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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老师 吕操 鲍张咪 王超

江北实验小学204班
周乐晨（证号2212935）
指导老师 李娜

爷爷家房子的西边挨着一棵
大柏树。大柏树好高呀，挺拔的树
干直冲云霄。大柏树好壮呀，底
部的树桩又粗又硬。爷爷说，这
棵柏树和他年纪相仿，伴随着他
成长，从一棵茁壮的柏树苗，渐
渐变成了眼前的参天大树。

不过，柏树越长越高，也带
来了新的困扰：我家屋顶边上的
瓦片被树枝顶得掉下来，长此以
往，房子就会漏水。周末的一天，
爸爸拿起小锯子，爬上树，想把
房顶附近的树枝锯掉。可柏树的
树枝太强壮了，小锯子根本发挥
不了多大作用。旁边的菜农也跟
着诉苦：“这棵柏树那么高大，遮住
了阳光，都影响蔬果生长了。”

最后，村民们讨论决定，把
柏树移掉。

大树不在了，我既伤心又高
兴。伤心的是：以前我和爷爷一
起看夕阳西下，晚霞隐约透过柏
树，展现在我们眼前，多么美丽
呀！可是，以后这样的景象再也
欣赏不到了。高兴的是：它可以
在别的地方继续生长。

再见了，大柏树！

我和书房的故事
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
姚丰校区301班
陈昊（证号2216094）
指导老师 王超

清晨，一缕温暖的阳光透过玻
璃，照亮了整个书房。我缓缓地推
开书房门，书桌上的课本仿佛在向
我招手。我捧起课本，开启一天的
晨读时光。

我的书房有一整面墙的大书
柜，书柜上面一排放着各种各样我
心爱的拼图和玩具，中间两排摆放
着我喜欢的书籍，下面一排摆放着
美术和书法等工具。窗户边摆放着
一张灰色的大书桌，书桌上有护眼
台灯和我正在读的课外书籍。

记得当初搬新家的时候，第一
眼见到这个书房，我就深深地被它
迷住了。我给书房起名叫“昊悦书
屋”。“昊”，取我名字中的一个字，
又与爱好的“好”同音；“悦”代表着
愉悦，又与阅读的“阅”同音。之所
以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我爱好
阅读，希望带着愉悦的心情去细细
品读每一本书籍。

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
是跑到书房，先迅速地写完作业，
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书，津津有味
地读了起来。这时候我会进入书的
世界里，在魔法世界里和哈利·波
特一起勇敢斗魔，在《西游记》中和
孙悟空一起降妖除魔，在《上下五
千年》里与历史人物来一次偶遇。
我觉得读书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每一本书就像一位老师，教给
我很多知识，为我打开一扇扇知识
的大门；每一本书都是我的好朋
友，和我谈心，和我交流，给予我一
个温暖安宁的港湾。

我喜欢我的书房，我与它的故
事还会一直发生下去……

小猪的新房子
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202班
邵言谖（证号2216083）
指导老师 毛欣楠

一天晚上，小猪正做着香甜的
梦呢！突然刮起了狂风，下起了大
雨。大风越刮越凶，把小猪的草房子
吹了个底朝天，小猪差点被草房子
压成饼儿了，但它还是逃了出来。

小猪伤心地哭了。小鹿和狐狸
听见了，都来安慰它：“草房子不坚
固，我们一起盖一座坚固的木房子
吧！”小猪点了点头。于是，小猪去
找木头，小鹿和狐狸来敲钉子。

木房子盖好了，小猪把小狐狸
和小鹿抱了起来，说：“谢谢你们！”
它俩说：“不用谢！”

就这样，小猪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

为生命赢取每一秒
海曙区博泽学校301班
岳晓菲（证号2215835）
指导老师 傅雅君

早上，雨下个不停，但阻挡
不了我去宁波市急救中心参加
小记者实践活动。

我们参观了急救中心和120
救护车，急救中心的老师向我们
讲解了有关急救知识，让我印象
最深的是心肺复苏术。

老师先示范了几次，然后我
们分小组进行练习。我看前面几
个同学完成得很顺利，心想：我
只要按照老师所说的步骤操作
就行了。于是我信心十足地走上
去，先脱掉“病人”的上衣，倾听
他的呼吸声，看看他的肚子有没
有起伏，再轻轻拍打他的肩膀，
大声呼喊他。此时如果病人没有
反应，我就立即给他进行心肺复
苏术。我把两手叠扣，两臂伸直，
垂直按压病人的胸部。

1、2、3，天哪，才三下而已，
我就觉得手有点酸了。我暗暗给
自己打气，坚持住。好不容易数
到十，就听见老师说：“用力压，
使劲，不能停。”我咬咬牙，继续
坚持，终于到30下了，我已经满
头大汗，手有点发麻了。看似那
么简单的动作，却有那么多的讲
究，真不容易。

这次小小急救员活动让我
受益匪浅，不仅让我学到了应急
救护技能——心肺复苏术，更让
我明白了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给梦想插上翅膀

