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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老师 蒋莎莎

男孩的童年
海曙区高桥镇宋家漕小学501班
张涵乐（证号1007255）
指导老师 董青

男孩的童年和女孩不太一样。
他会举着玩具枪抵住别人的后

背，阴森森地说：“不许动。”
他会寻找蚂蚁窝，踩扁它们的窝，

然后被追得嗷嗷叫。
他会在夏天找知了，春天捉纺织

娘。
他会等待冬天，因为冬天可以堆

雪堡、打雪仗，等到冬天过了，心里会
有一丝惆怅。

他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一沓钞票，
交给大队委员，为班级加了二十分，
心里喜滋滋的。

他没被选上小组长时，会装作满
不在乎的样子说：“我自己也有很多
事情，哪有时间去管全组呀！”但心是
酸溜溜的。

他会在课桌上赛陀螺，对手一个
猛攻，一下子把他的陀螺打出教室。

他不小心踩到狗屎，自己居然不
知道，带着一身臭烘烘的味道进入教
室。同学们捏着鼻子赶忙跑出教室。

男孩的童年还有什么呢？如果你
是男孩，那么你也知道。

20年后的家乡
宁波市孙文英小学503班
陈鹏宇（证号1010814）
指导老师 李芸霞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一位英俊
潇洒的大男孩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
位，骑上了自己发明的反重力摩托
车，飞越太平洋回到了家乡宁波，那
个人就是我——陈博士。

宁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
更蓝了，水更清了，空气更清新了，环
境变得更好了。

回到母校——孙文英小学，我看
见一位胖胖的年轻女教师，旁边的那
位不是鸥哥吗？我马上跑过去问：“老
兄，你知道李老师在哪儿吗？”“远在
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旁边的这位女
教师呀！”鸥哥说。李老师开口道：“王
晟鸥发明的‘年轻药’，可以让人变年
轻，我现在才23岁，而且永远不会变
老了！”我心想，太好了，这样就永远
可以看到李老师年轻的脸庞啦！

鸥哥带我去市中心逛了逛，真让
我大开眼界。商场全都悬浮在空中，
而且每幢楼都很高。走进去一看，有
我发明的“飞速鞋”，鸥哥发明的“年
轻药”，还有“多功能空调衣”等高科
技产品，真是成就感满满啊！

到了汽车展厅，里面全是火箭车，
还有“赛车总动员”里面的车子。想知
道是谁发明的吗？还是我。

20年后的家乡，衣食住行全是高
科技，外卖与快递都是无人机配送，
扫马路的都是机器人，出租车都是无
人驾驶的。人们能尽情享受科技带来
的便捷，真的太幸福了。

不一样的动物园
海曙区古林镇藕池小学402班
周洪磊（证号1014115）
指导老师 洪小波

全国各地有许多动物园，但
这个动物园你肯定没去过，是在
哪里呢？嘻嘻，它就在我家。

我家的“动物园”里有任劳
任怨的“大黄牛”，有性格多变的

“变色龙”，有爱睡觉的“大懒
猪”，还有活蹦乱跳的“小猴
子”。

首先出场的是我家的“大黄
牛”——我的爸爸。他任劳任怨，
忍受着炎热和风吹雨打，但他从
没有说过一个“苦”字。我挺心疼
他的。

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我的妈
妈，她像一只变色龙。当我乖时，
她会很温和，给我烧好吃的，像一
只小绵羊；当我不听话时，她就变
得非常严厉，凶得像一只母老虎，
可我知道那是她爱我的表现。

我的姐姐是个名副其实的
“大懒猪”。一到放假，就变得懒
洋洋的，每天躺到中午才起来吃
饭，吃完后又躺回去。哎，真为她
的作息担忧。

最后就是我了。因为我吃得
少，骨瘦如柴，所以妈妈老叫我

“瘦猴”。我特别爱吃桃，尤其是
水蜜桃、油桃和猕猴桃。当然我
还会耍小聪明，我会打开电视，
在书桌上准备好书本和文具，然
后自由地在沙发上跳来跳去。一
听见楼梯传来脚步声，我立马关
掉电视做作业。可哪里逃得过妈
妈的眼睛呀，她一摸电视后背，
热的，结果不用说，我被骂了一
顿。

这就是我们家的动物园，是
不是很有趣？我喜欢这个不一样
的动物园。

不听劝的后果
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502班
钟吉阳(证号1010727)
指导老师 汪吉英

在妈妈眼里，我是一个不爱
干净的孩子，因为每次早上穿的
小白鞋，下午放学回来就成小黑
鞋了。可我还特别爱穿小白鞋。

那天，妈妈又给我买了一双
小白鞋，我迫不及待地试穿起
来。

我把鞋带放到最松，把脚使
劲地往里塞，可算是塞进去了。
妈妈说：“鞋子太小了，明天去换
一双大一码的。”“什么？明天！”
我心里想着，“那可不行，明天
换，后天才能穿上呢！”我赶紧回
答道：“能穿，合适得很呢。”为了
让妈妈放心，我还跳了几下。妈
妈说：“鞋子小了会磨破脚的，只
是暂时还感觉不出来。”我肯定
地说：“不小的，我感觉还挺松
呢！”妈妈只好不说了。

第二天，我穿上心爱的小白
鞋去上学，可开心了。可爬楼梯
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鞋子有点挤
脚。最糟糕的是，今天还有体育
课。上体育课时，老师让我们跑
步，我跑了五六分钟，脚就疼得
不行了。

终于放学了，我一回到家，
立马脱下鞋袜，坐在小凳子上，
查看我疼得不行的脚，又红又
肿，还破皮了。妈妈见了，又好气
又好笑，“鞋子小了吧？还不听
呢，现在可好了，脚都破皮了，鞋
子被你穿过了，也不能换了。”我
后悔地低下了头。唉！不听劝的
后果真的很严重。

