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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在“世外桃源”

猜猜她是谁

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抓螃蟹

我的外婆家在偏僻的乡下，那里如同一个“世外
桃源”，青山环抱，绿水环绕，树木葱茏，恬淡幽
静，我非常喜欢那里。
乡下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就会有大公鸡鸣啼。
这时外公 、外婆就应声 起来了 ，他 们要 去 忙些农
活。去之前外婆给我准备了农家自产的早餐，牛奶
加鸡蛋。乡下的人们都很勤劳，每天都有干不完的
农活。
起床后，站在门外，空气真清新，放眼望去正前
方的小山丘一片翠绿，还能闻到花、树木的香味。乡
下的天空总是蓝得像被涂过颜色一样，还时不时传来
几声清脆的鸟鸣！小山丘的前面是一片田园风光，不
远处人们在自家的地里浇水、除草。一条清澈的小溪
绕过一座座山丘，弯弯曲曲地经过整个村庄，延伸向
远方。小溪的两边人们或洗衣服或洗菜，三两一簇，
传来一阵阵的闲聊声，应该是在讲述这两天村庄里发
生的趣事。近处外婆家的园子里，母鸡带着它的孩子
们在觅食。这一切可真美好啊！
中午，外婆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这些菜大
都是自家种的，绿色无污染十分健康！我一口气吃了
一大碗，刚把饭碗放下，就有小伙伴找我去浅浅的小
溪里抓小虾。傍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鸟儿归巢
了，鸡、鸭回笼了，乡村又恢复了一天的宁静。饭
后，人们坐在自家门前谈天说地，我也坐在藤椅上仰
望星空，看着星星眨眼。
我喜欢这寂静的乡下特有的生活方式，它似乎与
世隔绝了，却别有一番滋味！
掌起镇中心小学 五 （3） 班 陈思媛
小记者证号：B1800072 指导老师：华青楠

在我们班上，有一个特别聪明，爱看书，还很活
泼的同学。大家猜猜她是谁？
中等偏瘦的个子，圆圆的脑袋上长着乌黑发亮的
头发，深灰色的眉毛，眼睛小小的，鼻子挺挺的，像
一名战士一样笔直地站在那里，脸蛋像一个红苹果一
样，红扑扑的。她有时梳着马尾辫，有时梳着麻花
辫，还有的时候梳着两角辫。对了，她眼睛上还有一
个装饰品“眼镜”。上课时两眼眯成一条缝，书里的
知识就是从那一条缝里被“吸收”进去的。
她，一位活泼、天真、可爱，整天笑嘻嘻的小姑
娘。性格外向，又特别爱笑，还有点淘气，是个开心
果，经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我最喜欢她笑，她一
笑那乌黑发亮的小眼睛就变成两个弯弯的月牙了。
她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经常乐于助人。记得一
次体育课上，同学们练习跑步，速度时而快时而慢。
一不小心，一个同学由于跑得太快摔倒在地，摔了个
大跟头，跪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眉头紧锁，脸上露
出了痛苦的表情。她见此情景急忙跑过去，双手握住
同学的胳膊，把她轻轻扶了起来，一边安慰同学，一
边扶着他去保健室做检查。她以一颗真诚的心，得到
了大家的认可，无论何时都深受同学的拥护。
她以身作则，喜欢学习，读书是她课余的一大乐
事。从童话故事到历史读本，从自然科学到天文知
识，她都读得津津有味。每次下课的时候，她都会认
真地读课文、写作业，小鸟听见了似乎也不叫了，花
儿见了就盛开了笑脸，树木听了让枝叶随风舞蹈。同
桌见了有点不好意思，也拿起作业做了起来。
你们知道她是谁了吗？她就是我们班上的纪律委
员孙若熙。
慈吉小学 三 （2） 班 张译文
小记者证号：A1800024 指导老师：黄蓉

