颗
善良的心，也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当你躺在草坪上仰
望蔚蓝的天空时，你发现天空上的云朵千姿百态。有
的像威武的小老虎，有的像调皮的小猴子。下课了，同
学们纷纷跑到操场活动。向南看去就是教学楼。书声
琅琅，老师们非常严肃。

我们的学校是不是风景如画？在这个幸福快乐的
校园里成长、学习知识，我的心儿充满了温暖。你难道
不为我们学校感到自豪吗？ 指导老师 丁含笑

再见了，同学们
501班小记者 施书媛

“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妈妈我可不可以不去？”
卧室里传出了我带着哭腔的请求声。“不行，这是没
得选择的，要不然，妹妹怎么办？”妈妈坚定地回绝了
我，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我的卧室。

我没有忍住，一下子扑到床上大哭起来。天哪，
我要离开我的同学们了，妈妈要帮我转学了，在一起
五年的同学们再也见不到了。平常一起玩的小伙伴
也不能老是一起玩了。好难受啊！

昏昏沉沉中，我突然想起了刚入学的时候，我还
什么都不懂，但是班级里有一个比我高的小姑娘总
会带着我一起玩，她会拉着我一起上课，下课，甚至
连去洗手间也会带上我。还记得那次，妈妈因为工
作忙，忘记让爸爸来接我，天快黑了，我还被遗忘在
学校里。我一边等着妈妈来接我，一边害怕地直打
哆嗦。忽然，校门口出现了一道光，那是电动自行车
的光，“是妈妈来接我了吗？”靠着光亮给我的希望，
我鼓起勇气冲到了门口。“咦，你怎么还在学校啊？”
原来是云朵忘记带书又回来拿书的。“我……我……
我妈妈忘记来接我了，呜呜呜……”我忍不住嚎啕大
哭起来。“没事的，没事的，”云朵拍了拍我的肩膀，轻
轻地说道：“会好的，妈妈只是太忙了，那你现在和我
一起回我家吧，我让我妈妈告诉你妈妈来我家接你。”

“嗯。”我忙着擦了擦鼻涕，紧紧地拉住云朵的手。
还有在我遇到难题，仔细帮我讲解的吴“师父”，

会在我难过时，安慰我的许“闺蜜”，还有那么多那么
多和我一起玩耍过的同学，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哭着哭着，我似乎在睡梦中看见董老师教我们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场景。离别
是暂时的，以后的我们肯定会在更好的地方相遇。
再见了，同学们，我会一直记着你们的。

指导老师 董颖枝

我爱您，中国共产党！
502班小记者 王家浩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飞行庆祝
表演，一架架飞机在空中像人一样做了各种高难度的
动作，还摆出了 100、71的造型，喷射出的五颜六色的
火焰划过广场上空时美丽极了！在一声声震耳欲聋的
礼炮鸣响后，是国旗护卫队升旗仪式，他们一个个昂首
挺胸，精神饱满的走入广场，虽然没有在现场，但在庄
严的国歌声中，我们全家不由自主地也起立共唱国歌，
我还面向电视机上的五星红旗敬礼！

升旗仪式后，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
词，我非常羡慕哥哥姐姐们能在天安门广场上朗诵，今
年是党的百年华诞，我阅读了《闪闪的红星》《小英雄雨
来》等书，重温了党的百年历史，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
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越过激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
的巍巍“巨轮”……我为伟大的党和人民而骄傲，为自
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之后，我还欣赏了军乐团
的演奏、合唱团的合唱，以及五彩缤纷的气球和和平鸽
放飞等。

最后，我想代表我们全家对党说：“我爱您，中国共
产党”，是您用一次次行动为我们诠释了“没有中国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让我们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
活！我也会不负您的期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指导老师 袁鑫辉

母爱
503班小记者 陈佳

那些是梦中的回忆吧！刚刚睡醒。
还记得有一次我得重感冒，还发烧，每天去看医生

还挂盐水，可是病情还是反反复复，后来病情还严重
了，发展成肺炎了。妈妈当时急得不得了，医生建议住
院，我记得当时住院了一星期左右，妈妈忙得团团转，
白天要去上班，一下班马不停蹄往医院赶，按照医生的
嘱咐，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躺在床上，妈妈陪伴在我
身旁，看着她忙碌的身影，那个身影总是那么熟悉，那
么温柔还带些疲惫。我内心愧疚不已，要是我不生病
就好了!

