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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笛子

宁波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
双语 3A 班
王嘉树(证号 1008738)
指导老师 宓开云
一天上午，阳光洒向大地。我们
一家人到峙山公园去游玩。公园里
五颜六色的花儿开了，一丛丛、一簇
簇，就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我们沿
着一条河走，河水碧绿碧绿的，微风
吹过，泛起层层波纹。河岸上垂下来
的柳叶，细长细长的，就像小姑娘的
长辫子。
公园里有一大片草坪，葱葱绿绿
的，
非常可爱，
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欣赏了美景，我们又去游乐场
所玩了各种各样的项目：旋转木马、
海盗船、空中漫步……我和妹妹投
入其中，根本不想回去。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妈妈带着
我们来到公园附近的面馆吃面。热
气腾腾的面条上来了，妹妹却闹了
起来：
“ 我不要吃面，我还要玩儿，还
要玩儿。”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用
筷子夹起几根面条，送到妹妹嘴边
说：
“ 妹妹，这不是面条，是神奇的葫
芦藤，吃进肚子会长出 7 个神奇的
葫芦娃哦！”
妹妹听了，眼睛都发亮了，高兴
地拿起筷子，
“ 呼噜呼噜”地大口吃
起来。

班
303

神奇的葫芦藤
慈溪市观海卫镇卫前小学 303 班
叶景煜 (证号 1009724)
指导老师 余娜
那天，我去上声乐课，看见老师
桌子上长长短短的东西，好奇地问
老师：
“ 这是什么？”老师说：
“ 这是竹
笛，可以吹奏出美妙的声音。”回家
后，妈妈又找了一些竹笛演奏的视
频，看到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
吹了一首很美妙又很长的乐曲，我
兴奋地对妈妈说：
“ 妈妈，我也想学
竹笛。”
第一节竹笛课，我使出吃奶的
力气，也只是偶尔能吹响竹笛。老师
说，刚开始就练吹响，每天练习 20
分钟，还要在群里打卡。原来学竹笛
根本不像看着那么简单。
我不停地练啊练，功夫不负有
心人，终于可以吹响了。然后，我开
始练基本音，再练连音。老师看差不
多了，开始教我们吹《笛子是我的好
朋友》，并嘱咐我们：
“ 马上放假了，
以后笛子就是你们的好朋友了，你
们每天都要坚持练习打卡哦。”
现在我正在练习低音，虽然有
时候会吹不准，总是吹成普通音，我
每天练习每天练习，努力改掉这个
坏毛病。马上艺术节了，我和我的同
学要用古筝和竹笛一起合奏《铃儿
响叮当》，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美味的汉堡

慈溪阳光实验学校 202 班
叶夏天（证号 1008553）
指导老师 胡郴郴
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大半年
没见的奶奶从老家坐车来看我们
了，
我和弟弟都无比开心。
奶奶从老家带来了很多鸡蛋，这
些蛋是奶奶养的鸡生的。我最喜欢吃
鸡蛋了，煎的荷包蛋、蒸的鸡蛋羹、水
煮蛋都是我的最爱。奶奶把装鸡蛋的
箱子打开，里面鸡蛋整齐地躺在蛋托
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 5 个蛋托，一
个蛋托上足足摆放了 30 个蛋。
“谢谢奶奶，给我们带来了 150
个鸡蛋！”我一边帮忙把蛋托里的鸡
蛋放进冰箱，一边说。奶奶摸了摸我
的头，笑得合不拢嘴。这些鸡蛋是奶
奶对我们的满满爱意。

指导老师 张沛沛
张 钰涵 证(号 1000707)
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奶奶的
爱心鸡蛋

我的外婆
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303班
俞东辰(证号 1000594)
指导老师 毕静逸
我的外婆个子长得不高、瘦瘦
的。双眼皮，笑起来眼睛像月牙儿。
她长得慈眉善目的，像是永远不会
生气。她还烫了一头卷发，比我妈妈
还时尚。
外婆每天都来接我放学。不论
风吹雨打，外婆都准时准点来接我。
每次接完我后，她总会给我买好吃
的，生怕我饿肚子。
外婆还很能干。我穿的毛衣都
是她亲手织的，裤子破了她也会缝
补。有一次，我的书包拉链坏了，也
是她帮我修好的。外婆真是心灵手
巧啊！
外婆还很勤劳，每天早上她都
是第一个起床。买菜、烧饭、收拾房
间忙个不停。就连腰痛都要坚持去
开店。
我想让外婆在家好好休息，别
再这么操劳了。以后我长大了，一定
要好好孝顺她。