依于窗前，手捧诗集，我觉得冰心奶奶是用爱
创作了一首首玲珑剔透的小诗。记得有人说过“冰
心”就是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奶奶说她一生
信奉“爱的哲学”，她认为“有了爱，便有了一
切”
。
《童年杂忆》 中奶奶用微带忧愁的笔调，回忆
并述说着童年的感受。“这些痕迹里，最深刻而清
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
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
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觉得冰心奶
奶的妈妈用书打开了奶奶认知世界的大门，用爱支
持了奶奶的人生梦想。
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的童年，不也是在爱的滋养
下成长着吗？
晚饭后如果作业完成的早，爸爸就会陪我到楼
下散步、骑单车、跳绳。“注意安全！”爸爸总是在
我身旁亲切而又沉稳地提醒我。每晚入睡前，妈妈
就会坐在我的床沿上，一边开着轻音乐，一边给我
讲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晚的故事时间则变成
了我们母女之间美好的沟通时光。
我想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
的时光。冰心奶奶的文章和小诗读来总让人觉得温
暖，像是在欣赏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年画，每一个段
落和字眼都包含着爱与被爱的亲切记忆。
第三实验小学 五 （1） 班 郑棵之
小记者证号：A1801704

吃过晚饭，凉风阵阵吹来，舅舅提议去海边捉螃蟹。
说走就走，我们带上工具，开着汽车，一转眼就
来到了海边。脱掉鞋子，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滩涂上。放
眼望去，滩涂上都是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小洞，有的
像火山口，有的像一个个小泡泡，还有的则像一座小滑
梯……但就是没有一只螃蟹的影子。我蹲下身子，仔细
观察着每一个小洞，还是一无所获！唉，看来今天我们
要空手而归喽！突然，一道细长的黑影在我眼前一闪而
过，飞奔过去，哈哈，是螃蟹！可还没等我靠近，它就
钻进洞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我由于过于激动，双
脚深深地陷进了淤泥里，差点拔不出来。
天渐渐黑了，我们的桶里还是空空如也！出乎意
料的是，眼前的黑影似乎越来越多了。经过一次次的
失败，我们找到了方法。妈妈发现了一只螃蟹，用灯
光对准它。我悄无声息地靠近，近了，更近了。我把
手掌向下，微微合拢，手指弯曲，形成倒扣的碗状，
对准螃蟹，猛地一扑，螃蟹就被我罩在“碗”里了。
它在我的手心里一点儿也不安分，东撞西蹿，寻找出
路。我的双手慢慢合拢，抓起螃蟹，放进桶里。
学会了抓螃蟹的方法，桶里的螃蟹自然就越来越
多了。那天，我们满载而归，心情特别舒畅！
润德小学 四 （1） 班 马浩宸
小记者证号：A1802199 指导老师：孙玲利

护河小卫士
作为古塘社区的环保小志愿者，下午，我们小精
灵团队的小队员们来到了浒山江、大塘河，开展了
“红领巾助力五水共治，争当平安小卫士”的社会实
践活动。尽管烈日炎炎，但是大家的热情依然高涨。
“咦，这个网兜是抓鱼的吗？怎么口子这么小
啊？”小队员们拿着几根长杆子议论纷纷。“小队员
们，这个是专门用来捕捞福寿螺的。”社区的阿姨给
我们详细介绍了什么是福寿螺，清剿福寿螺的意义，
然后带领我们在浒山江和大塘河巡河，使用捕捞杆清
理河道里的福寿螺和福寿螺卵。看着粉红色的螺卵被
捞上来，大家既兴奋又紧张，生怕一个不小心没拿稳
网兜，螺卵又重新掉入水中，大家捕捞了好多螺卵，
那一瞬间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护河小卫士了。
社区的阿姨还让我们自己讨论，确定了在河道
的几处缺口和显眼的位置，亲手放置浒山街道统一
定制的“防溺水告示牌”，希望能提醒大家提高安
全意识，构筑河道平安屏障。路上遇到了在缺口钓
鱼的老爷爷，我们还勇敢地上前劝导，老爷爷表示
以后会注意安全。你看，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安全小
卫士呢。
尽管汗流浃背，但是大家依然兴致勃勃，因为我
们深刻地知道，保护水资源，爱护水环境，是每个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四实验小学 四 （1） 班 倪睿妤
小记者证号：A1802513

