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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乐园

变形记
东部新城中心幼儿园大四班 吕昕芮（证号10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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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来到外公家时，我
便想起了冰心奶奶回忆童年的一
句话：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
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而
外公家就是我心中不可磨灭的记
忆。

不必说碧绿的竹叶，光滑的
石块，高耸入云的竹竿；也不必说
蜻蜓在竹林里纷飞，小鱼小虾在
溪里游来游去，几只小鸟飞入云
霄中不见踪影。单是那围墙里，就
有无限的乐趣。我和小伙伴们总
喜欢在墙角找“西瓜虫”。如果你
轻轻碰了它的身体，它便会缩成
像西瓜一样的小球，有趣极了。竹
子一根连着一根，形成一条条“竹
路”，而“竹路”又分了三个分叉
路，有一条是通往外公家后门，我
们经常在那里捉迷藏，有趣极了。

外公家的院子里面养满了动
物：小鸡、小狗、小猫……它们有
时还会来“动物大合唱”，给山间
平添了许多欢乐。而屋后的一条
小河也是我们小朋友的乐园。每
当有小伙伴时，认识或不认识的，
都会被我们叫上船。人齐了之后，
我们三个人划船，一个人撒网，两
个人捕鱼。运气好的时候还会捉
上来几只小芦鸡。每当天色渐暗，
我们回家都满载而归，而大家都
像吃了蜂蜜似的，个个喜笑颜开，
可爱极了。

慈溪市龙山镇滨海小学501班
吴昱昊(证号1009717)

指导老师 孙鲁

★我的乐园是一个不大也不
小的长方形阳台。

美丽花朵，大大的帐篷，一个
书架，一张我用来写字和玩耍的
书桌，一个鸟笼，构成一个美丽而
温馨的小阳台。清晨，清脆悦耳的
铃声把我从梦乡里拉了回来，吃
过早饭后，我通常会跑到阳台上
去晒太阳，听小鸟唱歌。

每次我把作业写完，就会把
阳台来个大扫除，先给花朵浇浇
水，再把帐篷里的东西整一下：
先把垃圾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
拿出来，再把毯子放回去，然后
把东西都放回来，一定要整得很
整齐，接着我会往零食架里加上
零食，最后再把小垃圾桶放好，
这样我的帐篷就打扫干净了。然
后我把阳台的地扫一遍，再拖一
遍，最后我会把书架整一整，我会
把故事书放在一层，科普书放在
另一层……

很快早上就过去了，吃过中
饭后，我飞奔去邻居家找好朋友
来玩。她来到我的阳台，我们一会
跳舞，一会唱歌，一会吃零食，一
会看书……玩得不亦乐乎，忘了
时间。

这就是我的乐园，欢迎你来
到我家的阳台。

宁海县金阳小学502班
杨茹涵(证号1009861)

指导老师 冯远群

★我家的阳台是我的乐
园。它的外形是一个大圆
弧，又宽敞又亮堂，透明的
落地玻璃把阳台围成了一个
独立的房间。从那里望出
去，可以看到花园里的欧式
喷泉，绿得发光发亮的大草
坪，低矮茂密的灌木丛和挺
拔高耸的银杏树。靠窗的地
面上，妈妈摆放了一排植
物，有清雅的兰花、肥嘟嘟
的肉肉、翠绿的薄荷。

春天，妈妈还会在那里种
上几盆草莓和绣球。每当草莓
开花的时节，我和妈妈就会拿
着毛笔给花儿们授粉，我感觉
那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到了
初夏，草莓会结出几颗红彤彤
香喷喷的小果实，妈妈总是让
我亲自摘下品尝。夏天，大团
大团的绣球花竞相开放，有淡
粉的，浅蓝的，还有白色的。每
次放学，我都会迫不及待地放
下书包，跑到阳台观看这群美
丽的仙子。秋天下雨的时候，
我喜欢静静地站在那里，听雨
滴敲打玻璃的声音，看着一条
条直线从天空中落下，落到泥
土里，落到树叶上，落到不远
处的小河里。阳台的冬天是最
温馨的，每当太阳斜斜地照在
地砖上，爸爸就会泡一壶红
茶，和妈妈一起坐在藤椅上聊
天，我坐在旁边看书。柔和的
阳光照得我们每个人都暖洋
洋的，在阳台上小憩是多么的
悠闲、自在啊！

有时，我还会带着玩具去
阳台看雷电、雪花和远处的烟
火。这就是我家的乐园，我喜
欢这个角落，它让我快乐！

高新区实验学校503班
陈珞璎(证号1003496)