还有一个冬日，我们家的洗衣机坏了，要洗一大家
子的衣服，妈妈只好手洗衣服，那水寒冷刺骨，我在一
旁看着，看着她那被冻得通红的双手，我好几次想上前
尽一点儿微薄之力，都被拒绝了，她是怕我冷着冻着了。

每当我受伤时，哪怕只是擦破点儿皮，她都要看个
仔细，一边嘴里还唠叨着，以后要小心点。

醒来，我想对您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
女那微弱的孝心，怎能报答父母的恩情呢？您就如阳
光、雨水，而我就是那一朵小花，润物细无声的滋润着
我，养育着我。感谢您对我的关心与鼓励，感谢您对我
如 大 海 般 无 穷 无 尽 的 爱 ！ 妈 妈 ，我 爱 您 ！

指导老师 蒋瑜

雨后夏日美景
503班小记者 许诺

今天，太阳公公心情不太好，天空灰蒙蒙的。突
然，轰隆隆一声，雷公怒气冲冲地吼叫着，即刻间便
下起了倾盆大雨，雨点犹如一颗颗巨大的黄豆。天
空中竟还刮起了狂风，小花小草就像喝醉酒的人一
样，东倒西歪。眼看雨越下越密，风越刮越大。定睛
一看，玉兰花好似合拢的手掌，花瓣轻轻下坠……它
那娇柔的身子能经得起大风大雨吗？我知道这是雷
阵雨，便趴在窗户下默默祈求雨停。果不出所料，雨
渐渐地停了。

雨停后，天由阴转晴，我打开窗户，空气中弥漫
着花草的芬芳。我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猛然瞧见了
一只正在破茧的蝴蝶。它慢慢地、慢慢地往外钻，行
动十分缓慢，可还是看得出它那么渴望飞翔，不顾一
切地想成为美丽的蝴蝶。花更加鲜艳了，雨珠还停
留在花瓣上，忘记了离开，太阳从云层中冲了出来把
光洒在水珠上，彩虹躲到了珠儿上了。酷暑炎夏，太
阳才一露面，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盛开的
野花似乎感受到了暖意，露出娇嫩欲滴的花瓣，衬着
像绿色小领结般的叶子，透着那样的美，十分简朴可
爱！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滚动过来，直滚到
人的头顶上时，天地间仿佛就变得金光闪闪了。

有一种气息促使着我继续往前走。“这是什么？”
我不敢相信的问道，我情不自禁地揉一揉眼睛，一睁
开眼睛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荷花塘，我真
不敢相信，我不是在做梦！一阵清风从我脸旁拂过，
一池的荷花小姐们都争先恐后地穿上自己最漂亮的
粉红舞裙，在空中翩翩起舞。荷叶也不甘示弱的，做
着高难度舞蹈动作。时不时还有水珠从荷叶上滚落
下来，落在池塘里，流向大海。池塘里的水十分清
澈，时不时有几条鱼儿从水中跃起，一群鸭子从水面
上游过，溅起一层层水花。一群鸭子从水面上游过，
我先是看它们争先恐后觅食，用嘴撩起水洗擦羽毛，
再是雄鸭追母鸭，弄得水面上一片热闹……

夏天的阳光虽是火辣辣的，但照在人们心中却
是温暖的。暖暖的阳光还让花草树木变得更加有生
机、有活力！ 指导老师 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