做志愿者
北仑区小港中心学校203班
严烁恩（证号2216659）
指导老师 刘春燕

“明天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慰问环卫工人？”妈妈问我，她
是社区的志愿者。我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那得早晨六点起床哦！”
妈妈又补充了一句。“啊——”我
长吁了一声，早起实在太痛苦
了！

一大早，闹铃声将我从睡
梦中叫醒。妈妈用电瓶车载着
我来到目的地，两位阿姨和一
位叔叔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丰
富的慰问品：洗手液、口罩，还
有许多小点心。

当礼物一一送到环卫工人
的手上时，他们都会对我们微
笑致谢！我问其中一位环卫工
人：“奶奶，您每天几点起来工
作呀？”奶奶笑眯眯地回答：“我
们一般凌晨三四点钟就来干活
啦！”这么早！此时的我还在被
窝里做着美梦呢！

以后，我们绝不能乱扔垃
圾了，因为贪一时的方便，却会
给环卫工人增加一分辛苦！

夏夜的公园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305班
王梓涵（证号2209333）
指导老师 黄若飞

夏天的晚上，我最喜欢去
公园玩了。

夏夜的公园多美啊！月亮
姑娘洒下皎洁的月光，给大地
穿上银色长袍，为花、草、树披
上了一层轻纱，整个公园仿佛
仙境一样。池塘里，一朵朵荷
花亭亭玉立，像一位位美丽
的公主，她们交头接耳，似乎
在争论谁最美丽。荷叶撑起
伞儿，在灯光中散发着碧绿
的光芒，远远地看，像一个个
大圆盘。

夏夜的公园多热闹啊！奶
奶们专心致志地跳着广场舞，
动作整齐划一；年轻人有的在
打羽毛球，有的在打篮球，还
有的在跑步；孩子们玩得不亦
乐乎，时不时传来他们的欢笑
声。动物们也如火如荼地开着
歌舞会，青蛙在擂大鼓，“呱
呱，呱呱”地唱个不停，知了在
树上“知了，知了”地叫着。就
连宅家的萤火虫也提着小灯
笼赶来了，它们成群结队，呼
朋唤友地聚集在公园里，这时
的公园看上去像一片挂满星星
的海洋。

夏夜的公园，真是又美又
热闹啊！

游“廉园”
海曙区高桥镇何家小学201班
李真（证号2214012）
指导老师 童斌燕

风轻轻地吹着，太阳暖暖地照
着，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吃过午饭，
我和舅舅一起去“廉园”公园游玩。

刚走到公园门口，就看见广场上
人山人海，有的在打羽毛球，有的在
吹泡泡，有的在放风筝，还有的人在
摆地摊，热闹非凡。

沿着小路往前走，我们来到一座
假山上，那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凉
亭。我坐在凉亭的长凳上，舅舅还帮
我拍了照片呢！站在高高的山顶，整
个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
怡。山脚下还有一条弯弯的小溪，清
澈的溪水叮叮咚咚，那是为夏天演奏
的琴声吧？

不知不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和舅舅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回家
了。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抓鱼记
北仑区小港实验学校204班
顾涵尹（证号2217190）

月色朦胧，我背着渔网，拿着小
水桶和弟弟一块去抓鱼。

我们来到小溪边。妈妈打着探照
灯，爷爷用大渔网堵住了出口。“快
来，有鱼！”爷爷喊道。我和弟弟拿着
渔网赶紧跑了过去，只见两条大鱼泛
着银光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弟弟一下
子就抓上来一条大鱼，我也赶紧把网
放了下去，但是鱼一溜烟地游走了。
后来爷爷徒手把鱼抓了上来，我在心
里惊叹道：“这也太厉害了吧，下次我
也要抓到鱼。”

突然，又有一条小鱼游了过来，
这条鱼扁扁的，我从来都没见过。这
次，我小心翼翼地把渔网放了下去，
等鱼慢慢地游过来时，我瞅准机会，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鱼捞了起来。

“啊！鱼进网了。”我高兴地欢呼起来。
我们总共抓了五条鱼和一只河

虾。看着桶里活蹦乱跳的鱼儿，我心
里乐开了花！

拔牙记
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203班
朱辰瑞（证号2203158）
指导老师 袁慧娜

一天，我在家吃晚饭的时候，突
然感觉一颗牙齿下面长出了一个包，
吓得我赶紧叫妈妈来看。妈妈看后
说，这是一颗新牙，建议我赶紧把乳
牙拔掉。我立即大叫起来：“我不拔
牙！”但是妈妈说：“如果不把原来的
乳牙拔掉的话，新牙就长不出来了。”
我经过再三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去拔
牙。

到达医院后，我躺在椅子上，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一个劲地跟医生
说：“轻一点，轻一点。”医生叔叔先用
一面小镜子在我的嘴里照来照去，找
到目标牙齿后，就用钳子钳住了我的
牙齿，用力一拔。幸好拔之前医生给
我打了麻药，减少了我的痛苦，只听

“咔”的一声，牙齿就被拔掉了。
拔完牙后，我发现，有些事情只要

你勇敢地面对，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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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
大柏大柏树树

海曙区宋家漕小学101班
周靖妤（证号2213716）指导老师 赵紫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