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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校园
居敬小学502班小记者 竺怡澄

我们的校园像一幅画，载着我们的童年，更载着我们
校园的美丽景色。在这美丽的校园里，老师们像园丁一
样陪伴我们长大，同学们像花儿一样茁壮成长。

春天，杜鹃花开了，一朵朵、一群群，多美呀！校园里
的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小草偷偷地从地
上探出头来，到处生机勃勃。同学们在惊叹小草顽强生
命力的同时，也暗暗为自己加油鼓劲。

夏天，校园的长廊两旁绿树成荫，大树为我们遮住太
阳、挡住狂风，我们坐在长廊里乘凉、看书，为我们的夏天
留下了精彩的回忆。

秋天，校园的小花园一片金黄。一阵风吹过，树上的
银杏叶随着风像翩翩起舞的蝴蝶一般飞了下来，太美
了！我们还喜欢把掉落的银杏叶收集起来做标本或者做
书签。秋天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石榴树结果了，老师给
我们发石榴吃，石榴顶部有个“洋葱头”。哈哈，用力一
掰，哇！露出了一颗颗像珍珠宝石般的果肉，像一位位害
羞的小姑娘红了脸躺在那里。一口咬下，水分足，甜甜
的，口感极好！

冬天，傲雪挺立的梅花探出了头，它那坚韧不拔的精
神感染着我们。虽然西北风呼呼刮着，让人感到很冷，但
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依旧很高涨。

这就是我们的校园，不同季节都是一道迷人的风景
线。我们的校园不仅风景优美，环境宜人，还能让我们安
心学习，快乐成长。我爱我的校园！

指导老师 陈佩珍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居敬小学601班小记者 毛盛哲

李心田是一位著名的作家，《闪闪的红星》就是他
的作品之一。这个暑假，我怀着无比激动与期待的心
情，和对他的无比敬佩，翻开了这一本《闪闪的红星》。

这本书主要讲了主人公潘震山，小名冬子，受到父
母的影响，非常爱国。他的父亲跟红军去打仗后，母亲
为了掩护同志们而牺牲。冬子为了不让恶霸胡汉三抓
住，而到处躲避。最后冬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为国家出力。在这本书中，令
我最难忘的是冬子在米店的事情，让我明白了许多道
理。在他那个时期，粮食非常短缺，而那些有钱的地主
不仅不帮助穷人，还和官员私通，抬高了物价，又从中
赚钱。

我们现在的快乐与幸福的生活，是以前的人用自
己无比美好的青春，甚至是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对于他
们之前那贫苦的生活，我感到非常难过。虽然我们现
在过上了吃穿不愁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也不能浪费
粮食和衣服，这些东西在他们那个年代多么珍贵啊！
当我们在看电视，玩游戏，吃东西时，请想想以前的人
遭受过的苦难，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大家一定要
好好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如果你也有空，不妨先放下手中的事，去翻开这一
本《闪闪的红星》，品尝那一时代的艰苦，把敬佩给予让
我们幸福生活的共产党。 指导老师 李玲君

我爱画画
锦屏中心小学502班小记者 石牧之

我非常喜欢画画，一看到纸就拿起彩笔往上面画
画，甚至看到干净的墙也想上去画一画。妈妈实在忍
受不了我的这个爱好，便给我买了一块黑板，让我在上
面画画。

网购的黑板很快就到了，我和妈妈齐心协力把黑
板拼装了起来。这款黑板可真大呀，有教室里的黑板
一半大。我幸福地拿起彩笔在上面画起来。

我先在下面画了一只机械饮水鸟，那只鸟在不停
地喝着水，接着我又画上了云朵和太阳。一只乌鸦从
上面飞过，发出“啊啊啊”的叫声。一只老虎在旁边虎
视眈眈地盯着乌鸦，想要吃掉它。