众生平等，万物皆善
《西游记》 是一本神话类书籍。这本书主要讲了
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上收了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
猪八戒，三徒弟沙和尚，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
难，最终取得了真经。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最欣赏的还是他为
人公正、平等的品质。孙悟空和天庭诸仙最大的不
同，便是他的心中始终燃烧着追求公平正义的火焰。
王母娘娘在开蟠桃宴时没有请孙悟空，气得他在宴会
上大闹一通。可当他醒悟到天庭对待地位低微的弟子
并不公平时，就愤然下界而去。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让我想到了四年级时的
一件事，那一年我们班转来了一个面容有些怪异的
同学，我们都不喜欢他。渐渐地，这种厌恶演化成了
变本加厉的欺负，有谁看他不顺眼就会打他。有一
天，老师终于发现了这件事。于是在一次下课，老师
故意支开了那个同学，她脸上的严肃神色是我们入学
以来从未见过的，她教育我们作为栋梁学子，更要人
人平等，不能看不起同学。老师让我们认识错误，寻
找同学身上的优点，学着重新看待他，并且求得了他
的原谅。那一天，坐在位子上的我们一个个低下了
头，大家都明白了自己的过分，从那以后，我们放下
了偏见，和他做了好朋友。
那一天，讲台前老师的谆谆教诲，也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当书本照进现实，我们也应该更加宽容、平
等地对待他人，不是吗？
实验小学 六 （4） 班 蔡昊城
小记者证号：A1803116

坚持创造奇迹
拿起书，随着鲁滨逊一起去漂流。哇哦！鲁滨逊
用坚持创造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奇迹，让我浮想联翩。
不顾父亲的再三劝阻，鲁滨逊仍坚持自己的信
念，毅然决定去航海；面对被水手绑架的船长，鲁滨
逊坚持自己的善良，奋不顾身地出手相救；面对海岛
上凶残的野人，鲁滨逊坚持自己的勇敢，奋力杀敌，
无所畏惧。
鲁滨逊为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原本安逸、舒适
的生活，去海上探险吧。一次，因为遭遇风暴，全体
船员不幸遇难，只剩他一人漂到了一座荒无人烟的海
岛上。为了生存，鲁滨逊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坚强的意志坚持到了胜利的回归。岁月悠悠，终于
在 28 年后，鲁滨逊等来了生机。他救了一位被水手
绑架的船长，并在船长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乡。
我们在生活中也应该像鲁滨逊那样成为一个坚持
不懈的人！生活是这样，学习亦如此。无论是基础的
语文知识，还是复杂的数学题，或者是活蹦乱跳的英
语单词……没有日积月累的坚持，没有打破砂锅问到
底的精神，到最后都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发展自己，关怀他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
应该是我们慈吉学子的一份坚持。坚持吧！少年，让
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慈吉小学 六 （10） 班 潘思逸
小记者证号：A1800742 指导老师：周剑

安妮，轻声呼唤你的名字
安妮，你拥有一双幻想的翅膀。瞧！你看见窗台
旁有一丛不知名的小花朵儿，就像对待小孩子似的，
给它们取了一个充满情趣的名字：波尼。你赋予了它
们全新的意义。瞧！你望着那棵妖娆的樱花树，想象
着那是一位国色天香的少女，头上插着白花珠钗，害
羞地向你招着手呢！看到这么美丽的樱花树，当然也
得取个动听的名字喽，你左顾右盼，惊喜地喊出声：
“哦，白雪王后！”只见樱花树随着风儿，翩翩起舞，
仿佛对这个名字赞不绝口呢。
安妮，你用心地播种着善良。在小明妮父母参加
聚会时，我们可爱的小公主突然患上了严重的喉头
炎。而就在这时，你挺身而出，就像救苦救难的天
使，急忙奔到小明妮家里，冷静地烧开水，并找来一
些柔软的布，帮着明妮脱衣服……功夫不负有心人，
小明妮的病情好转了许多。
安妮，你孜孜不倦地追求自我。在报考皇后学院
后，你每天刻苦努力着，不管刮风下雨，都搅扰不了
你的专注。放假了，你依然捧着一本书，无论身边多
么嘈杂，也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你还是跟平时一样认
真、安静，时刻酝酿着智慧。
轻声呼唤着安妮，此刻，懊悔涌上心头。看到
别人出丑，我经常捧腹大笑；在学习时，常常心有
杂念；返校前，我还因为学具的事情，跟妈妈闹了
别扭……安妮，在你面前，我怎么那么渺小？
合上书，闭上眼，轻声呼唤你的名字。你轻轻悄
悄地走在我的面前，道路敞亮起来……
慈吉小学 六 （10） 班 吴佳怡
小记者证号：A1800727 指导老师：周剑

