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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一百周年有感
居敬小学505班小记者 章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在这光辉的百
年历程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数不清的共产党
员前赴后继艰苦奋战，终于在苦难中解放全中国。新
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几
代人的付出，使我们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拥有了无限
的潜力，在群星中熠熠发光。

我出生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庄，据妈妈说，过去我们
的村庄房屋陈旧，垃圾随处可见，而从我有记忆后年复
一年的偶尔下乡，见证了村庄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
旧房变成了别墅，家家户户有了分类垃圾桶，全村的房
子外墙喷涂了白色，村子里到处洋溢着大人和小朋友
们的欢声笑语。我怀着好奇心去问父亲，父亲笑着说：

“孩子，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才有今天平安详和的生
活！爸爸是党员，多年受党的教育，你要明白，共产党
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明
白了，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果，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现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和新农村。换句话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如今的
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繁
荣昌盛！变得更加强大！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祝福伟大的祖
国！ 指导老师 胡珊珊

小虫子和它的朋友
居敬小学207班小记者 宋依楠

一天早上，小虫子从土地里爬了出来。小虫子约
上它的好朋友小蚂蚁和小蝴蝶想去看看春天的样子。
它们来到一片草地上，春天的草地绿油油的，漂亮极
了。它们看见有人在玩跷跷板，小蚂蚁对小虫子说:

“要是我们也能玩跷跷板那就好了。”小虫子自豪地说：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只见小虫子从口袋里拿出一
个小蛋壳，从地上捡来一个小木板架在蛋壳上立马变
成了一个跷跷板。小蚂蚁和小虫子就这样玩起了跷跷
板，小蝴蝶在旁边呐喊加油。

到了下午，它们想感受一下蝴蝶在天上飞翔的感
觉。小蚂蚁转头问小虫子：“你有办法让我们在天上飞
吗？”小虫子望着天好像在想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
小虫子说：“你看我吧。”只见它又拿出了蛋壳，三下五
除二把蛋壳变成了一个热气球。小蚂蚁顿时对小虫子
刮目相看。就这样它们跟小蝴蝶在同一高度欣赏着春
天的样子。

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小虫子
立刻拿出神奇的蛋壳当起雨伞。小蚂蚁好奇地说：“这
个蛋壳怎么会那么神奇？”小虫子神秘兮兮地说：“等下
还有更神奇的呢。”天黑了，小虫子再次拿出了蛋壳把
它变成了一张温暖的床。用地上的叶子当成了小被
子。月亮姐姐慢慢地爬了上来，三个好朋友也进入了
甜甜的梦乡。

我的家乡
居敬小学303班小记者 傅思博

蒋大为老师的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响大江
南北，唱的就是我的家乡——奉化！

我的家乡奉化是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好地
方！每年三月份的时候，漫山遍野的粉红色桃花盛开，像
一个粉色的童话小镇，美极了！

可是以前的奉化没有这么美。那时候还没有垃圾分
类，什么生活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都到一个垃圾桶，
有的甚至直接扔到河里。如今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了，现在整个国家都提倡环保，垃圾分类是重中之重。

如今的奉化每一条道路两边都是绿化带，每个村庄
都有自己的特色，墙面上整面的手绘图案成了年轻人网
红打卡地。整洁的街道，有规划的建筑，和每个奉化人脸
上幸福的笑容是美丽奉化的最好证明！每位奉化市民都
在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奉献一个新奉化”的
目标而奋斗！我们学生更要从小做起，做一个高素质的
奉化人，为我们更好的奉化而努力，发愤图强，自律自爱，
成为我们奉化建设的接班人！从我们小小的家乡可以看
到，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中国不再是以前那个中国！我要
为祖国的进步点赞！为我美丽的家乡点赞！

我的玩伴，我的书
居敬小学403班小记者 江文博

书是人类的老师，也是一位你想见就见的朋友。如
果说买书是一种享受，那么读书便是一种乐趣。

我爱看书，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对校园小说非常着迷，
想尽各种办法逃过妈妈的“火眼金睛。”记得有一次，我做
完作业，溜到书房，把还没看完的书偷偷地藏到腋下，悄
悄地溜进了厕所，过了好久，妈妈见到处没我的人影，就
问：“在干什么呢？”“在上厕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妈妈有点不耐烦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而这时，我已
经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了，懒得回答妈妈的话。妈妈听我
没有反应，就推开厕所的门，看见我在看书，就大喊一声：

“江文博！”我估计这一声得有 80分贝，接下去当然是妈
妈一顿“狮子吼”。虽然挨了骂，但没有减少我对书的热
爱，我甚至有过边做作业边偷偷看书的经历。

有些同学说在双休日缺少玩伴，只能无聊地玩电脑、
看电视。而我却不这样认为，那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书
是我一个个有趣的玩伴，它们带着我去领略世界的精彩。