妈妈看了，疑惑地问我画了什么，我告诉她这是一
个故事：一只乌鸦看见机械饮水鸟在不停地喝水，它觉
得饮水鸟肯定是模仿它投了石子才喝到那么多水，于
是它非常生气，“啊啊啊”地狂叫，拉下一泡屎要飞走。
一只老虎在一旁看准时机，猛地跳了过去，乌鸦便被老
虎吃掉了。

妈妈听了，瞪大眼睛说：“真是一幅有意思的画
啊！”是的，我还要画好多这样有意思的画呢！

指导老师 毛明叶

诚实家风代代传
居敬小学601班小记者 任梓铭

很小的时候，我就爱像只小猪似的拱在奶奶怀里，
咿咿呀呀地听她讲故事，觉得那小日子过得真是幸福
极了。

“小铭啊，记得我们那会儿啊，拖家带口，任劳任怨
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饭砍柴，你爷爷手上一圈圈
厚厚的老茧，就是批阅文件、干粗活干出来的。你老爸
也很懂事，洗衣服啊各类比赛啊，全不在话下，那金光
闪闪的奖状满墙满墙的嘞！”听了奶奶的话，我说：

“哇！我也想像爸爸那样厉害！”
奶奶继续说：“小铭啊，有件好玩的事儿啊，以前我

们去外边玩，兴致很高，拍照啊吃啊，你爷爷在家里边
午歇。你爸踢完足球大汗淋漓，他运气好得很，叼根盐
水冰棍就捡到一分钱和一张糖票！你爸那叫一个欣喜
若狂，脸蛋红扑扑就连蹦带跳起来。硬币声清脆得叮
当响，仿佛天籁之音呐！我默默地笑了笑，牵着你爸的
手，踏着橘红色夕阳回家了。”“然后呢？然后呢？”我迫
不及待地问。“然后啊……你爷爷就严肃郑重地‘钻起
牛角尖’了，硬是要你爸原处归还，气得一把丢掉蒲
扇。你爸呢，也只好乖乖照办，于是你爸又有了一根冰
棍，从此他也再没有捡过钱了。”“为什么爷爷要让爸爸
这样啊？不就一分钱和一张糖票吗？”“因为诚实啊！
就算是一分钱和一张糖票，也是不可以的啊！”“噢……
我也要做诚实的人！”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今，我们一大家子诚
实读书，诚实工作，过得虽简单朴素却幸福美满，也有
了很多一样诚实的好朋友。我相信诚实的家风会一直
代代相传的！ 指导老师 李玲君

海边趣事
龙津实验学校501班小记者 王昆峄

在漳州旅游的几天，我们逛了古城、走了土楼、去了
古村、看了南炮台、观了大海……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在
翡翠湾看茫茫大海。

从大巴上一下来，就能感受到一股热浪袭来，一下子
就让人直流汗，放眼一望，便是茫茫的大海和金灿灿的沙
滩，我和小伙伴一起带上工具迫不及待地跑向沙滩，一下
脚就看到了退水后的沙滩上有很多的“亮光”，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些小贝壳，它们一个个躺在柔软的沙子上，贝壳
在阳光下发出闪闪的亮光，成为了沙滩的装饰。我们把
它们一个个捡了起来，扔向大海……我正努力扔贝壳时，
突然发现沙子上出现了一个个小洞洞，边上有许多沙球
球，“里面会有螃蟹吗？”带着疑问我和小伙伴拿着铲子，
沿着小洞洞挖了起来……突然，从另一个洞里出现了一
只大螃蟹，它举着一双大钳，仿佛一点都不害怕我们。我
立马拿起铲子，连带着沙子一起铲了上来，用手一捉，“哈
哈……”捉到了，而另一边的小伙伴也捉到了很多螃蟹，
然后我想着为螃蟹们搭城堡。

我们先挖了一个很深的洞，里面时不时流淌出海水，
干沙变成了水沙，我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用水沙一层
一层泼在旁边，一个像奶油蛋糕一样的城堡出现在我们
眼前，我在城堡下面挖了个大洞，并从海水里捡来一株褐
绿相间的海草，把它当成了城堡里的地毯。这时我们把
螃蟹从袋子里倒出来，它们立马在海草上面不停地爬行
着，好像是在感谢我们为它们设计了“新家”。过了一会
儿，妈妈喊我们准备上车回酒店了……