我错怪了他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下午，我对小柯
说：“要不要一起去书城看书？”他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
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看了一下
手表心想：时间过得怎么这么慢？时光要是能长腿，
那该多好呀！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房间，随之而来的是
一声响彻云霄的闹钟声。我发现外面阳光明媚，恨不
得老爸一个油门就到书城了，可是现实是残酷的，马
路上早已是车水马龙。车龟速般行驶着，时间来不及
了，于是，我当机立断，下了车就开始跑。
到了书城，我早已汗流浃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新鲜空气。可是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小柯，正当我准
备给他打电话时，突然发现自己因为太着急忘带了手
机。大约过了两小时，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身上，肚子
也开始了抗议，发出“咕咕”的抗议声。终于我顶不
住了，先去看书，过一会儿再来找他吧。
终于，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了，夜也黑了，可他还
是没有来。我想：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小柯你不是
君子。
到家后，我发现自己的手机上多了一条小柯发来
的信息：对不起，今天我生病了不能来。我为自己怀
疑他而感到自责，小柯，对不起。
慈吉小学 六 （16） 班 俞杨宏
小记者证号：A1800801

城市展馆之旅
“叔叔，给阿姨买朵花吧？”“看看这帽子，要不
要来一顶？”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这是我们班组织
的爱心义卖活动，同学们都在卖力地吆喝着……
上林坊步行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我们的义卖
品品种丰富、质优价廉，有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有
同学们亲手制作的小工艺品，有为七夕节特意准备的
玫瑰花，还有各类书籍、钥匙扣等等。一位同学的家
长，居然拿来了几十顶时尚的草帽，吸引了很多的路
人。同学们也纷纷使出了浑身解数，戴着六七顶帽
子，手上拿着不少玫瑰花，穿梭在人群中，卖力地推
销着。我主要负责推销书籍，没想到第一笔生意就成
功卖掉了 13 本，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便更加使劲
地喊：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优质书籍大减价……”天
气挺热的，汗水从同学们的头上、背上流了下来，但
是大家一点也不在意。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里，居然
成交了 300 多笔，获得了爱心款 4000 多元。
爱是彩虹，色彩斑斓，这次爱心义卖活使大家得
到了历练，明白了有付出才有收获，懂得了团结的重
要性，真是获益颇丰！
慈吉小学 四 （3） 班 丁浩栋
小记者证号：A1800166

侦探小组在行动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暑假，
我最喜欢的系列书籍是 《淘气包马小跳》。在看完
书后，我喜欢上了这个“淘气王”和他的伙伴。书
中的故事有时会逗得我哈哈大笑，有时也会让我深
受感动。
在读到 《侦探小组在行动》 这本书时，我的内
心久久不能平静。它主要讲的是黄菊的爸爸出了车
祸，马小跳在得知消息后，马上成立了由唐飞、张
达、毛超组成的四人“侦探小组”。在侦查过程
中，他们得到了好心人老杜的帮助。最终，侦探小
组破案了，但结果却出乎大家的意料——肇事者竟
然是老杜，而且他勇敢地去自首了。
书中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只要他还是一
个有良心的人，我相信他的心一直在受煎熬，这比
任何惩罚都重要”。生活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
多，当一个人做错了事。如果人人都像老杜一样，
那么受害的家庭一定会减少很多痛苦。作为一名小
学生，如果在学习上能有老杜的责任感，那么我们
的学习会有很大地提高。
读了这本书，我更加喜欢马小跳了。喜欢他的
勇气，喜欢他的正义感和乐于助人的品质。《侦探
小组在行动》 告诉我一个道理：每个人都会做错
事，只要勇于承认，及时改正，就仍然是一个真实
正直的好人。只要我们每个人诚实守信，勇于担
当，社会将变得十分安定、和谐，世界将变得更加
美好！
胜山镇中心小学 四 （2） 班 陈叙吟
小记者证号：B1800612

