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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

踏雪迎新

水仙花

命运是公平的

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空。空中的云朵急得身子
都红了——太阳马上就要走了，我们还要送别呢！
黄昏中的乡村是热闹的。菜场里，人们在买菜，
商人在大声吆喝；田野里也是一片热闹，青蛙吹着号
角，小蛇在树上“咝——咝——”地发出声响，鸟儿
在枝头上歌唱，树叶在“尖叫”，蚯蚓是土下的工作
者，辛勤地劳动着。
黄昏中的乡村是恬静而安宁的。人们在房屋中炒
菜吃饭，饭菜的香味被风传到田野上，鸟儿们停留在
小树上，看着我们，渴望着早点儿把肚子填满。
黄昏中的乡村是美好的，美丽的。河水变成了金
红色，天空像着火一样，一片红色，如同鲜血一样。
白鸽变成了金黄色的，一只只白鹭变成了金红色，好
像是从天上下凡来的一群仙鹤。
黄昏中的乡村也是快乐的。吃完饭的大人在田间
散步，小孩子则在草坪上欢快地玩耍。
太阳下山了，走了，天空一片冷清，晚风十分迷
人，乡间的黄昏真是可爱、壮丽！
实验小学 五 （6） 班 姚奕臻
小记者证号：A1900355 指导老师：许利亚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2019 年的第一天，爸爸
妈妈带我登山赏雪。
来到岗墩山顶，放眼望去，好一派银装素裹的景
象，好似一个被冰封的童话世界。四周雾蒙蒙的一
片，竟一时辨不清身在何处，我突然明白唐珙说的：
“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此时此刻的我
也和唐珙一样，陶醉在这粉妆玉砌的世界中。行走在
雪地上，就像走在一块松软的白色地毯上，脚下还发
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真好玩！
在小伙伴的提议下，我们玩起了堆雪人。我们做
了一个拳头般大小的雪球，在雪地上滚来滚去，雪球
越滚越大，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雪球终于滚好
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又堆了一个小雪球，把它安放在
大雪球上。我们找来几片落叶，做成了雪人的鼻子、
眼睛和嘴巴。看着雪人，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原来我
们忘记了雪人的双手，我灵机一动，找来两根竹枝条
插在雪人的身体两侧，又摘下身上的围巾和帽子戴在
雪人身上。一个栩栩如生的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它
好像正咧着嘴对着我们笑呢！我们激动得欢呼起来！
此时，雪花依旧在飞扬着，它将大山装扮成了一
个美丽的世界，也将我们这些快乐的孩子装扮成了一
个个快乐的小精灵。
实验小学 三 （2） 班 周恩妮
小记者证号：A1900186 指导老师：马亮

