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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 醉小猪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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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洗澡的“雅丽”
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504班
董欣妍（证号1010788）
指导老师 夏诗琪

说起喜欢洗澡的猫，我家“雅丽”肯定是
第一——倒数第一。在此，与君分享一件洗澡
趣事。

当时，我全副武装，准备与它大战一场，
让它乖乖洗澡。我先使出一招“鹰爪功”。我异
常温柔地抚摸着“雅丽”的脖子，皮笑肉不笑
地说：“乖，今天洗……”“喵！”它使出了“猫尾
闪”，白色的猫尾快速一扫，四只爪子轻轻点
地，快速绕着屋子闪跑，整个过程就像一道白
色闪电跑过。哼，再调皮的猫也抵挡不了美食
的诱惑。我一步步铺上猫食，而终点嘛，嘻嘻，
是澡盆！小吃货果然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最
后跳入了澡盆。

“大功告成！”接下来就给它洗澡吧！
“喵呜——”它像个小孩子一样在澡盆里

蹦跳着，眨眼间，整个浴室里全部都是它的杰
作——无数泡沫与肥皂水。我又气又恼，忍不
住举起手：“你再不听话，我可就要重重地惩罚
你了！”“喵——”它似乎屈服了。等等，毛巾呢？

“喵——”“雅丽”趁我一个不注意，迅速用一只
小爪子勾起毛巾用力甩出，再优雅地一个跳
跃，蹦上了桌子。“啪啪啪”，它用尾巴一扫，桌
子上的瓶瓶罐罐全部被推了下来！我低头“抢
救”瓶瓶罐罐的时候，它用力地跳到我的背上，
又跃到地上，完美避开那些泡沫。这还不算什
么，最可气的是，等我走出浴室，它正在舔奶油
蛋糕呢！唉，如今的猫智商怎么这么高呢？

雪儿
海曙外国语学校406班
季俏伶(证号1002132)
指导老师 蔡艳琼

雪儿曾经是我家的一只小白兔。
它通体雪白，没有一丝杂色，好似一团

雪。它的耳朵是淡粉的，右耳朵垂下来，左耳
竖得高高的。它的眼睛呈鲜红色，像红宝石一
样，亮极了！

它可胆小了，天天把身子藏在笼子里，很
警惕地打量四周。我偶尔经过笼子，它都要吓
得发抖，好像我随时都准备把它杀了红烧似的。

寒假时，我去舟山过年，爸爸特意买了一大
盒摔炮给我和轩轩玩，雪儿此时在铁树下躺着
休息。轩轩拆开一盒摔炮，扔了一颗到院里，雪
儿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它立刻翻身跳起，飞速
朝墙角奔去，像一团被抛出的雪。之后，它就一
直趴在那里，任凭我千呼万唤也不肯出来。我只
好走过去，提着它的长耳朵，把它送进了“家”。

别看它如此胆小，吃起东西来它就什么
也不管了，才不在乎自己是否会被红烧呢！每
回我喂它胡萝卜，它总是不停地吃！我故意把
胡萝卜拿高，它趴着够不着，急得团团转。我
咯咯直笑，想：你能吃到才怪呢！忽然，一个白
色身影一跃而起，胡萝卜被猛地一拉，掉在了
地上。我低头一看，雪儿正在地上忙不迭地啃
胡萝卜。我又好气又好笑：“没想到你这么胖
还跳得动，你平时为什么不这样呢？”看来吃
的力量果真是无穷的。

有一回，我带它出去走走。谁知，我一放
下它，雪儿就直直地朝一片草地奔去，把头低
下来拼命吃草。我喊破嗓子也不答应，无奈，
只好硬把它提起来。没想到它还是不肯松口，
居然还啃起灌木丛的叶子来。

后来，我越来越忙，没什么时间照顾雪儿
了，便把它送到爷爷家抚养，后来却听到了雪
儿的噩耗。雪儿，永别了！愿你在天堂生活得
快乐幸福。

宁波市孙文英小学布政校区404班
郭天逸(证号1010832)
指导老师 张赟

一声刺耳的尖叫，一个粉色的身影，一条
短短的尾巴，构成了我们家的可爱小猪——
醉醉。

醉醉的身子圆滚滚的，活像一个大皮球，
脑袋鼓鼓囊囊的，整天摇头晃脑的，也不知道
在研究些什么。蒲扇般的大耳朵旁边，是它那
双乌溜溜的眼睛，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一个
粉色的大肉球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呢。