虽然不知道它们是不是都喜欢我设计的“城堡”，不
过在沙滩上玩还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买仓鼠

实验小学205班小记者 方周珂
有一天，表哥带我去买仓鼠。我们两个一起来到了

宠物店，只见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我连忙跑
到小仓鼠旁边，发现小仓鼠可爱极了。它有着圆溜溜的
眼睛，圆滚滚的肚子，白白的毛，短短的尾巴。它认真吃
东西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我可太喜欢它了！我挑了一
只最可爱的，让表哥买。最后，我带着它高高兴兴地回了
家。它可爱得真是让我爱不释手呀！

指导老师 竺意芳

超市中的数学问题
实验小学203班小记者 应佳妍

妈妈常说：“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可我却只当耳旁
风，从未真正探寻过生活中的数学奥秘。妈妈看我满
不在乎的样子，决定带我和姐姐去超市找“数学”。

一来到超市，我就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吸了睛。当
即就忘了此行目的，一心扑到那各色各样的美食当中，
漂亮的果冻、新鲜的水果、诱人的甜甜圈……我不禁咽
了咽口水，向身旁的妈妈询问道：“妈妈，我可以买这个
吗？”妈妈像是在思量什么，说：“只要你能计算出一个
甜甜圈的价格，就给你买。”我一听双眼发亮，转头看向
甜甜圈的价格。牌子上用显眼的红色写着 9元 9角 3
个，这可是个难题。我绞尽脑汁，思考许久，突然灵光
一闪3加3加3等于9，3个甜甜圈要9元9角，也就是9
个1元和9个1角，那么1个甜甜圈就要3元3角。我告
诉妈妈我的想法，妈妈投来了肯定的目光，买下了那三
个甜甜圈奖励给我。

出了超市后，妈妈又说：“其实刚刚的问题使用乘
法会更加简单，三三得九，可不比加法更加快捷？这也
是我让你背乘法口诀的原因。以后乘法口诀也会渗透
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你要加油学习哦。”我听完
后，更加明白学习的重要，也明白了“生活中处处有数
学”这句话是真的。 指导老师 陈旭映

游泳
龙津实验学校506班小记者 孙艺文

在夏天这个炎热的季节，游泳是必不可少的，妈妈带
着我和朋友们去钓鱼山庄游泳了。一路上，我和朋友们
既激动又紧张，期待这个夏天的第一次游泳，又生怕游泳
时呛水。须臾，车开到了钓鱼山庄，我们提着游泳箱走进
了换衣间。

换完衣服，我们飞奔向小游泳池，妈妈见了咧嘴笑
道:“你们怎么不去深水区游呢？你们前年不是都学会游
泳了吗？”我和朋友们很是尴尬，犹犹豫豫地对妈妈说:

“我们……先去……试试水。”说完又向妈妈假笑了一下，
就飞速赶往小游泳池。在游泳池里我装模作样非常郑重
地戴上泳镜、按了按泳帽，一头扎进水里，“划收蹬”，游了
大概两米远，抬起头换气又马上扎下水里。“呸”，一口水
呛进了我的鼻子，我一下子站了起来，鼻子就好似被一团
纸塞住了，很是难受，我哼出水，妈妈在一旁看不下去了，

“你换完气下去那么快，鼻子不进水才怪，你要慢慢下去，
脚、手、抬头换气都要协调好，不能手忙脚乱地瞎折腾。”

听了妈妈的话，我瞬间信心满满，抖抖肩膀，一头扎
下水里，先蹬脚，紧接着划手，时不时地把头仰起水面来
呼气，不知不觉就游到了泳池尽头。我立刻摆出一副骄
傲的样子，挺着胸说：“妈，看我还行不？快两年没有游
了，现在又会了。”我开心地在水池里打转，又游了几遍，
游得越来越顺畅了。我鼓起勇气想去中学生游的池里挑
战下，跑到对面稍微深点的水区慢慢地下水，憋足气，铆
足了劲儿，一口不停地游了五十米到了终点。