世界上有很多植物，形形色色、大大小小、各
不相同。有人说牡丹雍容华贵，玫瑰娇贵艳丽，梨
花洁白如雪；也有人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而我
却最喜欢那貌不惊人的水仙花。
水仙是我国的十大名花之一，它还有一个好听
的别名叫“凌波仙子”。初见水仙，我真以为它是
大蒜。你瞧，白色的“蒜头”上长着几片长条形的
绿叶，摸起来十分柔滑，犹如一条条丝绸。那白色
的“蒜头”就是它的根，它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仿佛几个好姐妹依偎在一起，说着悄悄话呢！它的
根须密密麻麻，好像老爷爷的白胡子，可有趣了！
别看水仙其貌不扬，可它的生命力却极其旺
盛，只需清水供养即可。每年春节将至，水仙就会
开出一朵朵小白花。此时，你再看水仙，就会发现
它的美貌与清香不逊于任何花朵。看，它的花洁白
如玉，大片洁白的花瓣紧紧包裹着一个个“金酒
杯”。“金酒杯”里盛着“金珠子”，那是水仙花的
花蕊。只要你稍一靠近，一阵淡雅的清香就扑鼻而
来，让人心旷神怡。
望着这平凡而又脱俗的水仙花，我的脑海中闪
过这样一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啊，即使是再
不起眼的花，也会有绚烂开放、花香四溢的那天；
不管多默默无闻的人，也总会有展现光芒的那一
天。只要我们充满勇气和信心，不管前方的路有多
难走，我们都会跨过一个个栅栏，迎接生命怒放的
那一刻。
我爱水仙，爱它的平凡，更爱它开花时绽放的
绚丽光彩。
第四实验小学 三 （1） 班 沈卓航
小记者证号：A1904040 指导老师：茅建女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 《战胜
命运的孩子》，深受启发。
故事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喜欢画画，想当美术
家；一个喜欢弹琴，想当音乐家。但是很不幸，想当
美术家的孩子突然瞎了，想当音乐家的孩子忽然聋
了。当他们抱怨厄运时，一位老人过来给他们指点迷
津，于是他们又追求起了对方的梦想。奇怪的是，他
们各自的不幸遭遇反而更有利于新的追求。经过不懈
的努力，最终他们成为了名扬四海的音乐家和美术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命运堵塞了一条道路的时
候，它常常会留下另一条道路。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
风顺，遇到挫折不要伤心，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平，
要像这两个孩子一样大胆地去探索，去追求，永不放
弃，一定会找到合适自己的路。因为阳光总在风雨后！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像只能动几根
手指的霍金，瘫痪的张海迪，天生没有四肢的胡克·
尼哲，双耳失聪的贝多芬……虽然他们都有残疾，但
凭着顽强的毅力，不断的追求，都成了伟人。这一切
都让我深深地明白：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肯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所以命运是公平的。
以后，我一定要勇敢地面对世界，无论身处的环
境多么糟糕，无论遇到的困难多么巨大，都要冷静地
寻找突破口，活出自己的风采！
实验小学 四 （7） 班 陈骁诺
小记者证号：A1900301 指导老师：胡玲

相信我，我能行
这个假期，有一本书让我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受益匪浅。它就是孙幼军爷爷写的童话故事—— 《小
贝流浪记》。这本书讲述了一只猫妈妈生下了两只小
猫咪，一只叫小宝，长得强壮，另一只叫小贝，天生
就很柔弱。在一次意外中，小贝离开了妈妈和哥哥，
但是它从来没有放弃回家的希望，它历经千辛万苦，
在森林和草原里用自己的勇敢和自信打败了很多敌
人，也结识了很多帮助它的好朋友，同时也学会了独
立生活的本领。终于不负有心人，最后它如愿找到了
妈妈和小宝。这时，大家惊奇地发现：原本柔弱的小
贝却长得像一只高大威武的“小豹子”了，而强壮的
小宝则被妈妈娇生惯养，连只老鼠都抓不到。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贝和小宝为什么会发生这
么巨大的变化吗？只要你读过这本书就能明白，是森
林和草原让一只原本柔弱的小贝变成了独立、勇敢的
“大猫”。而小宝成天生活在妈妈无微不至的羽翼下，
缺少了锻炼本领的机会，因此缺乏了独立生活的能
力，变成了一只永远离不开妈妈的“小猫”
。
读完这本书，我很羞愧，觉得自己就像故事里的
小宝，每天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宠成小宝宝，饭来
张口，衣来伸手……所以我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弱：系
鞋带不熟练，课桌经常很乱，家里到处都有我的课外
书和玩具……其实，我也可以成为小贝，虽然现在不
可能离开爸爸妈妈，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放手让我多
锻炼，多做力所能及、应该做的事，我相信只要付出
努力，勇敢地面对挫折和困难，将来我也可以像小贝
一样成为生活的强者。哪怕有一天，我长大了，要离
开爸爸妈妈了，我也能勇敢地面对、克服困难，一个
人真正独立地生活。
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相信我，我能行！”
横河镇中心小学 三 （4） 班 余子煖
小记者证号：A1904184