指导老师 王佩波

★一片绿中带黄的菜田，一道
长满青草的小路，一条清澈的小河，
一排排连绵起伏的草垛，一艘白色
的小船，一丛又一丛金黄的芦苇，编
织成了我童年时最美的乐园。

这就是奶奶家的后院，也是爸
爸童年的乐园，现在成了我的乐
园。

后院一年四季美得像画卷。
一阵风吹来，一片片银杏叶便化
作一只只黄蝴蝶在风中飞舞，让
人看着陶醉。清澈见底的小河，横
卧在屋后，听爸爸说，这条河已经
静静地躺在那儿很多年了，在他
小时候就已经在那儿了。很多年
过去了，小河依然那么清澈、明
净，像一条亮丽的蓝绸带。一艘小
白船幽静地睡在河面上，仿佛是
蓝绸缎上的一颗明珠。小河两岸，
芦苇在风中浮动黄色的苇絮，挑
着长长的竿，映衬着那傍晚的红
日，寂静中有那一份无与伦比的
朴素，优雅。

清晨的露水还在叶间滚动
时，我忍不住推开房门，轻轻敲开
这一片宁静的世界。顺手捡上一
根竹竿，偷偷溜上小船，任凭系在
木桩上的船在河面上随风不停地
舞动，摇摆。竹竿轻轻划过水面，
河儿笑了；竹竿使劲敲打水面，鱼
儿欢了；竹竿拨起水花，鸭儿跳
了。与过路的水鸟戏耍，与树枝间
的喜鹊对山歌，看鸭子们在青石
板上梳理羽毛，有时还会调皮地
翘着屁股，一摇一摆地游到水中，
逗我欢笑。

我还在这儿捉蜻蜓、捕鱼、挖
坑、建城堡……小小的后院带给了
我无穷的乐趣，希望这座乐园，一
直都在，永不消失，说不定哪一天，
这儿还会成为我孩子的乐园呢！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514班

瞿子彭(证号1009013)
指导老师 屠雅云

★外祖父有一个大园子，那
是我的乐园。

有一次，外祖父带我去园子
里劳动。我们一起进入园子。我
东看看，西摸摸，一会儿爬到葡
萄架上，一会儿又去喂兔子。外
祖父看我闲着没事干，就笑着
说：“能不能给我挖坑栽树呀？”
我正玩得起劲，哪能答应？就说：

“不能。”外祖父说：“有一个宝物
就在这里，只要你挖出来，我便
送给你。”我一听“宝物”，立即就
来了劲，叫上小表弟，一起疯狂
地挖起洞来。我们一会儿用手刨
土，一会儿又用锄头扒土。过了
一会儿，大大小小的洞都挖出来
了，小的只有拳头大小，大的要
比我的脑袋还大。外祖父见我们
挖得大汗淋漓的样子，一边抿着
嘴笑，一边把一棵一棵的树苗放
进了洞里，又把土盖上。看着外
祖父栽树那么专注，觉得好玩，
我们便坐下来看着。看着看着，
不知不觉的，我们也跟着外祖父
学种树苗了。

如今，园子里的小树已经长
高，长大了，招来了许多鸟儿，甚
至是神秘的老鹰也会经常来这
儿捕鸟。

园子变了，变得葱葱郁郁，
生机勃勃。每每这时，我就会想
起童年挖宝的趣事，忍不住嘴角
上扬，扑哧一声笑了。
慈溪市龙山镇实验小学603班

王予颢(证号1009426)
指导老师 杨秀珍

★谈起我的乐园，它并非富
丽堂皇的宅院，也并非是趣味丛
生的百草园。它，只是一间书房
和卧室一体的小房间。

在这房间里，只有一个桌子
和书架一体的书桌和一张单人
床，这么简陋的家具，也足以充
满整个房间。地方虽小，但这里
却是我的乐园。

没事的时候，我总喜欢待在
房间里，懒懒地靠在椅背上，遨
游在书的海洋中。这里的情节跌
宕起伏，一波三折，在不知不觉
中，自己仿佛已置身于那个地
方，在那里面陶醉。多奇妙的世
界啊!

在这神奇世界里，我和“朋
友”们玩得可开心了：和灰尘们
去世界各地旅行、冒险，跟秃鹤
一起上台表演，和青铜哥哥给葵
花妹妹做冰项链；和法布尔观察
昆虫，随福尔摩斯寻找线索……
书本可真有趣!

这个小小的、简陋的房间承
载着我无数的欢欣，我在字里行
间采撷着灵动的音符，翻开书，
总能看见春花秋月，落英缤纷。

这样的地方,怎能不是我的
乐园呢？

慈溪市第四实验小学501班
彭奕琳(证号1009113)

指导老师 胡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