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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老师 罗腾 胡淑群

绿豆成长记

◆晚上，我把一些大大小小的豆子放
进了水里。第二天一大早，我发现每粒豆
子都裂开了，还长出了一条短短的“小尾
巴”！

又一个清早，我发现有四五颗豆子浮
在水面上。有的豆子的外皮已经完全脱掉
了，小尾巴倒是没有什么变化。有的豆子的

“嘴唇”——裂痕颜色越来越深了。
第四天，豆子的身体已经裂开了一

些。从大一点的裂口望去，可以看到豆子
里面白茫茫一片，像虚无幻境。要不是我
昨天忘记换水，今天很可能会长出小嫩
芽。有的小豆子摸起来滑溜溜的，像溪底
的鹅卵石，抓都抓不起来。可能是没换水
的缘故，当我用鼻子闻它们的时候，有一
点腥臭。

慈溪市庵东镇东一小学401班
程嘉豪（证号2209629）指导老师 戚益超

◆上星期五，我准备了几粒绿豆来做
实验。我把绿豆放入杯子，倒入水。浸泡了
几小时后，我在绿豆下面铺上了湿纸巾，
让它们舒服地躺着。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绿豆竟变成原来
的两倍大，而且变软了，外面的绿衣裳快
要脱下来了。下午，我放学一回到家，就迫
不及待地去观察那些绿豆宝宝。白白的绿
豆芽已经探出了小脑袋，仿佛在对我说：

“我一定要突破自己，成为美丽的豆苗。”
今天，绿豆长出了一条“小腿”，似乎

厌倦了这里的生活，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呢！绿豆芽变长了，长出了一些嫩叶，可好
看了。绿豆芽的小叶子慢慢长大了，而且
茎越来越高，齐刷刷地挺立着，真精神！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绿豆芽那样快
快长大。

慈溪市沧田实验学校502班
单妍煜（证号2208122）指导老师 张婉珍

◆前几天，老师让我们回家做“绿豆发
芽”的实验，并对绿豆的成长过程进行观察。
这可真是一个漫长而惊喜的过程。

我找来了一个透明的盒子，往里面倒
了一小半的水，又抓了一把绿豆撒入盒子
里。一颗颗绿豆跳到了盒子底部，如同技
艺高超的跳水选手！可它们一触碰到盒子
底部就犯起了困，好像是刚才的跳水动
作，使它们太累了。

第二天一起床，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看
绿豆们，只见它们撑着大大的肚子在那儿
躺着，应该是昨天喝水喝得太饱了吧！

第三天，绿豆露出了白白的“肚子”，
好似顽皮的宝宝们掀起了自己的衣服。定
睛一看，我欣喜地发现绿豆已有一点点白
芽儿长出了。

到了晚上，小芽儿已经长了些许，那
外形神似小蝌蚪呢！

长出芽的绿豆犹如一片“迷你”森林。
到第三天，芽儿已经有五六厘米了，跟我
们的小手指差不多长。这些豆芽儿你靠着
我，我压着你，长得可茂盛了！

等到第七天，豆芽已经长出了嫩黄色
的新叶，叶子旁边各有一个芽尖在生长，
就像一条鱼正在用尾巴嬉戏呢！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发现生命真是
神奇啊！绿豆从一颗豆子到长出叶子，是
那么艰难，它突破层层阻碍却永不放弃。
我要学习它的这种品质，在遇到困难时绝
不轻言放弃！

慈溪市保德实验学校403班
胡可昕(证号2208251) 指导老师 江明央

观影记
余姚市凤山小学603班
张明慧（证号2203038）
指导老师 陶远

捉蚊趣事
慈溪市沧田实验学校501班
金奕状（证号2208120）
指导老师 张聪明

一天，我正认认真真地写
着作业，蚊子却在我耳边“嗡
嗡”地唱歌，还时不时在我身上
叮个包。这让本来就因解不出
题而生气的我更加火冒三丈。

“人蚊大战”一触即发。
第一回合 我派出两员大将

——左手和右手。这时，我看到
眼前正有一只大蚊子。我向上一
跳，双手一拍。正当我得意洋洋，
认为蚊子已经身亡的时候，耳边
竟又响起了“嗡嗡”声。我转头一
看，发现蚊子还在原地唱歌，我
差点气晕过去。

第二回合 这次我拿出了
电蚊拍，打开开关，用力地左挥
挥，右拍拍。我仿佛看到了蚊子
惨死在我电蚊拍下的情景，可
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第三回合 我掏出秘密武器
——五盘蚊香。我一一将它们点
燃后，立马把门和窗都关上。哈
哈，这下看你们怎么办？我暗自
偷笑。5分钟后，我打开门一看，
里面“仙气飘飘”，我差点被熏死
过去。