指导老师 王旭兰

我的姐姐
实验小学101班小记者 杨子晗

我的姐姐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鼻梁高高的，嘴巴小
小的。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

读高三的姐姐学习很忙，也很认真。每天早晨 6点
钟就起床去上学了，到晚上10点多才放学回家。然后还
要学习到很晚。

记得上个星期天，姐姐一大早就起来背书做作业
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妈妈让我去叫姐姐吃饭。叫了
好几次，她都没下楼。原来是姐姐遇到了一道数学难题，
正在默默地思考呢！

我爱我的姐姐，她是我学习的榜样。

妈妈的爱
实验小学101班小记者 胡书茗

前天，爸爸回家给我看了一段他在学校用手机拍的
视频。

视频里面有只胖胖的鸟儿睁着圆溜溜的黑眼睛一动
不动地蹲着。它的脖子两边有一圈黑白色斑点，像挂着
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爸爸告诉我，它叫珠颈斑鸠。我
好奇地问爸爸：“它怎么一直蹲着不飞？你这么近看着
它，它不害怕吗？”爸爸笑着摸摸我的头，说：“你再仔细看
看，它的羽毛下面有什么？”我睁大眼睛仔细看，突然发现
它毛茸茸的大肚子下面居然藏着两只小小鸟，毛还没长
齐，不时发出“啾啾啾”的叫声。我高兴极了，告诉爸爸：

“我知道啦，鸟妈妈这是在照顾鸟宝宝啊！它不是不害
怕，只是担心自己离开后宝宝会受到伤害。鸟妈妈可真
伟大！”爸爸也笑着夸我：“茗茗观察得真仔细，很棒！”

这时妈妈喊我和爸爸洗手吃饭。望着妈妈忙碌的身
影，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妈妈不也像鸟妈妈那样照顾着
我，保护着我？我跑过去主动帮妈妈盛饭，端菜，一家人
美滋滋地吃起了晚餐。

买棒冰
实验小学104班小记者 施懿宸

上周五晚上，天气闷热，妈妈提议，带我去买棒冰。
我们走进了一家网红棒冰批发店。刚进店里，我就

被各种各样的棒冰给吸引了，有巧克力味的、水蜜桃味
的、酸奶味的，包装也是五花八门，有纸盒装的、罐子装
的，甚至还有香肠一样包装的。我简直像老鼠掉进了米
缸里，眼花缭乱，真想把它们都带回家呀！我们挑选了一
些平时爱吃口味的棒冰，就开心地回家了。脚还没踏进家
门，我就迫不及待地拆开了一支新款德芙巧克力棒冰，浓
郁的脆皮巧克力外层加上柔软顺滑的奶油夹心，轻轻咬下
一口，好吃得我都要飞上天啦！这真是美妙的一晚啊！

冬日的甜
实验小学601班小记者 孙乐米

寒风是刺骨的，可草莓是甜的。
走进大棚，草莓的香味与大棚中的温暖让我瞬间陶醉

其中。一大片叶子将草莓衬托得精巧无比，一朵朵白色的
花点缀其间，好似一幅绚丽多彩的油画。仔细听，“嗡嗡”
声此起彼伏；仔细一看，几只勤劳的蜜蜂正在花上采蜜。

我不由自主向前进，寻找“宝藏”。我弯下腰，扫视着
草莓，发现一个已红透的目标，而我不是立刻摘下，而是
将它反个面看看，是否也红着。确认后再小心翼翼地摘
下。这颗草莓红如火，十分鲜艳，上面一粒粒的籽，有板
有眼地排列着，好像一颗深红的宝石，头上还戴着一个绿
色的小皇冠，这样子真令人垂涎三尺。

第一颗草莓不是放入小篮子，而是放入我的嘴巴。
酸甜可口，让人回味无穷。刚尝完，我立刻有了目标：摘
满一篮子！我大步向前，细细寻找。有的草莓暴露在外，
十分显眼，有的躲在叶片后面，像是在和我玩捉迷藏。

没一会儿的工夫，篮子里的草莓已堆成了小山，一不
小心就会掉在地上，犹如我现在的心情，快乐满满，不断
向外溢出去。冬天冷，可草莓大棚里是温暖的，风无味，
可只要有草莓在，风都会带有丝丝香甜。

甜，有很多种，包括草莓！

家乡的习俗——开渔节
实验小学601班小记者 沈芊乐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都
有属于自己的风俗，海港有海港风俗；山村有山村风俗。

在栖凤，每年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开渔节了!开渔节这
一天是9月15日或16日,传说这天是海的生日,所以第一
个活动就是祭海。