不知不觉游泳池里的人逐渐减少，我们也游完了。
今天我心满意足，游泳原来也没这么难，只要用心抓住技
巧，手脚协调配合，还是可以学会的。这是一项很不错的
运动，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徜徉在桃花林中
岳林中心小学401班小记者 李泓瑾

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我们全
班同学一起去萧王庙街道林家村欣赏桃花。

一到林家村，我看到了一个大桃子门矗立着，好像热
情地在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来宾。过了大桃子门，远远
望去，漫山遍野都是粉红色的桃花，一片桃花海把整个山
野打扮得分外妖娆。你看，人山人海，摩肩接踵，都是游
客在赏玩，有的拿着手机在拍照，有的在树下闻桃花香，
还有的在地上数散落的桃花瓣……一片轻松惬意的景
象。

看到这么多快乐地徜徉在桃花林中的人们，我和同
学们也一起走进桃花林中，与真正的桃花仙子“零距离”
接触。桃花仙子在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身姿，朵朵花瓣是
那么鲜活、生动。有的桃花花瓣儿全开了，露出了嫩黄色
的小花蕊，像展翅欲飞的鸽子。在花瓣的衬托下，花蕊孤
傲地立在空中，像一个个勇敢的哨兵。我用手轻轻弹了
一下花蕊，花蕊左右摇摆，又坚强地站直了。有的桃花才
展开两三片花瓣，像小姑娘在摆动自己美丽的裙子，尽情
展示她的魅力。有的桃花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
像是马上要裂开似的。其中，有一簇桃花显得格外艳丽，
它们仿佛是五胞胎兄弟，挤挤挨挨，一朵朵怒放开来，好
像正在比美呢！

快乐的林家村欣赏桃花之旅结束了，我们徜徉在桃
花林中，感到身心愉悦，也为“桃花盛开的奉化”而自豪。

拼乐高
岳林中心小学305班小记者 吴炅宬

周末，我拼了一个小小的乐高船。
一个个小小的零件像小精灵一样“蹦”到另一个小小

的零件上面，很快，飞船的底部就拼好了。我拼上舱壁，
防止里面拼好的船员掉出来。当我的飞船拼好时，还多
了四个像小窗户一样的小零件，我发现可以连接起来，连
起来后像一个小烟囱，我把它放上去，大功告成！飞船拿
在手上开了一下，发现有点松，我就用一个小锤子敲了一
下。一敲就会发出“哔啵，哔啵”的声音，所以我把它取名
为“波波号”。

挑战自我
岳林中心小学301班小记者 吴紫烨

今天早上，妈妈叫我一个人去买早饭，我怀着既兴奋
又紧张的心情下了楼。

我独自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左看右瞧生怕被车撞，又
觉得会有个外星人从天而降把我抓走。我小心翼翼地走
在路上，走着走着到了早餐店，我鼓起勇气对老板娘说：

“买两个南瓜馒头几元钱？”“两元。”老板娘快速回答。我
伸出右手把两元钱给老板娘后，接过南瓜馒头开心地往
家走。

这次买早饭让我知道了自己能做的事要勇敢去面
对，不能因为害怕而失去自信。

找春天
岳林中心小学302班小记者 徐芷萱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同学脱掉棉袄，冲
出教室，奔向操场，去找我们的体育老师。

春天好像在跟我们捉迷藏似的，一会躲到这里，一会
躲到那里。柳树的枝叶慢慢地从树枝里探出头来，那是
春天的辫子吧？桃花慢慢地张开笑脸，我们经过的时候，
它们对着我们微笑，那是春天的嘴巴吧？迎春花拿着它
们的小喇叭“嘟嘟嘟”地叫着，好像在说：“小朋友们，快和
我们一起迎接春天吧！”那是春天的喇叭吧？解冻的瀑布
弹奏出“哗啦哗啦”的曲子，那是春天的琴声吧？