醉醉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特点，它竟
然喜欢喝酒。每当有客人来访，总会送上几瓶
酒当见面礼。因此只要一有客人来，醉醉便上
蹿下跳的，激动得不得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
爱好，所以我们给它取名为醉醉。

有一次，我回到家发现醉醉有些反常，喉
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想吐又吐不出来
的样子。我赶紧将醉醉抱向马桶，结果刚一放
下，醉醉就吐出了一堆令人作呕的食物残渣，
熏得我赶紧冲了好几遍马桶。直到眼角的余
光扫到地上躺着一个空酒瓶子，我才明白这
是怎么一回事，正是让人哭笑不得！

醉醉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我
永远也不会忘记和醉醉相处的时光。

我们家的“老物件”
宁波市中原小学402班
任哲一(证号1004075)
指导老师 王淑颖

我的家里有一件特殊的老物件，就是那
条从小陪我到现在的毯子。

它是一条黄色的毯子，我亲切地称它为
“黄黄被子”。听爸爸妈妈说，我刚出生的时
候，这条“黄黄被子”就陪伴着我。等我长大一
点儿，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开始抱着它睡觉
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用“黄黄被
子”来做一个游戏，我称这个游戏为“积大
球”，就是把毯子上的小棉球拔下来，一个一
个组合成一个大球球。

现在我十二岁了，但我还是每天抱着它
睡，因为“黄黄被子”已经是我晚上睡觉时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晚上睡觉如果没有它，我
就会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老物
件，你们谁也别想从我手中拿走我心爱的“黄
黄被子”上的一根线。

我心爱的凤仙花
北仑区岷山学校501班
陆均诚(证号1006293)
指导老师 贺海蓉

上学期第一节科学课，郑老师拿着一包
神秘的东西进了教室。我正好奇那是什么？郑
老师就揭开了谜底：“同学们，这学期我们会
学到植物的生长变化，主要学习凤仙花从发
芽到生长开花的过程。”老师介绍了一下种植
的过程和注意事项，然后给每位同学发了一
小包凤仙花的种子，让我们回家种起来，然后
记录它的生长过程。种子圆圆的、小小的，我
半信半疑地想：这样不起眼的小种子能开出
鲜艳的花朵吗？

放学后我迫不及待地找来了花盆和泥
土，按郑老师的方法：用手指在土里按2～3个
洞，每个洞里放入一颗凤仙花种子，再用土盖
住洞口。从此以后，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
事，就是去阳台给凤仙花浇水，早晨起床第一
件事，就是跑去阳台看看种子有没有发芽。就
这样过了半个月，它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我有
点儿失望了，难道我的实验失败了？

一天放学，我依然像平时一样放下书包，去
给凤仙花浇水，忽然发现土壤中钻出了两片嫩
绿色的子叶，我兴奋地大叫了一声，然后立马蹲
下身子仔细观察起来。它的小叶子，很嫩，很绿，
就像婴儿的小手，触碰一下就要融化了一样。

凤仙花在阳台上一天天长大，它的根茎
越来越粗壮，叶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有一
天，我忽然发现茎叶上长出几个花苞。凤仙花
要开花了！果然第二天，那几个花苞就开出了
玫红色的小花朵。没过几天，凤仙花就变得枝
繁花盛，整个阳台都因为它亮了起来。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阳台上的温度也越
来越高。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凤仙花原本
鲜艳招展的绿叶失去了神气，蜷缩着耷拉下
来，鲜红的花瓣也被晒得失去了水分。它现在
的样子就像奄奄一息的老人。我心疼极了，忙
把它从阳台搬进屋子，并给它浇上了清凉的
水。晚饭过后，我发现凤仙花比刚刚搬进来的
时候绿了一些。到了七八点，凤仙花终于又重
新恢复了鲜活的生气！

如今，我越来越喜欢凤仙花，因为它是我
亲自栽培、精心呵护的第一株绿植。

空山新雨后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405班
吴泓成 (证号1001319) 指导老师 王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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