祭海活动象征着“保护海洋，感恩海洋”。祭海以浓
厚的传统文化为底蕴，引导渔民热爱、感恩大海，合理开
发海洋。这活动也表现了渔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和祈求
平安丰收的愿望。

海是栖凤人的朋友，大家对它有很深的情谊，所以每
当开渔节到来，大家都汇聚在沙滩上敲锣打鼓，村里不论
哪边都在放鞭炮，大家载歌载舞欢庆开渔节的到来，希望
能有大丰收。当然，为预祝未来有大丰收，人们还会将精
致的渔灯挂满街，以挂渔灯为吉祥之兆，用渔灯来辟邪，
还寓意着独占鳌头、鲤鱼跳龙门的吉美之意。不仅如此，
制作渔灯的技艺还在2008年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这么多有趣的活动，却也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那个
场面的壮观和震撼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到处人头攒
动，来得晚的人就只好自带长板凳，踮着脚张望了。

如果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
那么开渔节无疑是栖凤最优美的抒情诗了！

劳动伴我生活
实验小学604班小记者 吕若鸿

劳动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劳动是辛苦的，是劳累
的，其实，这只是劳动的“障眼法”。劳动是光荣的，是快乐
的，它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世界，它将伴我一生。

在我记忆深处，劳动是美味的。做年糕是我的家乡
一个古老的传统习俗了。一年里，每到腊月，村民们都会
一同决定一个做年糕的时间，到了那天，再把大伙儿聚集
到一起做年糕。

做年糕可是件有趣的事儿。每逢这个时候，我都会
同爷爷奶奶一起劳动。那天，我和爷爷搬了一袋大米来
到做年糕的厂子里，把米放进一个机器里，才干了这么些
活，我就已经累得不行。爷爷按下了开关，只听机器发出

“隆隆”的声响，这声响犹如一个打火机，瞬间点燃了我内
心的好奇心。我静静听着这奇妙的声音，忽高忽低，一会
儿如天打雷劈，一会儿又似小桥流水……

这时，“隆隆”声逐渐缩小了，送到我耳边的声音变成
了“窸窸窣窣”的声响，我走过去一看，原来米已经被磨成
了粉，正从管道里流出来呢！我连忙拿用盆去接粉，接着
再把这些粉放进一个似笼似盖的篮子里，把粉蒸熟，再放
到另一个机器中，又是一阵“隆隆隆……”

1分钟、3分钟、5分钟……就在我等得不耐烦之时，
传送带缓缓动了！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洞口的机器
好似一个风车，它的“扇叶”上装了刀片，旋转着把热乎乎
的年糕切成了一条一条的，我看得两眼放光，口水简直可
以用李白的诗句来形容：“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奶奶见我这么馋，把从传送带上拿下来的年糕第
一个给了我，我高兴地吃了起来。软软的年糕，还夹带着
劳动的汗水，吃一口，可真能让人流连忘返！

最后，我和奶奶一起把年糕按汉诺塔的样子叠了起
来，这样年糕不容易倒，同时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工厂里
依旧忙得不可开交，大家额上汗水直流，但依旧笑逐颜开。

劳动是美味的，它伴我一起生活。 指导老师 陈慧

窗外即景
实验小学604班小记者 杨依果

六月的天气好似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
是晴空万里，现在却已是乌云密布。

“哗哗哗……”雨一滴一滴落在窗户上，是一个顽
皮的孩子在敲打着窗户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小雨滴最喜欢玩打击乐器啦，不同大小的雨滴发出的
声音也不同。它们落在玻璃上，令人感到抑郁的天气
多了几分跳跃的音符。

孩子们穿着七彩的凉鞋来到雨中，瞧，这多像一群
七彩的小鸟，在一个个小水洼之间愉快地蹦跳着、嬉戏
着。他们是上天派来的一群小精灵吧!那欢笑声回荡
在空气里，有雨声做伴，令人蠢蠢欲动。

渐渐地，雨大起来了，一滴滴像黄豆那样大，连风
都吹不动了，它已不是斜风细雨，那正是瓢泼大雨。调
皮的雨点弄花了道路上来来往往车辆的车窗。此时，
玻璃窗外是一片模糊的仙境，朦胧……白茫茫的一片
……玻璃窗也被迷雾罩住了。我用手指轻轻一划，一
幅幅生动的画面跃然窗上。随着手指的不停舞动，雾
渐渐散了……