吊兰
阳台上，有娇艳的海棠花，淡雅的水仙花，奇特的
仙人掌……但在我眼里最好看的还是扑香清新的吊兰。
吊兰的颜色翠绿，细细长长的，像一把把弯
刀，也像小姑娘长长的头发，整盆叶子犹如一朵绿
色的花。
在它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几片叶子中间会
长出一根又细又长的藤，随着细藤越长越长，主杆
向下垂落吊在空中，这也许就是它名字的由来吧。
又一段时间后，细藤上会长出来米粒般大小的
花苞，开出白花，小小的，不是很起眼，慢慢地花
儿多起来，重重叠叠，一阵微风拂过，清香扑鼻。
吊兰不但长得清新迷人，而且还有顽强的生命
力，炎热的夏季不会被旱死，寒冷的冬天也会长
青。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尤其
令人敬佩。我赞美你——吊兰。
润德小学 四 （2） 班 周笑悦
小记者证号：B1800548

可爱的老爸
他，剃了个板寸头。粗粗的眉毛像两条毛毛虫
卧在眼眶上，看上去很精神，又高又挺的鼻梁上架
了副眼镜，他就是我可爱的老爸。
老爸很贪吃。每当有好吃的，就会特别开心。
瞧，他一边吃一边念叨着：
“好吃！好吃！”吃美了
还向我扮了个鬼脸，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老爸也有严肃的时候，每当我惹他生气时，他
都会紧皱眉头，眼睛瞪得铜铃大，只好乖乖向他认
错。
我爱我的老爸！
润德小学 三 （3） 班 马子淇
小记者证号：A1802177 指导老师：陈丹峰

科学小实验
我准备了三张大小一样的宣纸、白板纸、卡
纸，想做一个实验，比较它们的吸水性。
我在杯子里放了半杯水，还放了一点红墨水。
我先把宣纸、卡纸和白板纸卷成柱状，再把它们同
时放入水杯。我看了一下时间，然后开始观察。我
发现在宣纸上，水就像一个跑步健将直往上蹿。过
了一会儿，宣纸就全变红了，这时是 16 时 40 分。
我又看了看另外两种纸上的水，它们还在慢慢地
“走”呢。
吃完晚饭一看，白板纸也全湿了，这时是 18
时 38 分。快睡觉时，又看了一眼卡纸，也已经全
部湿了，这时正好 20 时 30 分。最后来算算每张纸
湿的时间，就应该知道谁的吸水性更好。宣纸 22
分，白板纸 2 时 20 分，卡纸 4 时 12 分。经过这次实
验的比较，我发现宣纸的吸水性最强。
科学小实验真有意思！
润德小学 四 （1） 班 施妤函
小记者证号：A1802198 指导老师：孙玲利