这儿真美
我去过美丽的松兰山，登过雄伟的万里长城，到
过高大的江郎山，但我更喜欢景色迷人的森林公园。
春天，美丽的樱花开了，各种各样的百合花开
了。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我和爸爸妈妈常常来森林
公园放风筝。
夏天，五彩缤纷的荷花开了，有白色的、粉色
的、淡黄色的，一朵朵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阳光下频频
点头，湖里的鲤鱼欢快地游来游去。虽然天气骄阳似
火，但还是挡不住我们的脚步。
秋天，千姿百态的菊花开了。菊花有的像一个小
皮球，有的像一个个小钩子，有的像一个个小舞台。
我和爸爸妈妈会在树荫下搭帐篷。
冬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很多树都枯萎了，只有
松树和柏树长得更苍翠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弟
弟会一起打雪仗、堆雪人。
多么美丽的森林公园啊！
保德实验学校 三 （1） 班 项宇泽
小记者证号：A1903147

上林湖之旅
今天，我们一家来到了美丽的上林湖。
秋风习习，有着丝丝凉意。上林湖的湖水在秋风
的拨动下泛起了层层波浪，秋日的山上也层林尽染。
我陶醉在这一片山清水秀中。
除了欣赏风景外，我还学会了打水漂。首先是要
找一块比较平的石头，而且大小要适当。然后，掌心
向上，大拇指、食指、中指握住石头，沿着水平线，
把石头用力扔向水面，石头会一蹦一蹦地在水面上跳
跃。一开始不是很顺利，经过爸爸的指点以及反复的
练习，最后我扔出了漂亮的水漂。
遗憾的是，我没有去参观上林湖越窑遗址和博物
馆，期待下次再去！
实验小学 三 （12） 班 沈恒宇
小记者证号：A1900281 指导老师：沈志苗

参观城市展馆
迎着风雪，我和爸爸来到了慈溪市城市展馆。大
厅的地图告诉我，这里一共有三层，6 个展厅。
每个展厅都有些什么呢？我拉着爸爸的手，一层
一层地去参观。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三楼的总体规划
展厅！放眼望去，中心城区近 100 平方公里内的道
路、房屋清晰可见。那一个个小小的模型，是按 1：
550 的比例精心制作的。爸爸来了兴致，用手指着，
一个接一个地考我。我呢，有的说得上来，有的好像
去过，有的却一点印象也没有。
这时，文化商务区版块缓缓升起，在灯光、音乐
的辉映下，特别引人注目。我不禁鼓起掌来，为生活
在如此美丽的慈溪而骄傲，为自己是一个新一代的慈
溪人而自豪。
乘坐电梯回到大厅，我又看到了飘飞的雪花，看
到了雪中的慈溪。
实验小学 一 （17） 班 杨渃安
小记者证号：A1900066

小雪花
雪下个不停，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棉被。
小雪花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就像一只只翩翩起舞
的小蝴蝶，也像一朵朵绽开了笑脸的小花，还像洁白
的羽毛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我伸出手，雪花就像一
位位舞动的小精灵，在我的掌心欢呼雀跃着，软软
的、凉凉的。
雪花落到屋顶上，屋顶白了；雪花落到汽车上，
车顶白了；雪花落到马路上，路面也白了。雪花落在
我们头顶上，一不小心就白了头。雪花就像一位魔术
师，瞬间变出了洁白无暇的世界。
看着这白茫茫的世界，我的脑海中就浮现这样一
句诗：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冬天真好，江南的雪下得不算大。但足以让小朋
友们欣喜若狂地玩堆雪人、打雪仗、滚雪球……我最
喜欢堆雪人，先滚两个大雪球，一个是头，一个是身
体，再把头和身体连接起来，然后找到两颗黑石头、
一个胡萝卜、一个水桶、一根树枝。最后把四样东西
安装在雪人的头上，冬天的好伙伴——雪娃娃就这样
出现啦！
我最喜欢冬天，喜欢江南的下雪天，因为冬天是
个美丽祥和的季节。
实验小学 二 （6） 班 杨迦程
小记者证号：A1900118 指导老师：胡文儿