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她，我们听到了她，我们闻到
了她，我们触到了她。原来，春天也没那么难找啊！

从《下雨》说起
居敬小学603班小记者 吴欣雨

今天，我在学校里看到了一幅漫画——《下雨》。
这幅漫画中呈现出这样的情景：如丝的细雨，从灰蒙

蒙的天空中飞落下来。一位站在左边的小女孩，低着头，
拿着铲子说：“下雨好极了！”她看到雨点落下来，像一颗
颗珍珠似的弹落到地上，令人欣喜。而另一位站在右边
的小男孩说：“下雨糟透了！”他看到雨点落下来，像是没
完没了的烦恼，令人讨厌。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呢？因为小女
孩刚把幼苗种好，下雨了可以让苗长得快些。而小男孩
想去踢足球，可惜下雨了，球赛泡汤了！所以俩人才会有
不同的想法。

看了这幅小小的漫画，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这两个
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是因为他们只站在自己
的立场看待问题，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夏天，天气炎热，大家都觉得夏天不好，容易中暑。
教室里的电风扇，吱吱嘎嘎响个不停。可校门口卖冷饮
的人却非常高兴，只要孩子们觉得热，就会来买棒冰或冰
水，这样卖冷饮的人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了。

有时候，明明早上出门时没下雨，可到了下午却下起
了瓢泼大雨，那些没带伞的同学都在抱怨老天爷阴晴不
定，一不高兴就甩脸色。而校门口卖伞的人却没有一点
儿伤心。如果雨天有人没有带伞，那他就会去买伞，卖伞
的人就有钱养家糊口了！

通过这几件事，我知道了一些道理，我们说话做事不
能单从一个角度去思考，更要从多个角度去思考，这样会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画中的两个小孩站在不同的立场去
思考，就会得出不同结论。人生真是一场充满智慧与思
考的旅行啊！

成都之旅
居敬小学603班小记者 林洲全

暑假里，我和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去了
成都旅游，可真是乐趣多多呀！

我们乘坐的是晚上 9时的飞机，到成都已经是半夜
12时了。一行人先到了洲际酒店，里面不仅有水上乐
园，还有一个大型购物广场和一个溜冰场，我第一次住这
么高级的酒店，非常兴奋。

第二天早起吃了早饭，我们来到了第一站：成都大熊
猫繁育基地。看，月亮产房里的熊猫宝宝在睡觉，它们的
睡姿可谓是千奇百怪，有的上树横着睡，有的在木桩上平
躺，还有的傻呼呼坐着，却已经睡着了……但每一个动作
都让人忍不住笑。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只叫阿宝的熊
猫，它爬到了树的最上面，在一根突出来的树枝上睡着
了，看到这一幕我暗暗惊叹：它们可真是什么地方都可以
睡得着呀，内心真强大！

走出熊猫基地，我们就直奔第二站——宽窄巷子。
宽窄巷子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看到了一块介绍巷
子的石碑，就仔细地了解了一下，原来是因为这条商业街
改造之前，这里只有两条普通的巷子，一宽一窄。接着，
我们就开始逛街了，里面有小吃街，掏耳朵、免费的川剧
变脸……各色各样，真好玩。那看着就让人馋得直流口
水的羊肉串，一串串都特别大，新鲜美味的羊肉还在炭火
中滋滋冒烟，我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口了！出了
巷子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去吃了成都著名的烤鱼。

新的一天开始了，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就到了第三站
——都江堰。导游为我们讲解了都江堰的相关历史知
识，大家也都跟着导游边走边听边看。了不起的李冰父
子为都江人民付出智慧和心血，修建了这样一个综合水
利工程，才有今天农业发达，能有效抗击水灾的成都平
原，真是造福人民啊！

剩下的两天里，我们还去了水上乐园，吃了成都美味
的火锅……这次旅游，既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还长了见
识，真是太有收获了！

