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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

枇杷
宁波市实验小学 202 班 吕思琦(证号 2021818)

植物园

畅游杨梅林

北仑区霞浦学校 103 班
陈一鹭（证号 2021952）指导老师 何欣漾
一进入植物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道两旁各种各
样的花：
丁香花、红玫瑰、茉莉花、桂花……
向右边走去，有一个人工池，里面长着娇嫩的荷花，
嫩得好像一碰就碎。水里还生活着一些小鱼、小虾、小螃
蟹，它们自由自在地嬉戏。
再往里走，是一个果园，种着红艳艳的苹果、黄澄澄
的橘子和酸甜可口的葡萄，让人一看就流口水。整个植
物园，就像一个有趣的植物宝库，
像一个欢乐无比的家。

北仑区岷山学校 403 班
郑歆蕾(证号 2021346)指导老师 虞波兰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梅雨季节，我们校园里的
杨梅也成熟了，于是虞老师带领我们去游学校的
杨梅林。
还没到杨梅林，那诱人的果香味淡淡地向我
们扑来，馋得我们想立刻冲上去摘几个尝尝。站
在一棵杨梅树跟前，我抬头一看，只见树上挂着
一个个紫红色的“大珍珠”。突然，队伍前面的同
学好像如获至宝，
全都大叫了起来，
后面的人赶紧
赶上去，
便看见了一棵神奇的杨梅树：
一个个乒乓
球似的杨梅挂满枝头，微风中好像在对我们不停
招手呢。有几个同学终于忍不住了，趁老师不注
意，偷偷摘下一个，快速放进嘴里，脸上顿时流露
出满足的表情。我们排着队继续往前走，但是却
不能像丰子恺笔下的大白鹅那样大模大样，因为
我们要时刻注意脚下，
免得踩到树下的花草。
当我们想要继续欣赏时，老师喊了一声：
“集
合啦！”杨梅林便只能在我们的依依不舍中，消失
在我们的目光中。

挖荠菜
海曙区鄞江镇中心小学 201 班
徐雨萌（证号 2021581）指导老师 何益红
周末天气真好，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外婆提议去田
里挖荠菜，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太棒了！太棒了！”我
们马上拿好篮子和剪刀，
开开心心地出发了。
来到了一块绿茵茵的草地，外婆蹲下身子，仔细地看
了一会，说：
“ 萌萌，这儿有很多荠菜。我们就在这儿挖
吧！”我慢慢地寻找着。
“这棵是！”我尖叫着，小心地挖了
出来，
“外婆，我挖到一棵！”外婆拿过我挖的荠菜，看了一
下说：
“萌萌，你挖的是鹅荠菜，人不能吃！”但我看来看去
和外婆挖的没区别呀，这下，我不敢乱挖荠菜了，就老老
实实当起了搬运工，把外婆挖的荠菜小心翼翼地放进篮
子里。
回到家，外婆用荠菜炒了一盆年糕，好香呀！我喜欢
挖荠菜，更喜欢吃荠菜炒年糕！

美丽的春天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201 班
潘钱媛(证号 2022619)指导老师 陈新月
春天里，万物复苏，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公园里，柳树甩着又细又长的辫子，小溪唱着优美动
听的歌曲。岸边的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
绿的。桃花绽开了粉红的笑脸，梨花穿上了雪白的连衣
裙。花儿们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竞相开放。
田野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开了，好像给大地铺上了
金黄的地毯。成群的蜜蜂在油菜花丛中快乐地飞舞，一
边采蜜，一边好像在说：
“春天真美，这里的花儿真多，我
肯定会采很多甜甜的蜜。”
太阳暖暖的，天空蓝蓝的，风儿轻轻吹拂着。春天真
是一幅迷人的画卷！

采摘桑葚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301 班
陆偲凡（证号 2022642）指导老师 余燕
星期日，我和妈妈一起去采摘桑葚，我还是第一次摘
呢。
我问妈妈：
“怎样才算成熟的桑葚呢？我们该怎么采
摘呢？”妈妈说：
“黑色的桑葚才算是成熟的，我们只要用
两根手指头去扯下柄就行了。熟的果子，碰一下就会自
动掉下来，所以采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的，不要碰到
其他果子。
”
于是我开始精心地挑选。
果园里桑葚已经长出不少了。桑叶挨挨挤挤的，像
一把把碧绿的小蒲扇。桑葚在这些小蒲扇之间冒出来。
有的还是青色的，带着许多软软的小刺；有的呈淡红色或
深红色；有的一半是红色，一半是黑色；有的已经全部变
成了黑色，甚至黑得发亮了。
这么多的桑树，一棵有一棵的形态。看看这一棵，很
茂密；看看那一棵，好像一棵盛开的梅花树。如果把眼前
的桑树看作一幅活的画，
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
这个星期日我过得可真开心。

照排/章译文

大饼

礼物

大自然是美丽的、神奇的，它有丰
富的物质宝藏，有许许多多的秘密等着
我们去探索。去植物园，看多姿多彩的
花朵绽放美丽；去田里，挖掘美味的荠
菜和花生；去杨梅林，摘几颗酸甜可口
的杨梅尝尝……

