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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校园
宁海县桥头胡中心小学404班
屠靖雯（证号2014490）指导老师 孙丹飞

我有一个美丽的校园，是桥头胡中心小学。
从校门进去，左手边有一个小池，里面有一个小
假山，水从缝隙中流过，里面还养着许多五颜六
色的小金鱼呢。如果你运气特别好的话，就可以
看到一只特别大的乌龟！

在小池的旁边是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养
正毓德”这四个字。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也是
老师对我们的期许。

绕过大石头，便是紫藤花长廊了。秋天到
了，绒球般的紫藤花绽开了笑脸，每次只要有小
朋友来，都会忍不住跳起来碰一下它。这紫藤花
散发出来的清香常常会勾住小朋友的脚，连上
课都不想离开这么迷人的紫藤花长廊。

穿过紫藤花长廊，便是高大的教学楼了，整
个楼有四层高，整体是橙红色的，每个教室既宽
敞又明亮透过窗户我能看到一棵高大的银杏
树，金黄色的叶子犹如一把把小扇子，一阵风吹
来，叶子就像一名芭蕾舞演员，为人们送上一曲
又一曲的舞蹈。

教学楼后面是一个超大的操场，同学们有
的在打篮球，有的在跳绳，还有的在跑步。下课
了，这里就是孩子们的天堂了！

这就是我的校园，欢迎你们来参观！

长颈鹿
宁海县山水小学604班
胡雅婷（证号2008118）指导老师 葛瑾

宁海县金阳小学405班
金洛好（证号2013664）

我的兴趣爱好广泛：看书、写作、画画、篮
球……可我最喜欢的还是跳绳。

至今，我已经学会了很多种跳法：基本
跳、交换跳、弓步跳、点地跳、交叉跳……但还
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双摇。

双摇也可以说成双飞，就是在一次跳跃
过程中，把绳子连续从脚下穿过两次。刚开始
学的时候，我总是跳不过去，绳子也总不听我
的指挥。不是被绳子缠住双脚，就是被绳子狠
狠地抽到手臂。有时还抽得我眼泪都要流出
来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跳双摇时，比基本跳
要稍微跳得高，双手甩得快，一个跳完后身体
不要往下蹲。听了妈妈的建议后，我试着跳了
一下。哇！我跳过去了，还连着跳了两个。我兴
奋地一蹦三尺高，全身每一根汗毛都活泼地
跳了起来。接着，我又继续练习。一、二、三
……啊！太棒了，我竟然能连续跳五个双摇
了！这个数字对于刚开始学跳双摇的我来说，
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呀！经过我每天的不断
练习，现在已经能连续跳十多个双摇了，我开
心极了，就像吃了蜜一样甜。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
过这次学习跳绳，让我领悟到：不管做什么事
情，只要找到方法，并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
功。

小小“动物园”
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403班
鲍泓璋（证号2014622）指导老师 王伟群

我家是个小小动物园，里面只有四个
“动物”。

爸爸是威震一家的大老虎，脾气超暴
躁，他的眉心因为经常皱眉而深深地刻下
一个“川”字，像老虎头上的“王”一样，不怒
自威。每当我在学校表现不好，到家迎接我
的就是爸爸亮出大嗓门，上演一出“虎啸山
林”的大戏。什么？你说“武松打虎”？不存在
的，爸爸是正义的老虎，犯了错误的我才是
全家声讨的对象。余下的就是一片“老爸手
下留情啊！我是您亲儿子啊”的哀嚎！

妈妈就是一只大浣熊，除去平日上班，
就是我们一家的勤务员。她不管看到什么
脏衣物都马上收去洗，可勤劳哩！有一次，
她换洗床单，没注意包裹在里面的瘦弱的
我，差点连我也一起洗了。

双胞胎弟弟生性灵敏、活泼、个儿瘦，
被我们称为“还没进化的猴子”。他的举动
的确颇有猴王风范。有一次，他跟几个同学
比赛爬门框。他双脚一蹬，两手一抓，“嗖”
地一下就爬到了最顶端，朝我们做起鬼脸。
不用说，他被老师狠狠骂了一顿。

我是一只猫，爱玩爱闹，喜欢睡懒觉，爱
尝美食，是一只爱赖床的懒猫，对食物流口
水的馋猫，玩得满身脏兮兮的小野猫……

这就是我家，一个小小的、无比美好的
动物园。

开心的一天
宁海县桥头胡中心小学404班
胡紫涵（证号2014489）
指导老师 孙丹飞

“优优，我们出去玩会儿吧！”刚才还在
“苦海”里挣扎的我，一下子又恢复了活力。

我们先去了柔石公园，一进大门，一阵
桂花香扑鼻而来，我们不禁念叨道：“桂子
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走着走着，来到了图书馆，图书馆里的
人可真多啊，有的人在写作业，有的人在看
书，还有的人在玩手机……图书馆里可真
安静啊，甚至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

从图书馆出去，左边有条小路，我们沿
着那条小路走了一会儿，就到了一片草地。
我们在草地上晒晒太阳，太阳照在身上暖
洋洋，好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我的身体。在草
地上，一抬头就能看到一大片睡莲的叶子，
虽然现在睡莲都谢了，但也是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

柔石公园里逛完了，我们去西子国际
补充点能量，我吃了臭豆腐、麻辣烫，当然
我不只吃了食物，还去熊古屋玩了一会儿，
就打道回府了。

今天玩得真开心啊！美妙的时光，美丽
的心情，美好的一天。

白鹭
宁海县金阳小学504班
孙嘉怿（证号2013686）指导老师 鲍哲

“看！那边有只白鹭！”鲍老师向那片茂盛
的树林中指着。“哪儿呀！哪儿呀……”“哦，在
这儿，看见了！”我们立刻兴奋起来，有些人还
站了起来。

那白鹭穿着一件雪似的衣裳，不过那双
青色的脚，那张铁色的长喙，却看不清晰，我
想应该跟课文中的白鹭一样的吧，远远看去
是一分都不差。真的是太——太美了！

突然间，一只白鹭飞了起来。啊！比站着
的时候样子美多了，哎！我要是那只白鹭该多
好啊！你看，它飞起来时，那青色的脚也跟着
缩了起来，隐藏在腹下，像是瞬间隐形了。另
一只却站在枝头一动不动，跟课文上枝头独
立的白鹭一模一样。

就在我出神时，它好像发现了我们，马上
飞到了另一个枝头上，但它依然优美，丝毫没
有慌张的样子。

这时候，我觉得该用笔记录下它的美。它
的美丽陶醉了我。我真希望有下辈子，如果有
下辈子，我一定要当一次白鹭。

花
样 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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