将诚信实践到底
金城公主——李可莹，冰雪聪明的她肩负重任，
为诗人评诗。“诗文从心而发，有感而生。”面对“流
星白羽灭胡虏，骁骑万里竖砥柱”，这样虽有一片赤
诚之心，却没有实际行动的诗，可莹巧作诱导，让诗
人捐出万两白银，以表对国家的赤胆忠心。瞧着一个
个诗人为了夺冠，把自己的诗作写得天花乱坠，可最
终都在金城公主面前原形毕露，我不禁拍手叫好。
实事求是、言而有信素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就拿赴约来说吧。那天，窗外的太阳仿佛一个作孽的
大火球，炙烤着大地。没一会儿，
“火球”不见了，顿
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这天气怎么就跟唱京剧一
样，说变脸就变脸。雨哗啦啦地倒下来，天地混沌一
片。此刻的我焦急难耐，这天气，老妈肯定不会轻易
放我出去了，可是我与小妍有约啊！看看时间，离约
定的时间只剩下五分钟了。我顾不上老妈的劝阻，咬
咬牙，撑起雨伞就往外冲，发现一个身影在图书馆门
口蹲着，哈哈，这不是小妍吗？“我来了！”我喘着气
喊道，“对不起，我还是迟到了。”我的心里一阵愧
疚，蹲着的小妍头发黏着额头，衣服湿哒哒的。不
过，当她看到我的那一刻，脸上漾出了两朵美丽的花。
金城公主，督促着我将诚信实践到底。
慈吉小学 六 （10） 班 胡潇尹
小记者证号：A1800740 指导老师：周剑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入梦，鲁滨孙又闯进了我的梦，蓬松杂乱的长发，
黝黑的皮肤，有力的手臂，脸上绽放着洒脱爽朗的笑。
爱冒险的鲁滨孙和伙伴们乘船前往南美洲，不料
中途发生意外，只有他一人幸存了下来。他被冲到了
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渐适应了
环境。他种粮食来维持生计，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
活。生活二十六年后，鲁滨孙想尽办法救下了其中一
个被绑架的倒霉鬼，还为他取名叫“星期五”。就这
样他俩一起相依为命，直到被人发现回到城市。
我这辈子是不可能经历鲁滨逊那样的遭遇，那就
让自己的遐思无限拉长吧！不过一旦回归现实，我依
然还是那个胆怯的小女孩。新学期班委就要改选了，
我最合适竞选的应该是副班长。可是，一想到上台竞
选，天呐，打心眼里的战战兢兢呀。
蓬松杂乱的长发，洒脱爽朗的笑再次出现了……
好吧！试着向鲁滨逊学习，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吧！
慈吉小学 六 （10） 班 卢鑫爱
小记者证号：A1800741 指导老师：周剑

城展馆之旅
骄阳似火的八月，蝉鸣阵阵。我们向阳花中队的
同学们来到了景色宜人的明月湖畔，参观了慈溪城市
展览馆。同学们用眼睛仔细观察，用耳朵认真聆听，
感受着我们大慈溪的历史与变化。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位于三楼的巨大城市规划沙盘模型，一到那里，我们
不约而同地发出“哇哇哇”的赞叹声。我兴奋地指着
其中一个地方说：“快看，那里好像是我们实验小学
哦！”“真的是呢！我还看到了大剧院！”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十分高兴。
这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我感受到了慈溪的美丽，
生活在慈溪真幸福！
实验小学 二 （1） 班 高贝妮
小记者证号：B1800643 指导老师：余燕

假如我是爸爸
假如我是爸爸，我绝对不会抽烟、喝酒，因为这
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假如我是爸爸，我绝不会和妈妈
吵架，因为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假如我是爸爸，我不会因为自己犯的错误，而冤
枉了孩子。假如我是爸爸，我不会因为工作的忙碌，
而放弃对孩子的承诺。假如我是爸爸，我会跟孩子成
为好朋友，经常跟孩子说说心里话。
假如我是爸爸……
掌起镇中心小学 五 （5） 班 陈子涵
小记者证号：A1804596 指导老师：柴益丹

第一次补牙
一天，妈妈带我去口腔医院补牙。
我躺在那张特别的床上，心中忐忑不安。医生手
里拿着水枪坐下，洗牙完毕后，口腔内满是不能下咽的
水，这时医生朝我嘴里放了一根管子，水“嗖”一下被
管子吸光光了，太神奇了！医生把我的牙洞填满，又仔
细地修掉了多余的部分。一颗完整的新牙就出现了。
原来补牙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可怕。从今以后，
我要按时刷牙，保护好每一颗牙齿。
润德小学 三 （3） 班 陈薇伊
小记者证号：A1802181 指导老师：陈丹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