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 陈畑畑 电话 / 63025412我我爱爱写写作作文文我我爱爱写写作作文文

从前，有一只好奇的小老鼠，名叫奇奇，它对什
么都很好奇。

有一天，它做完了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就偷偷
地爬出洞。它发现了一台电脑，它想：这是什么玩意
儿呀？奇奇爬过去，按了一下鼠标，电脑屏幕上忽然
出现了一只大花猫，瞪着一双铜铃似的眼睛，张着血
盆大口，像要吃掉小老鼠奇奇似的。奇奇看到这幅画
面，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它一边害怕地后退，一
边摆手，说：“别，别吃我！”过了一会儿，奇奇发现
那只大花猫出不来，就吐出舌头，向猫做了个鬼脸。
这时，电脑屏幕灰掉了。原来是电脑自动关机了。于
是奇奇回洞里去了。

第四实验小学 二（6）班 郦姿羽
小记者证号：A1902747 指导老师：胡莹

猫和老鼠

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大公
鸡。大公鸡有匀称的体型，头顶上的鸡冠火红火红
的，它的眼睛圆圆的，又黑又亮像黑珍珠，眼睛后面
是它的耳朵，被绒毛遮着。你们知道大公鸡尖硬的嘴
巴是干什么用的？除了啄虫子，还可以用来打架。小
朋友你们可不要惹它，它的脾气可不是很好，好斗是
大公鸡的天性。

你可能会问大公鸡的鼻子在哪里？鸡嘴巴上面两
个很小的孔就是它的鼻子，嘴巴下面半圆形的肉片是
它的坠子。它的脖子油亮油亮的，五颜六色真可爱！
它张开的翅膀像两把羽毛扇，尾巴高高翘起。最有趣
的是它的爪子又长又硬，很锋利，一会儿就刨出了一
个大大的坑。

每天清晨，大公鸡发出高亢悦耳的“喔喔”声，
叫我们起床。小朋友，你们知道大公鸡为什么会打
鸣？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大公鸡打鸣是由它的内在生
物钟决定的，一只公鸡打鸣会带动一群公鸡打鸣，这
是一呼百应的波纹效应，这是公鸡在宣告它的领地。

这就是我喜欢的大公鸡。
实验小学 二（13）班 周琬诗

小记者证号：A1900154 指导老师：杨益维

大公鸡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一家人要去看花海
了。刚到花海我就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那里的花可
多了！有红的、黄的、白的、粉的……五颜六色真美
丽！一阵风吹来，花香迎面扑来，这香气好舒服啊！
几只蝴蝶在花丛中跳舞，妈妈还让我摆各种姿势，拍
了美美的照片，我爱花海。

慈吉小学 二（8）班 高漫妮
小记者证号：B1900235

花海

大妈妈送给我一个扫地机器人，它一下子成为
了我家的明星。

你看，它穿着一件蓝衣服，系着黑色的腰
带，脚底踩着两把小扫帚，干起活来很卖力。只
要我一打开它的开关，它的“眼睛”就会发光，
小扫帚开始转动，嘴巴一张一合，不停地吃着地
上的垃圾，好像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一样。每次
大扫除时，我都会把它抱出来，让它吃个够。它
呢，一路转一路吃，从卧室到客厅，从客厅到厨
房……它还能转到沙发底下，一个角落都不放
过。碰到障碍物，它还能立刻躲开，转个方向继
续“吃”。

有了这位“清洁工”，我家的地面更干净了。
实验小学 二（14）班 陆思羽

小记者证号：A1904085

我家的“清洁工”

新的一年到了，我好像看到 2019 年在向我招
手。我要做好多好多贺卡，迎接新的一年。

我要做一张贺卡，送给习爷爷，送给祖国。画上
壮美山河，到处喜气洋洋，写上祝福：“愿祖国越来
越强大！”

我要做一张贺卡，送给老师，送给学校。画上明
亮的教室和可爱的学生，写上祝福：“老师，您辛苦
了！祝您新年快乐！”

我要做一张贺卡，送给爸爸，送给妈妈。画上认
真的我和姐姐，写上祝福：“爸爸妈妈，我爱您们！
我多想长大了孝敬您们！”

我要做一张贺卡，送给同学，送给朋友。画上我
们玩耍的情景，写上祝福：“朋友们，新年快乐！在
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019年，我已经准备好拥抱你了！
实验小学 三（11）班 张哲诚

小记者证号：A1900239 指导老师：华颖

我的新年贺卡

迎新拔河赛开始啦！赵老师再次叮嘱我们：
“一定要手心朝上，身体往后倒，头看着天，就
算快要输了也要拼命地拉。”我们先和 201班拔
河，郑老师说：“预备！”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

“开始！”啦啦队喊着：“一二一二……”我们赢
了！

可是不是一局定胜负，要三局两胜呢。第二次
我们输了，第三次我们又胜了。虽然赢了 201班，
可下面还有好几场呢。接下来我们和202比，第一
局我们差点输了，还好撑住了。真是虚惊一场！最
后我们得了第一名呢！别提有多开心了！