校园里的桂花树
在我们学校门口的草坪上长着一棵桂花树，每到
秋天，正是它展示自己魅力的时候。桂花真香啊，香
得连十里之外的人都闻得到；桂花真美啊，美得像一
颗颗黄水晶掉落在玉盘中；桂花真小啊，小得只有走
近了才能看清楚。到了深秋，一朵朵小小的桂花飘落
下来，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让大地妈妈在
宁静的夜晚做一个甜甜的好梦。
吃好饭，同学们经过桂花树时，都会被桂花吸
引，站在旁边挪不开脚步。
慈吉小学 五 （3） 班 胡梓涵
小记者证号：A1901273

快乐元旦
2018 年的脚步已渐行渐远，像一条永不停息的
小河，匆匆流过。2019 年的步伐已悄悄靠近，在新
的岁月中，我们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期待已久的小雪花伴随着北风潇潇洒洒地降落到
了窗台上，敲开了元旦的大门，这天当然少不了家人
的团聚。
一大早我和奶奶手挎篮子，脚踏寒风，来到菜
场。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了架子，正跃跃欲试，想要
跳入我们的菜篮子中。“瞧瞧，碧绿碧绿的蔬菜，新
鲜极了！”“来看看活灵活现的虾、鱼。”“又香又甜的
瓜呀，快来买……”远处传来一阵阵吆喝声，那些商
贩正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过他们的方法显然起
了效果，不一会儿，买的菜已冲出篮沿。
回到家我已饥肠辘辘，便迫不及待地和奶奶一起
准备火锅材料：先给各种菜洗个澡，然后等奶奶把他
们切好放盘子里，我便把它们端上了桌；再把几个菜
一股脑地送它们去“沐浴”了。等人到齐后，最快乐
的时光开始了。看着眼前的美食，我狼吞虎咽得已分
不清是菜还是肉，早已收入肚中。
酒足饭饱后，我和爸爸在家门口堆了一个小雪
人，小雪人迎着风，好像跟我一样对新的一年充满了
期待。
实验小学 二 （2） 班 陆俊呈
小记者证号：A1900090 指导老师：陈琦

大自然的学问
今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我和爸爸到草坪
上玩。
草地非常宽阔，绿草如茵，栖息着各种各样的
生物。五颜六色的花争奇斗艳，三个一群，五个一
伙，正在举行一场比美大赛呢！一阵风吹来，像一
片舞动的海洋。成群结队的蝴蝶跳起舞来，成千上
万的蜜蜂采着花蜜，草地真是太美了。
我来到一棵橘树下，摘下一片树叶，树叶散发
出一股清香的气味，非常好闻。突然，我发现一个
蜗牛壳，我把它翻了一个面，里面竟然没有蜗牛，
我又把它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没有蜗牛的踪迹，我
问爸爸：“这个蜗牛壳为什么没有蜗牛？”爸爸说：
“因为蜗牛死了呀！”“蜗牛死了就会消失吗？”“我
更糊涂了。”“蜗牛死了是会和壳分开的。”爸爸
说。我这才恍然大悟。
大自然有很多这样的“小秘密”，只要仔细你
观察，就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实验小学 三 （10） 班 高旷
小记者证号：A1900237 指导老师：陈滟