猜猜她是谁
慈溪市庵东镇西二小学 301 班
陈诗媛 (证号 1008348)
指导老师 沈小芳
远处走来一位瘦瘦的姑娘，她
长着一张瓜子脸，一头乌黑的长发
总是扎得高高的，圆溜溜的眼睛忽
闪忽闪的，小巧玲珑的鼻子下有着
一张能说会道的樱桃小嘴。
她很喜欢画画，每次上美术课，
她总是拿着画笔认真作画。当老师
让我们上自习的时候，她也总是拿
出她的草稿本，展开想象认真地涂
鸦。
她还很爱干净，每次看到教室
里有脏东西，她总是主动上前打扫，
连地上的小纸屑都捡得干干净净
的，小心地扔进垃圾桶。
别看她长得文文静静，她还是
个 跑 步 健 将 。运 动 会 上 ，发 号 枪 一
响，她就像个猎豹一样冲了出去，一
路遥遥领先，还为我们班取得过第
一名的好成绩呢。
怎么样，你的眼前是不是已经
出现了她的样子，请大声说出她的
名字吧！

感悟“珍惜”

指导老师 余培
陈 星妤 证(号 1008905)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班
302

保护环境，
珍爱地球

——读《三毛流浪记》有感
慈溪市慈吉实验学校 309 班
华乐(证号 1008776)
指导老师 胡艳琳
假 期 里 ，我 与 好 多 好 书 结 缘 ，
《三毛流浪记》不仅让我印象深刻，
还让我对生活有了许多感悟。
这 本 书 由 261 个 小 故 事 组 成 ，
每个故事都是以三毛为主角展开。
小主人公三毛无爹无娘流落街头，
他风餐露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可是他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成
长成了一个极富正义感的孩子，他
勇敢、善良、执著，他的这些品质深
深地感动了我，同时也让我深感惭
愧。
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我们现
在的幸福生活。妈妈特意给我做了
红烧鱼，可我一点儿也不吃，扭头就
走；坐在整洁的教室里上课，思想却
开小差，写作业还拖拖拉拉……真
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反思自己的
行为，真的太对不起疼爱我的父母、
严格要求我的老师了！所以我下决
心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不要浪费粮
食；要抓住每分每秒好好学习；要感
恩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要感恩老
师对我们的辛勤的教育，更要感恩
祖国让我们拥有如今的幸福生活。
加油吧，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学
习三毛的坚强、善良、勇敢的品格，珍
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
后做个对社会、
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秋之韵
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城西校区 303 班
蒋柯元(证号 1012776)
指导老师 娄思思
有人钟情那粉嫩的春天，有人
青睐那深绿的夏天，有人憧憬那白
雪皑皑的冬天，而我却偏爱那金黄
的秋天，尤其是公园里的那片枫树
林。
秋天的枫树林是一幅红色与黄
色交织而成的美丽图画。远处，银杏
树脱掉了绿色的短袖，穿上了黄色
的小夹克。阳光照耀时，银杏的叶片
像一个个金黄的小巴掌，向人们热
情地打着招呼。近处，一棵棵枫树枝
繁叶茂，就像一把把撑开了的红色
大伞，神秘得让人崇敬。落日辉映在
火红的枫叶上，枫叶闪着水晶的光
芒，又像是一把把玲珑剔透的小扇
子……很难让人不喜欢呢！菊花仙
子也来凑热闹了，红的、白的、紫的
……在秋风里频频点头。
微风一吹，吹走了夏天的炎热，
阳光一照，照出了秋天的喜悦，鸟儿
一叫，叫醒了秋天的果实。
菊花已盛开，枫叶已是“霜叶红
于二月花”，这样的秋天你难道不喜
欢吗？

太阳花
宁海县华山小学 302 班
泮羿帆(证号 1019557)
指导老师 李云
外婆家有一盆枝繁叶茂的花。
它的茎是浅绿色的，又细又长
与圆珠笔的笔芯差不多粗细，嫩嫩
的，让人感觉轻轻一捏就会流出汁
水。深绿色的叶子像松针一样，细细
的，肉嘟嘟的。它的花就更美丽了，
五颜六色的，红似火，白如雪，粉如
霞……有些花跟乒乓球差不多大，
一团团，一簇簇的，层层叠叠，密密
麻麻的，颜色由深到浅，有些只开了
一两片，好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有
些是碧绿的花骨朵，好像一粒粒小
小的绿豆子。
这盆花很奇特，就是特别喜欢
太阳。夏天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一
样炙烤着大地，其他的花都没精打
采，可它却竞相开放，太阳越猛，花
越娇艳，太阳越猛，花越生机勃勃，
怪不得它叫“太阳花”啊！
它还有顽强的生命力，不仅不
怕 太 阳 晒 ，也 不 怕 风 吹 雨 打 。如 果
不小心把它的枝条弄断了，千万不
要扔，只要把它折断的枝条埋在土
里，过几天，它就长出根来，还会开
出美丽的花，我真喜欢这盆太阳花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