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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

好伙伴好伙伴

可爱的小兔子
◆表妹家养了一只可爱的

小白兔。它穿一身雪白的衣服，
长着一对长长的耳朵，一对红宝
石般的眼睛炯炯有神，尾巴像个
小绒球，四条腿跑得飞快，真讨
人喜欢。

每星期，我都要去表妹家，
和表妹一起训练它。几个星期过
去，它已经掌握“超强”的能力，
你看——

它会爬楼梯。我俩把它放
到楼梯口，再拿一片菜叶吸引
它。很快，它的小鼻子动了起
来，发现食物了！它使劲地直
起身子，但还是够不到。于是，
它用前爪抱住我的腿，哟，它
还撒起娇来了，我们看得咯咯
直笑，但是不为所动。兔子没
有 办 法 ，只 好 使 出 最 后 一 招
——爬楼梯。它先嗅了嗅台阶，
再把前爪搭在第二格楼梯上，
两条后腿用力一蹬，哇，它真
的爬到了第二格台阶，随后它
立刻用那可爱的三瓣嘴啃起菜
叶来！

它会跳远。我们把它放到院
子里，打算让它痛痛快快玩。小
兔子从笼子里钻出来，撒欢地跑
起来，看到排水道上的盖子还没
有安装好，这小兔子居然纵身一
跃，轻巧地跳了过去！它可真是
个运动健将啊！

它会跳绳。我和表妹把绳子
甩到它的面前，小兔子第一次见
到绳子，这儿闻一闻，那儿嗅一
嗅，哈哈，它不怕绳子。于是我们
一人拉一头绳子，轻轻甩了一
下，小兔子竟跳了过去。我们开
心地甩，小兔子欢快地跳着，它
真是我们的好玩伴啊！

我和妹妹商量着，一定要继
续训练这只可爱的小兔子，让它
成为兔子界的顶级人才！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302班

施沁晗（证号2208030）
指导老师 干小萍

◆邻居李阿姨家有一只兔
子。它全身毛茸茸的，好像披着
一件厚厚的衣服。它有两只圆溜
溜的眼睛，好似两颗红红的宝
石，鼻子很灵敏。小白兔的三瓣
嘴特别可爱，一抖一抖的。它的
尾巴像一团白玉无瑕的小毛球。
它跑起来一蹦一跳，格外可爱。

小兔子非常喜欢吃美味可
口的胡萝卜，吃的时候一刻不
停，好像有人会和它抢似的。这
就是我喜欢的小兔子。

北仑区岷山学校208班
李孜晗(证号2217611)

指导老师 夏敏巧

魔方
海曙区高桥镇
中心小学406班
沈煜城（证号2214894）

小乌龟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307班
周铭杨（证号2219193）
指导老师 吴健健

我家有两只可爱的小乌龟，
夏天的时候它们喜欢在水里游
来游去，冬天它们就会钻进土里
冬眠。

小乌龟的头是三角形的，像
一个小“导弹”，圆溜溜的小眼睛
总是四处张望，鼻孔小小的，嘴
巴弯弯的。它的身子被一个椭圆
形的龟壳包着，龟背上的壳是青
灰色的。如果你去摸它，小乌龟
会立刻把头和四只小爪子缩进
乌龟壳里，好像那乌龟壳是一个
碉堡，躲在里面很安全。

小乌龟爬得非常快。有一
次，我帮乌龟换水，刚把乌龟拿
出来，一回头，它就消失得无影
无踪了，最后我在洗衣机下找到
了它。

小乌龟还很聪明。每次我去
喂食时，它都会把脖子伸得长长
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
知道我要给它喂吃的。

我们家的小乌龟是不是很
可爱啊？我非常喜欢它！

冬眠的乌龟
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
广济校区101班
王嘉枫（证号2215931）
指导老师 陈爱红

寒假里，妈妈带回来两只可
爱的小乌龟。奇怪的是，这两只
小乌龟一直躲在沙子里不出来。
我想：乌龟是不是看见我们害
羞了呢？于是，我扒开沙子把小
乌龟找了出来，它们全身墨绿
色，头和四只脚都缩在龟壳里
一动不动，看起来像两块墨绿
色的石头。

它们一直不动，难道死了
吗？我急忙跑去问妈妈，妈妈笑
着告诉我：“小乌龟并没有死，它
们只是在冬眠呢！”我恍然大悟。

原来乌龟也会冬眠，我又学
到了新知识，真开心呀！

小仓鼠布丁
北仑区小港中心学校102班
廖晗霏（证号2216609）
指导老师 胡秋艳

我有一个朋友叫布丁，它是
一只小仓鼠。

4月的一天，妈妈带回来一
个粉色的小笼子，里面有一个小
房子，还有小楼梯和一个小转
盘。她笑着说：“给你带来一个小
伙伴，你心心念念的小仓鼠。”我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
接过小笼子，激动地寻找起小仓
鼠。凑近了，才看到房子里有个
小小的身影，小小的圆耳朵，瘦
瘦的小身子，看上去很胆小。我
决定给它起名叫布丁，因为这是
我最喜欢的零食。