探索昆虫世界
听说老爸要来我们班上一节老爸课堂，来讲
《探索昆虫世界》，我很期待！
那天，爸爸带来了 4 盒他们亲自上山捕捉的昆
虫标本，里面有很多排列整齐的昆虫，有天牛，蝴
蝶，独角仙，金龟子……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到了近距离观察标本环
节，其中一只天牛吸引了我，它的眼睛是黑色的，
就像戴了一副墨镜；它的嘴巴是弯弯尖尖的，就像
一把锋利的小刀；它的身上披着黄黑相间的衣裳，
真像一位身披铠甲的大将军！
天牛全身黑中带黄，它的触角是一节一节的，
像两条长长的鞭子，我数了数，一共有十节。爸爸
告诉我们，天牛的触角有一节就有一岁，哈哈，那
它应该是十岁了，居然跟我一样大。
这节课认识了不少我们身边的昆虫，让我大开
眼界。昆虫世界真奇妙呀！
第四实验小学 四 （3） 班 劳悦鑫
小记者证号：A1902794 指导老师：高建萍

黄山奇松
黄山有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奇松。
就说“迎客松”吧，它的一丛枝干斜伸出去，
如同好客的主人伸着手臂，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
来。
在一座座陡峭的山峰上立着一棵松树。远远望
去像一个千手观音。只见它向四面八方伸展着“手
臂”，好像在施法，让黄山变得更美。
“连理松”就更有趣了！同一个树根上长着两
棵树，好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双胞胎。“送客松”更
有意思，它向山下伸出长长的“手臂”，好像在跟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
黄山奇松千姿百态，神奇极了！
实验小学 二 （14） 班 应悦
小记者证号：A1904087 指导老师：屠雅芸

班长生气了

象山

“安静，安静！”今天的值日班长暴跳如雷地站在
讲台前，使劲地喊：“大家不要吵了，大家不要吵
了。”可是大家还是自顾自地吵闹，我想：老师不在
教室，看来班长管不住了。
唐宇宸站在椅子上，朝别人扔纸团和纸飞机。班
长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但是他们依然你扔我，我扔
你。女生们左躲右闪，生怕被纸团打着。班长真的火
了，使劲一跺脚大声一喊：
“唐宇宸！”那声音响彻云
霄。顷刻间同学们都愣住了，一个接一个的像木头人
似地哑口无言。只见班长眉头紧皱眼里充满怒火，真
可怕！比平时凶多了。唐宇宸也吓呆了，从椅子上跳
了下来，但嘴里还嘀咕：“这么凶干嘛？”班长说：
“再吵，我就告诉徐老师！”唐宇宸一下子吓傻了，愣
愣地看着班长，他最怕徐老师了。唐宇宸说：“不扔
……再也不扔了。”刚才还得意忘形的唐宇宸说话有
一些结结巴巴，脸也皱得像苦瓜一样。
教室里总算安静下来了。
逍林镇镇东小学 三 （2） 班 胡奕宸
小记者证号：A1904182

在快乐的假期，我和毛煜城、余易航、励沛航
一起坐车去象山玩。在车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猜
着谜语，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几个小孩迫不及待地冲进酒店，酒店前面
是一片海。酒店的床可舒服了，一早起来自助餐可
丰盛了。吃完饭我们几个换好泳衣，往沙滩跑去，
沙滩有美丽的贝壳，还有小小的螃蟹，旁边是无边
无际的大海，还有一条条可爱的小鱼。我们有的在
沙滩上玩，有的在游泳，有的在堆沙子，还有的在
抓螃蟹，可开心了，最后我们恋恋不舍地回到了酒
店。
晚上我们又一起吃饭聊天，这是我最喜欢的假
期象山游。
慈吉小学 三 （6） 班 孙瑜阳
小记者证号：B1900254