阳光实验学校 203班 王梓轩
小记者证号：A1901779 指导老师：赵静

拔河比赛

今天，校园里人声鼎沸，我们欢聚一堂，举行了
隆重的元旦联欢会。我很荣幸地成为了这次联欢会的
主持人之一。

联欢会上，同学们各自展示了才艺。有的唱歌，
有的跳舞，还有各种乐器演奏。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群舞《燃烧我的卡路里》。还有古筝独奏《剪羊毛》
也让我印象深刻。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小
演员们，并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这次联欢会在国歌声中圆满结束了，我们又迎来
了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我会更努力，我会做得
更好！

实验小学 一（5）班 张昕瑷
小记者证号：A1900018

记一次精彩的联欢会

今年的冬天可真给力，一次寒潮袭来，往年难得
一见的大雪也纷纷扬扬地落下来了。

这次正好爸妈都有空，我们全家再次来到岗墩欣
赏这难得的雪景。

车至山下，远远望去，只见山顶白茫茫的，像披
了件白棉袄。妈妈提议我们一起去爬山，我和爸爸欣
然同意。看看脚上的雪地靴，我信心满满地率先就朝
小路走去。山下的雪还不是很厚，这条山路上更是没
有多少积雪，想来是走的人多了的缘故。慢慢地，我
们越爬越高，山上的积雪也越来越厚，尤其是山腰处
的那个山坡，仿佛裹了一条厚厚的白垫子。我迫不及
待地奔上前去，一脚踩下——嗬，居然没过了我的鞋
子！我的雪地靴总算是有了它的用武之地了！

我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爬，一直到山顶才
停下。环顾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我仿佛来到了冰雪
世界。屋顶上、围墙上全是厚厚的雪，屋檐下一条条
长长短短的冰棱，底下的水滴像一个个水晶球，漂亮
极了！还有好多树的树枝看上去闪着光泽，我靠近一
看，竟然是结了冰的，光光滑滑，晶莹剔透的。再转
身看看山下的风景，那就是一副最美的水墨画，溪流
淙淙的地方还冒着雾气，云遮雾涌，平添了几分神秘
与奇异。

真是一次难忘的觅雪之旅啊，真希望能多下几次
大雪……

实验小学 四（10）班 陆琛欣
小记者证号：A1903223 指导老师：孙佩晶

觅雪之旅
我们的小区里有一棵高大的石榴树，听妈妈说

它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大哩！
春天，石榴树上长出了新的叶子，那么嫩，那

么绿，就像是许多新的生命在跳动。一阵春风吹
来，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好像在朗诵赞美春姑娘
的诗歌。

夏天，火红火红的石榴花开了。从远处看，那
些花就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红蝴蝶在绿叶间穿梭，
可漂亮了！走近细看，一朵朵花更像一个个小铃铛
在枝头晃荡，可爱极了！

秋天，石榴树上结了许多的小石榴。刚开始，
它们是青绿色的。渐渐地，它们长大了，长得像苹
果那么大那么红，有的还张开了小嘴巴，露出了一
颗颗晶莹透亮的石榴籽。放几颗在嘴里轻轻一咬，
汁水在齿间流淌，是如此的甘甜可口。

冬天，石榴树上的叶子都落尽了。它像一位老
人伫立在寒风中，似乎在回忆着过去的岁月，期盼
着春天的到来。

我喜欢小区里的石榴树，它陪我一起走过一年
四季，陪我一起经历成长，它是我的好伙伴。

实验小学 三（6）班 陈可滢
小记者证号：A1900207 指导老师：胡旭飞

小区里的石榴树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校园里洋溢着暖洋洋的气

氛。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校运动会开幕式。

运动场上，同学们穿着整洁的服装，以班级为单
位排成整齐的方阵，精神抖擞地站在操场指定地点候
场，就像一支支等待检阅的队伍。

下午 2点，开幕式在雄壮的乐曲中拉开了序幕。
首先是入场仪式。排在操场最前面的是队伍的总指
挥，他神采奕奕，手执指挥棒，昂首挺胸，向主席台
大踏步走来。紧跟其后的是四名护旗手，他们英姿飒
爽，每人各执国旗一角，庄重严肃地护卫着鲜艳的五
星红旗。鲜花队挥舞着美丽的鲜花，喊着响亮的口
号，迈着轻盈的步伐，紧随其后。接下来就是各班组
成的方阵队伍，各班各出新招，展示自己更好的班级
面貌，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有穿着
红衣黑裤表演中华武术的，有身穿迷彩服、脚踏滑轮
的，有展示精彩球艺的足球健儿，不过我还是最喜欢
我们班希腊圣火的创意。我们身着统一的白色服装，
希腊勇士头戴橄榄枝环，手托“太阳”；希腊女神点
燃圣火，在一旁用优美的舞姿，这圣火象征着光明、
团结、友谊、和平、正义。