太阳终于露脸了，天渐渐亮了，雨发出最后的几声
“滴嗒、滴嗒”也逐渐消失了。蜘蛛又坐回网上，抓紧时
间织网，一滴滴水珠顺着屋檐流到了网上。

雨后，空气洁净而新鲜，叶片上露珠中游动着彩
虹。原来，微小的雨滴也能包容整个世界……

指导老师 陈慧

父爱如山
实验小学604班小记者 林子轩

出海的爸爸回来了，在我放学回家时,他热情地来接
我。我手中捧着一辆四驱车，他笑着说：“这是什么，能给
我看看吗？”“这是一辆四驱车，还用问吗？当然可以给你
了。”我高兴地说。

很快我们就到家了，我在一旁玩着魔方，爸爸笑着对
我说：“我打乱，你拼一面可以吗？”“应该可以吧！”我心想
一面半分钟就可以拼好了。爸爸用他那两只像碗一样大
的手掰来掰去，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他得意地说：“小心被
我弄坏了。”我哈哈大笑起来：“你也太搞笑了吧！”魔方被
爸爸打乱之后我立刻拼了回去。

我打开了我的四驱车，我怕爸爸不会，所以自己拼了
起来。可爸爸走了过来说：“你在拼这个，为什么不叫上
我一起呢？”“嗯，如果你愿意一起拼的话就一起好了，我
就是怕你太忙。”他用螺丝刀转着，既认真又细心，看他那
满头的汗水，没多久就组装好了。睡觉前我问爸爸：“你
什么时候开船？”“明天！”“嗯！”

洗漱完，我便睡下了，脑子里一遍又一遍想着今天所
发生的事情。我哭了，因为一个这么忙的人也要来陪我，
一个只能在有冷空气、台风才能回来的人，他还要来陪
我。想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渐渐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 5点，爸爸要走了，那时我还在床上睡
着。临走前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便满足了。

有人说，母爱如海，但其实父爱也如山！
指导老师 陈慧

新龟兔赛跑
裘村中心小学401班小记者 王贤楠

自从上次输了比赛，兔子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又约了
乌龟来赛跑。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都
早早来围观。矫健的兔子来到起点做起热身运动；沉稳
老练的乌龟也在活动筋骨。

枪声一响，兔子健步如飞冲出起跑线，一溜烟的时
间，就把乌龟甩得老远，连影子都看不到了。乌龟慢慢地
爬着，路过了城墙下，看到炮台上的发射台，熊士兵正站
在旁边，心里想：如果我能像炸弹一样飞出去，不就能很
快到达终点了吗？于是乌龟爬上城墙，和熊士兵说明了
原因，熊士兵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只见，乌龟慢慢把头缩进了龟壳里面，坚硬的龟壳成
了乌龟最好的保护罩。熊士兵把乌龟塞进了发射台。一
点火，只听“嗖”的一声，乌龟冲出了炮台，冲过了发射台，
一眨眼冲到了一棵大树，正好砸中了大树边的兔子。兔
子应声倒下，倒在了地上，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乌龟一
听，连忙伸出头来四处张望，看到倒下的兔子连忙开始呼
救。森林里的动物们听到了，赶紧赶了过来把兔子送去
了医院，乌龟也紧紧跟在后面。

兔子的身体并无大碍，乌龟却很懊悔，立马和兔子道
歉。兔子笑着说：“我还要感谢你帮我送到医院呢！你没
有丢下我不管，我很感激你。”说着，兔子抱起乌龟再一次
跑到了终点，乌龟和兔子都赢了！ 指导老师 裘晓珂

一本有魔法的书
裘村中心小学301班小记者 庄贻越

从前，有一本很有灵性的书，会像人一样说话，有无
比神奇的魔力，能够让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本书一
直待在大魔法师的图书馆里，觉得很无聊。于是，它偷偷
地溜了出去。

魔法书走啊走，走到了一片森林里。看着面前茂密
的树林，它开心极了。正当它想要在地上打个滚儿时，突
然，听到了一阵哭声。怎么回事？它循着声音找过去，原
来是几只小兔子在哭。“你们怎么了？”魔法书问兔子们。

“这本书会说话！”兔子们被吓了一跳，抱在一起叫了起
来。魔法书赶紧说：“别害怕，我是一本魔法书。你们有
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一只胆子大的兔子说：“我们找不到食物，肚子太饿
了！”“这个简单！”魔法书发出了光，兔子们面前出现了一
堆胡萝卜，“这些胡萝卜你们吃一半，自己种一半，以后就
会有很多食物了。”兔子们惊讶极了，抱着胡萝卜，连连感
谢魔法书。

魔法书看着兔子们感激的眼神，心里很满足：原来帮
助别人这么有意思！我要继续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从此，世上开始流传喜欢帮助有需要的人的魔法书
的传说，人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它的帮助。

指导老师 杨央芳

居敬小学203班小记者 贾鑫乐

居敬小学404班小记者 洪嘉轩

龙津实验学校101班小记者 李思喆

居敬小学207班小记者 孙墨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