龟兔赛跑
镇海蛟川双语小学406班
黄禹翔（证号2219831）
指导老师 叶锦波

自从兔子输了那场比赛后，她就
暗下决心，一定要和乌龟再一决高
下。于是，她每天努力练习，并时刻告
诉自己要认真对待比赛、不能轻敌。

大约过了一个月，兔子自认为
无论是战术还是状态，都已经准备
就绪，于是向乌龟发出了战书。

乌龟收到信后，大吃一惊，想着
接还是不接。他犹豫了很久，但是为
了面子，还是假装坦然地接受了。他
心想：也许兔子还会掉链子呢！

今天，就是比赛日。乌龟和兔子
都精神抖擞、蓄势待发。这回比赛规
则有所不同：可以选用滑板或自行
车。兔子看了看自己的大长腿，毫不
犹豫选择了自行车，心里想着：“乌龟
这小短腿，我一脚踩下，就可以把他
甩到九霄云外。”乌龟选择了滑板，完
美避开了自己腿短的劣势。只听发令
枪“啪”的一声，兔子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快速地冲了出去，而乌龟却愣
了一下，才用力一蹬，滑了出去。

今天兔子确实不一样了。乌龟虽
然使出了浑身力气往前滑行，但是兔
子却离他越来越远，慢慢地只能看见
一个小白点在前方移动。乌龟着急坏
了。突然，在一个急转弯处，他重心不
稳，沿着坡道快速滚了下去。等他停下
来的时候，感觉头晕目眩、天旋地转。

兔子听到声音，回头看见乌龟
躺在地上，一阵窃喜，不自觉地放慢
了脚步。猛然间发现了路旁的萝卜
地，心想：“何不先享受一番，再出
发。”于是她扔下了自行车，津津有
味地吃了起来。这个时候，乌龟艰难
地站上了滑板。看见乌龟快接近萝
卜地时，兔子慌了，不知道是不是刚
才扔自行车过于用力，当兔子上车
的时候，发现链条居然松了。

乌龟经过时，看见兔子的车链
条坏了，乌龟马止停下来帮她。一人负
责固定链条，一人负责转动踏板，很快
就把自行车修好了，两人相视而笑。

乌龟坐在后座，兔子用她的大
长腿骑着自行车，轻快地骑向终点，
两人并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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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她更完美
镇海区实验小学402班
胡轩淇（证号2213528）
指导老师 华惠娜

家，是温暖、幸福的港湾。
从小就听妈妈说，她和爸爸相
识在宁波大学美丽的校园里，
然后幸福地牵手。在2011年的
一个寒冬，家里添了一个暖阳
——我。而在2016年，我们又
迎来了另一个小可爱，那便是
我的妹妹，一位倔强的小女孩。
她的脾气又臭又硬，经常让我
们哭笑不得。

在我做作业时，她喜欢拿
我的学习用品玩，和她讲道
理，她又不听，然后我们就开
始了“争夺大战”。等爸妈下班
回家，她还“恶人先告状”。妈
妈问：“你们谁有错？”她总是
低头无辜地回答：“我拿姐姐
的笔玩，是我不对，但她抢回
去，还关门不让我进书房，就
是她不对。她错的多。”妈妈又
问：“那姐姐关门了，你用力敲
门，影响到邻居，是否你错的
更多？”这时，她就保持沉默
了。不管妈妈怎么追问，她都
不肯再说话。

还有一次，她把李子咬了
一口，就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妈
妈发现了，便要求她捡起来，并
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能浪费食
物。”但是，不管妈妈怎么说，
她就是不捡，连妈妈打她的手
心，她都不肯认错。哎！真是不
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

虽然我的妹妹现在还不懂
事，但我还是很喜欢她。因为她
是我们家的宝贝，我们家因为
有她，更完美。

难忘的眼神
慈溪阳光实验学校503班
郁凯轶（证号2208937）
指导老师 沈乃平

一个身影，手捧着一叠书，走
进了教室……

伴随着上课铃响起，在讲台前
的身影拍了一下手。声音戛然而
止，吵闹的教室似乎被按下了暂停
键，安静得仿佛连呼吸都能听见。

“把课本翻到第13页。”语音刚
落，只听见杂乱的翻课本的声音。

我把双手缓缓伸进课桌里，四
处观察后低下了头，视线固定在了
课桌里。正在做小动作的我，还没
发现一双眼睛正直视着我。过了好
一会儿，我才把头抬起来，发现此
时老师正严肃地盯着我。我条件反
射般把手放在课桌上，眼睛一动不
动地注视着老师。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和
老师的眼神依然相对，我的心中开
始不安：老师为何还一直看着我，被
发现了什么吗？终于，老师收回视
线，说了一句话：“希望大家好好听
课。”

下课了，虽然那个身影走了，
但那个眼神我牢牢记在心中。当我
做事开小差时，眼前总会浮现出那
个眼神，那个眼神似乎在鞭策着
我，做事要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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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海曙区宋家漕小学301班
罗梦琪（证号2213776）指导老师 童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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