挖沙子
镇海蛟川双语小学502班
徐宇城(证号1013067)
指导老师 王芳

每次出门旅行，无论去到哪
里，我最期待的事就是找到一片
沙滩，拿上铲子和水桶，卷起裤
脚，赤着脚丫，和沙子来一场酣
畅淋漓的“大作战”。

我挖沙子的记忆是从老家
象山开始的。我一直觉得，象山
最不缺的就是沙滩和沙子了。在
早晨和黄昏的阳光里，沙子闪闪
发光，仿佛上面有金银珠宝似
的。我或把沙滩挖出一个大坑，
或把沙子垒成一座城堡，然后等
着拍卷上岸的浪花，把沙坑和城
堡变魔术似的统统抹平，如此循
环往复、不知疲倦。

我后来又挖过大连、福州、
台湾、济州岛、巴厘岛等十几个
地方沙滩上的沙子。我发现，不
同地方的沙子是不一样的。比如
有些地方的沙子有些粗糙，沙子
中夹杂着好些小碎石。而有些地
方的沙子，踩上去就像踩在松软
的地毯上。沙子的颜色也多种多
样，有黄的、白的、金的、黑的。我
曾经在巴厘岛的一片黑色沙滩
上挖沙子，但是只挖了一小会儿
就放弃了，因为被沙子粘上身的
我成了一只“斑点狗”，还很难冲
洗掉！

挖沙子的乐趣有很多，其中
我最喜欢的是快速地挖出一个
大坑，然后把自己的小半个身子
埋进沙子里，随着海浪一次次地
冲刷，我越陷越深，最后大喊着
让爸爸把我“救”出来，然后两个
人抱成一团，笑得前仰后合。

这细小的沙子，虽然微不足
道，却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
快乐。

有趣的小蜗牛
海曙区高桥镇中心小学409班
徐乾弘（证号1006860）
指导老师 徐红

这几天，有趣的小蜗牛把我
迷住了！

记得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
我隐隐约约看见一个黑乎乎的
小东西爬在墙角。走近一看，哇！
蜗牛！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蜗牛，
赶紧跑上楼，找了个透明盒子把
它放在里面。我又从厨房拿了一
片菜叶，放在里面，然后静静地
趴在桌上看着它！

蜗牛的头上有两对触角，
一对长，一对短，妈妈说它的眼
睛在长触角上，而且它的牙齿
有几百万颗，是世界上牙齿最
多的动物。

蜗牛的特性和乌龟很像：有
壳，爬得慢，遇到情况会把头缩
进壳里。唯一不同的就是乌龟有
四只脚，蜗牛好像没脚！但是它
可以用身体爬行。它把身体的前
半部分往前一爬，再把身体下半
部分往前一挪，就这么一步一步
向前爬。

有一次，我正观察蜗牛呢，
突然，它不动了。我把它放在手
心上，仔细观察，结果它尾巴后
面拉出了一坨便便……

海曙区集士港镇广德湖小学403班
姚依林(证号1005700)
指导老师 杨科燕

那天，爸爸妈妈带我去了向
往已久的印象城。

刚走进大门，我就惊呆了！
里面人山人海，我们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挤进了妈妈最喜欢的
服装店。妈妈特别兴奋地穿梭在
琳琅满目的衣服中，挑挑这件，
看看那件，好像有选择困难症。
她不知道是穿黑的还是白的，也
不知道是买裙子还是裤子？我催
着问妈妈好了没，她却说：“急什
么急，我还没挑好呢！”我和爸爸
只能在一旁无奈地等待着！这
时，我突然想到了一篇文章《慢
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我想
妈妈就是那个裁缝，我和爸爸就
是那顾客吧！

逛了好久，终于来到了我最
喜欢的地方——美食区。好多好
吃的把我馋得直流口水，我像小
鸟一样飞奔过去，吃这个、吃那
个，最后把我的小肚子都吃撑了。

印象城真是好玩的地方！

一条鱼
海曙区鄞江镇中心小学403班
毛梓丞(证号1019274)
指导老师 刘海珍

我是一条快乐的小鱼，每天
“啦啦啦，啦啦啦”地唱着歌，跟
小伙伴们一起在大海里游泳。

可是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却
忘了自己是谁！我又着急又害怕，
突然，我灵机一动，可以去找知识
渊博的乌龟爷爷寻求帮助啊！

我找到乌龟爷爷，着急地
说：“亲爱的乌龟爷爷，我忘记自
己叫什么名字了！”乌龟爷爷摸
了摸胡子，仔细地想了想，摇摇
头说：“孩子，对不起，我已经很
老了，也不记得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去问问飞鱼阿姨，她比较
年轻，可能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告别了乌龟爷爷，我游过了
水母群，游过了珊瑚丛，终于找
到了飞鱼阿姨。我刚想开口问，
却忘记自己要问什么了！这可真
是要命。飞鱼阿姨摇曳了一下她
美丽的尾巴，说：“没事儿！我们
鱼只有七秒记忆，我有时也跟你
一样会忘记事情呢。”

听了飞鱼阿姨的话，我好像
轻松了一点，原来我们鱼的记忆
这么短暂，我可千万不能忘记回
家的路啊！哎呀，糟糕，我真的不
记得家在哪个方向了！正急得号
啕大哭的时候，有人推了我一
把，我忽然从梦中醒了过来，才
发现这是一场梦！

外太空之旅
北仑区柴桥实验小学504班
邓鑫雨(证号1000807)
指导老师 丁月琴

江南水乡
镇海蛟川双语小学502班
吴甬慧(证号1013072)
指导老师 王芳

印
象
城游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