美编/曹优静

水仙花
海曙区高桥镇中心小学 306 班
胡晨阳（证号 2021559）指导老师 吴建萍
我家的阳台上有很多植物，其中我最喜欢的
是水仙花。
刚买来时，它们还只是类似洋葱的球，过了
几天，我发现它们的根变长了，像老爷爷的胡须
一样。有一天，我发现“洋葱”裂开了一道缝，从
缝隙中露出了几根绿色的花茎。花茎上有一个
形状像黄豆似的花骨朵，花骨朵儿外面还被一层
像蜡纸一样的外皮包着。又过了几天，花骨朵开
出了两三片花瓣儿。最外面的花瓣洁白如雪，中
间是金黄色的，里面还有金黄色的花蕊。走近一
闻，
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我爱水仙花！

花生地拾趣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102 班
徐羽桐(证号 2022605)指导老师 干小萍
雨后的天气真舒服。
我出发去阿太家玩，发现阿太家门前地里的
花生又长高了不少。走近一看，花生叶上有一颗
颗大小不一的水珠。用手轻轻一碰，有的水珠直
接落下来，掉进泥土里；有的水珠很调皮，会叫上
它的小伙伴一起跳进泥土里玩耍；还有的水珠宝
宝紧紧地抓住叶子不放。嫩绿嫩绿的叶子下还
躲着一朵朵小黄花，它们就像一个个可爱的小精
灵，拿着一把把绿色的伞躲避我打下来的水珠，
真是有趣极了。

丹顶鹤
鄞州蓝青小学 106 班 康博成(证号 2021007)

慈溪市观海卫镇卫前小学 103 班
叶景煜(证号 2022144)指导老师 余娜
每到周末，爸爸总会带我来公交车
站旁的早餐店买大饼。我喜欢吃王中
王口味的大饼，每次都会等在一边观看
大饼的制作过程。
只见老板拿起一根王中王，刀子一
划，里面的香肠就露出来了，再切成一
片一片。之后随手拿起一个面粉团，里
面裹进肉碎、香葱、盐和切成一片片的
王中王，压一压，擀一擀，摊在手掌上。
再蘸点水，撒上芝麻，把手伸入火烤的
桶里，将饼贴在木桶壁上。等上一会,
大饼的肚子就鼓起来了，还散发出香喷
喷的味道。老板用一把大钳子把饼夹
出来，放入纸袋中，交到我手上。我“呼
呼”吹一吹，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大
饼外脆里酥，我的味蕾瞬间如鲜花般绽
放。
大饼真香呀！我爱吃大饼。

我想养一只小狗
北仑区岷山学校 207 班
林乐涛（证号 2021304）
我想养一只小狗，因为狗是我们忠
诚的伙伴。
小狗全身毛茸茸的，耳朵尖尖的，
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一个嗅觉灵敏的
鼻子。遇到坏人时，它会“汪汪”大叫，
提醒主人要小心。还有那四只可爱的
小脚，每一只都有五块小肉垫，四块长
在它的四个脚趾下面，另外一块长在它
的脚掌上。冬天我想给它穿上帅气的
衣服和鞋子，走起路来，会发出“嗒嗒
嗒”
的声音，
真是可爱极了！
其实小狗也有坏毛病，它会到树下
撒尿。爸爸告诉我说：
“小狗这样做是想
占领领地。”小狗非常爱吃肉骨头，哪里
有肉骨头，
就往哪里跑。
虽然养小狗很难，但我还是很喜欢
照顾它。我们可以一起散步，一起玩
耍，
一起长大。

有趣的踢球
海曙区鄞江镇中心小学 405 班
章诚睿（证号 2021593）
指导老师 应碧云
踢足球是男生的最爱。那尽情挥
洒汗水的爽快和进球时的激动，让我
“一入球门深似海”，深深地迷上了踢
球，
一有空就脚痒痒想去踢一会儿。
一开始由于我踢球技术太差，只能
当个守门员。渐渐地，随着我的球技进
步，终于可以上场踢球啦。可因为抢球
技术不怎么好，队长只是让我在球门附
近等着，说只要球一过来，我就把它踢
进球门。我以为很简单，只要稍微用点
力把球送进球门就可以了，可是真的踢
起来才发现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第一次球到了我的脚边，我跑向哪
里，
对方的守门员就跟到哪里，
根本没有
进球的机会。就这样，
一来二去，
我失去
了进球的时机，对方球员又把球给抢过
去了。这次让我记住了，机会一定要抓
住，
射门一定要快。
第二次球又到了我的脚边，我吸取
了上次的教训，
就着快准狠的原则，
飞起
一脚，心想：哈哈，这次可以在功劳簿上
记上一笔啦！可灵活的守门员用身体把
那个球扑出来了。唉！功亏一篑！这次
我又记住了，
射门一定要随机应变。
第三次球到了我的脚边，我这次跑
进了禁区，守门员挡在我的前面，我一
个转身，把球踢向了球门。终于球进
了，
我高兴得欢呼起来。
之后我就一直在场上抢球，最终我
们队以 21 战胜了对方。
踢足球真是项有趣的运动，
我相信只
要我好好练习，
以后我还能进更多的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