一堂别开生面的课
上课对于每个学生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今
天的科学实践课别具一格，令人难于忘怀。想跟着我
来瞧一瞧吗？
今天是星期一，大家期盼已久的科学课终于到
了，所有人都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等待着科学老师
的到来。只见老师端着一大碗鸡蛋和一些“不明物
体”走上了讲台。大家都不明白老师拿着这些东西想
要干什么，于是纷纷议论起来，“我觉得老师要让我
们把这些鸡蛋吃了。”“不对，应该是计划孵出小鸡
来！”“你们说的都不靠谱，还是听我的吧……”大家
七嘴八舌，议论得不可开交。
这时，老师笑眯眯地对我们说：“同学们安静，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小游戏，请大家用讲台上的道具来
保护鸡蛋，使鸡蛋从两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安然无恙，
然后大家投票决定谁能获得最佳创意奖！”接下来，
大家开启了“想象之旅”
。
我思考着：怎样才能保护好鸡蛋呢？我看见讲
台上有一些易拉罐，似乎有了些头绪。有了，我可
以将鸡蛋塞进易拉罐，让它来保护鸡蛋。不过，易
拉罐太硬，还需要找一些既软又有弹性的物体来保
护鸡蛋。对了，可以用棉花，我环视了一下四周，
讲台上果真有一团棉花 ，我立马把棉花塞进易拉
罐，再把鸡蛋放进去，大功告成了，我暗暗自喜，
拿来一试，没想到鸡蛋“壮烈牺牲”了。我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于是赶紧查找原因，原来棉花没有
塞满。一切就绪后，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我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鸡蛋取了出来 。哈哈 ！没
碎！我高兴极了，立刻给鸡蛋一个火辣辣的吻——
没想到，因为太激动牙齿磕到了蛋壳，它又碎了。
哎，真是乐极生悲啊。
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后，第三次我再也不敢掉以
轻心了，小心翼翼地做好准备工作，哈哈，这一摔，
没碎，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大家都赞不绝口，但同
学们的方法更具有特色，因此我错失了“最佳创意
奖”。通过这次游戏我学会了独立思考，遇到困难不
退缩，独自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真是一堂与众不同、别开生面的课啊，让我难
以忘怀。
慈吉小学 五 （4） 班 沈禾奕
小记者证号：A1901296

乌鸦被骗之后
自从上次乌鸦被狐狸骗走了一块肉以后，就一直
耿耿于怀，决定报仇。那怎么对付狐狸呢？乌鸦每天
都在想，终于有一天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那天，狐狸肚子又饿了，出来寻找食物，这个狡
猾的家伙东瞅瞅，西瞧瞧，正好看到乌鸦站在枝头
上，嘴里叼着一大块“肉”。这可把狐狸乐坏了，馋
得口水直流，它眼珠子一转，一个坏主意冒了出来。
狐狸装作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对乌鸦说：“亲爱
的乌鸦妹妹，可怜可怜我，我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
了，饿得都走不动了，你给我吃点肉吧！”乌鸦听
了，转过身默不作声。狐狸有些泄气，这怎么了，难
道乌鸦变聪明了？狐狸眼珠子一转又换了一副嘴脸，
开始对乌鸦破口大骂道：“你这个该死的乌鸦，这世
上没有比你们更坏的东西了……”
听到狐狸这样咒骂自己，乌鸦也气坏了，张开嘴
巴刚想反驳，肉却“嗖”的一声从嘴里掉落下来。狐
狸纵身一跃，对准肉猛扑了上去，只听“咔嚓”一
声，“肉”把牙齿崩掉了，狐狸疼得在地上哇哇大
叫，大门牙竟掉了两颗。原来，那“肉”是块石头。
从此狐狸再也没有找过乌鸦麻烦。
乌鸦和它的孩子们过上了幸福安宁的生活！
实验小学 一 （18） 班 范俊霖
小记者证号：A1900068

雪
雪是个可爱的孩子！
他跑到田野里，给植物连同屋顶一起盖上了一层
厚厚的“毛毯”。他跑到了树上，给叶子连同树枝一
起披上了一件白色的“外套”。他跑到了花园里，花
儿正在发愁:“怎么过冬呢？”于是，他给花儿穿上了
一件厚厚的毛衣。
春天来了，雪融化了，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保德实验学校 二 （6） 班 沈彦希
小记者证号：
小记者证号
：A1903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