自从布丁到来后，我每天放
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小笼
子前，看布丁在做什么。一开始
它很胆小，看到有人过来，就飞
快地跑回小房子里，眼睛瞪得
大大的，还发出吱吱吱的叫声。
我拿手指头逗它，它还会用小
爪子挠我，有一次差点把我的
手挠破了。但经过几天的相处，
它发现我不会伤害它，就慢慢
不再害怕了，也会吃我递给它
的食物。它非常喜欢吃瓜子、面
包、饼干。有时它还会啃笼子里
的木头，妈妈说它在磨牙；有时
它会跑到小转盘中，跑起步来，
胖乎乎的身子扭来扭去，好笑
极了；很多时候我会把它带出
笼子，放到我给它做的盒子迷
宫中，看它在里面跑来跑去，真
好玩。

现在我和布丁成了好朋友。
我会好好照顾它，让它每天都过
得开心。

昆虫界的“大力士”
海曙区高桥镇宋家漕小学301班
徐熠（证号2213780）
指导老师 童赟

蚂蚁是昆虫界的“大力士”，
它能搬动比自己大十多倍的东
西。

蚂蚁全身黑乎乎的，有四个
强壮有力的脚，我一直不屑去仔
细观察它，总认为它是一种渺小
而不起眼的小动物。

有一天，我彻底改变了对
它的看法。那次，我看到阳台上
有一些黄豆似的面包渣，竟神
奇般地自己“走”了起来。我好
奇地拿着一根树枝去拨面包
渣，瞬间看到下面有一只黑黑
的蚂蚁。我自言自语地说：“这
么小的蚂蚁，居然能搬运黄豆
般大的面包渣？”就在我沉思的
时候，这只小蚂蚁又抬起面包
渣，动了起来。

我可真佩服蚂蚁，它简直就
是昆虫界的“大力士”呀！

外婆家的鸡
慈溪市第四实验小学301班
卢金琪（证号2209093）
指导老师 孙蓉娣

外婆家有几只鸡，养在房子旁
的一棵枇杷树下的鸡棚里。

公鸡很神气、很威风。它的鸡
冠像嵌满了红宝石的皇冠一样

“戴”在头顶，仿佛是一位至高无上
的国王；它的背是橙红色的，好像
披了一件绣满花纹的披风；它的尾
巴像一条黑中带红的丝带，随风摆
动。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眼睛和
嘴巴。它的眼珠子像两颗黑宝石，
看似十分灵敏；它的长嘴又红又
尖，好像石头都能被它啄成两半。

母鸡很美丽、很优雅。那白中带
黑的羽毛就像是在雪白的婚纱上缝
上了一条条黑蕾丝，它就好比一位
美丽的新娘在优雅地跳着舞蹈。

有一次，我和表哥想要给它们
喝水，于是用水枪往鸡棚里喷水。
结果，把它们“一家子”吓得满鸡棚
乱跑，它们一边跑一边“喔喔喔”地
叫，好像在向外婆告状。

这真是一群有趣的鸡！

黄鹂
北仑区绍成小学301班
柯俊宇（证号2202402）
指导老师 孙露

远处的小黄点静静地停在枝
头，好像腊梅树上的花骨朵儿。它
就是黄鹂，身披金色舞裙，尾部如
同裙摆的黑色花边，一双圆溜溜的
小眼睛犹如琥珀色珍珠，滴溜溜地
转，眼圈还打了黑色“眼影”。粉色
的嘴巴又长又尖，如同一个红色的
犀牛角，一双轻快有力的翅膀黄黑
相间，如鱼鳞，又似孔雀羽。一对尖
锐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树干，真
是一位“金衣公主”！

松鼠成长记
海曙区横街镇中心小学304班
黄均豪（证号2215594）

我家的松鼠妈妈生下了几只小
松鼠。小松鼠全身是灰色的，小小的
身体光秃秃、圆溜溜的，好像剥了壳
的鸡蛋，摸起来非常光滑，眼睛是完
全闭上的。

小松鼠因为看不见，也没有长
牙，只能靠松鼠妈妈给它们喂奶喝。
过了几天，小松鼠们慢慢地长出了牙
齿，并且张开了眼睛，我拿了一些胡
萝卜喂给它们吃。一开始，小松鼠待
在原地一动不动。后来松鼠妈妈带头
吃起来，小松鼠们你挤我，我挤你地
爬过来，用鼻子蹭了蹭，也开始呼哧
呼哧地吃起来，吃得津津有味。

过了几个月，小松鼠们全身长
出了毛，毛茸茸的，好像一团白棉
花，摸起来很柔软，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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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展翅
镇海区中心学校601班
张瀚元（证号2212921）
指导老师 张会闽

很多人会养一些自己喜欢
的小动物，特别是孩子，他们对

动物充满了好奇、
兴趣与友善。与小动
物为伴，可以满足孩
子的好奇心，培养责
任感，也让他们童年
的生活过得更加充
实，更有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