水上漫游
居敬小学603班小记者 夏子航

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的旅游计划也被全
部取消了，错过了很多美景和美食。虽然不能踏出宁波，
但总是能在平常的生活中找到快乐，带给我无比的温暖，
也让我学会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在一个阳光灿烂、白云飘飘的周末。风一吹，树叶左
右摇摆舞动了起来，我的心也跟着跳动，兴奋地问爸爸：

“我们到哪里去啊？”爸爸说：“要不我们到湖上玩皮划艇
吧！”我一把抱住爸爸回答：“好啊！好啊！”

我们来到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湖边，湖面很安静，就像
个碧蓝的大宝石，好美啊！我迫不及待地穿上救生衣，内
心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划皮划艇呢！岸上的工
作人员把我们的皮划艇推了下去，我有点紧张，只听“啪
啦”一声，皮划艇来到了水面上，水面漾起了朵朵美丽的
浪花，好看极了！忽然，爸爸给了我一根长长的像鸭掌一
样的杆子，我好奇地问：“这是干什么的？”爸爸说：“这是
用来划船的桨，我来教教你怎么用吧！”

爸爸拿起了手上的桨在湖面上左右摆动，皮划艇也
跟着移动起来了，飞快地向前行驶。一阵阵风从我脸边
吹过，舒服极了！我也学着爸爸的样子划了起来，可是船
没有往前走，居然往后走了。爸爸耐心地说：“你的方向
反了，要从前往后划。”于是我又划了一次，终于成功了，
找到了方法后，越划越快，我开心地笑了。

可是没过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条小黄船，我怕撞
上，就让爸爸帮我改变方向。爸爸说：“要往右就在左边
划，要往左就在右边划，你来试试吧！”于是我按爸爸教我
的方法，成功改变了方向。在爸爸的帮助下终于学会了
划桨的方法，可以轻松自如地控制方向和速度了。这让
我信心满满，越划越来劲，根本停不下来。见我满头大
汗，爸爸提议我们来个水上漫游吧。我闭上眼睛，这时手
机的音乐轻轻响起，皮划艇随着波浪自由漂动，风吹过有
一丝丝的凉意，我的心随着起伏的波浪平静了下来，全身
放松地躺下晒着太阳，从来也没有感觉过这般的温暖。

今天可真是太美好了！我终于学会划皮划艇了，还
发现了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

荷花
龙津实验学校402班小记者 陈诗萌

人人都说花中属牡丹最美丽，我却更喜欢荷花。
春天，美丽的春姑娘让百花盛开，让大地焕然一新，

荷花却默默躲着。等春姑娘回家，夏哥哥来了，荷花才开
始钻出泥土迅速成长，渐渐长高，长出了一个小花苞，小
花苞越长越鼓，鼓胀得裂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打开
了两三片花瓣。几天过去，整朵花都展开了，美若天仙，
又清新脱俗。

荷花，十分清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花
瓣水嫩洁白，瓣尖为深粉，里面露出了个金黄的小莲蓬，
可爱极了！荷花的枝干笔直，亭亭玉立，一条枝杆只连着
一朵荷花，不像桃花一般绽满枝头，荷花的身边往往都有
一片荷叶衬托，一枝独秀。一阵微风吹过，荷花把一股股
清香带给大地万物，那阵清香也钻进了我的鼻子，顿时感
觉全身清爽，让我如痴如醉。

荷花一身都是宝。外边有美丽的花瓣，花瓣里有莲
蓬，莲蓬中有好吃又好玩的莲子。花的根部还有藕，可以
制成美味可口的糯米糖藕，中间的杆子是空心的，可以做
成小乐器。这么好看又好玩的荷花，你们爱了吗？

我爱荷花，更爱她那种不妖娆的美。我望着那池中
的荷花，默默想：我也要做一个像荷花一样高尚谦虚、光
明磊落的人。

指导老师 汪淑芳

居敬小学402班小记者 陆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