方阵入场完毕，接下来就是升国旗仪式。随着慷
慨激昂的音乐响起，升旗手昂首挺胸来到升旗台，我
们默默地注视着国旗，行少先队员礼，一股敬佩之情
油然而生。

最后，当校长宣布运动会开幕的那一刹那，整个
操场都沸腾了！五颜六色的气球被放飞了，它们争先
恐后地飞上天空，越飞越高，就像一片片五彩的云
儿。气球的升空也给运动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音乐停了，开幕式结束了！这真是一次难忘的运
动会开幕式啊！

实验小学 五（11）班 赵浛羽
小记者证号：A1900382：指导老师：陶奇燕

难忘的运动会开幕式
我爷爷今年 61岁了，像他这样年龄的老人一般

都和朋友们一起散散步、下下棋、喝喝茶，可他却与
众不同，像年轻人一样沉迷网购。爷爷在网上买了很
多东西，家里每天都会收到许多快递。

有一次我去爷爷家玩，发现家里焕然一新，完全
变了个样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板，原来脏兮兮的
水泥地变成了木质的地板，走进去还要脱鞋，真麻
烦！我脱完鞋走了进去，发现许多东西都变高级了：
窗帘已经成了自动的，只要轻轻拉一下，它就会自动
拉开，也可以用遥控器来控制开合；原来那老旧的电
视机已经变成高级的高清电视了，可以随时看自己想
看的节目；就连衣柜都变了，装了一个吹风装置，可
快速让衣服变干；马桶已经变成了自动马桶，有各种
各样的模式可以选择。爷爷忙着给我介绍这，介绍那
的，还说这些都是他双十一买的，省了很多钱呢。我
听爷爷说了那么多，都渴了，想去倒杯水，发现水龙
头上装了一个过滤器。为了让我相信这个过滤器可
靠，爷爷拿来了一杯泥水，把它倒进了机器里，不一
会儿，只见泥都被过滤网给挡住了，泥水变成了一杯
干净的水，爷爷让我喝喝看，我半信半疑地啜了一小
口，惊讶地发现那味道还有点甜呢！

我的网购爷爷可真厉害啊！
慈吉小学 五（1）班 徐晨瀚

小记者证号：A1901240 指导老师：华怡晨

我的网购爷爷

我酷爱读书，因为书对我来说就像是阿拉丁神
灯，它能帮我解答神奇的问题，它也能带给我很多快
乐的时光。比如我之前读的《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
这套书，它让我如痴如醉，心驰神往。

在这套书里，我了解到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世界
上是一个人都没有的，我还了解到地球上的一切都是
从无到有，比如天空中悠悠飘荡的白云，忽闪忽闪的
小星星，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的太阳等等，都是在宇
宙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读这套书也让我知道了生活中本没有纸，最早的
所谓的纸其实就是泥板，人们靠着自己的理解在上面
画东西，就因为这样人们才可以记载历史，也正因为
有历史，人类才变得越来越聪明。伟大的中华民族发
明了造纸术，我可为这一点感到自豪了，真希望自己
博学多才，也有强大的力量去创造更多东西。

这套书不仅让我了解了天文地理、人文科技，我
还感受到了很多英雄的雄才伟略。天赋异禀的朱利
亚·凯撒，就是一位志向远大的人物，他宽厚仁慈但
也专断独行。还有伟大而谦逊的奥古斯都，他将罗马
带入了黄金时代。里面的英雄人物数不胜数，当然，
书中也描述了狂妄自大、自私暴力的尼禄国王和胆小
如鼠的康茂德国王等。这些人物真是栩栩如生，惟妙
惟肖。读了这套书，我得向世上的伟人学习艰苦奋斗
坚韧不拔的精神。

《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这套书让我着迷，它还
让我领略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们的才能，
是他们让文艺复兴时代更显得辉煌璀璨，它也让我有
机会跟随哥伦布漂洋过海来到西班牙，再随同麦哲伦
横渡大西洋穿过美洲，感受了浩瀚大海的神秘力量和
世界的辽阔疆土……

听我这么说了这么多，大家是否深切地感受到了
书拥有的如同阿拉丁神灯一般的力量呢？我爱读书，
特别爱《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这套书！

实验小学 三（1）班 裘奕洲
小记者证号：A1900172 指导老师：陈世叶

《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

天格外冷，当我舞蹈汇演结束，从大剧院出来
的时候，我惊讶地看到天空中飘起了零星小雪。晚
饭后，我看到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而降，它们好像
一个个银白色的小精灵你追我赶，从半空中蹦着跳
着下来了。我默默期盼着，晚上雪下得再大些，那
明天就可以玩雪喽……

一大早，我一醒来便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哇！
屋顶白了，大树白了，草坪白了，连小区停车场里
的汽车也白了……好一个童话般的银色世界。2018
年最后一天，一场瑞雪特意赶来大慈溪和我们这群
孩子们一起迎接 2019 年的元旦，飘落的白雪让

“迎新”变得更美妙，更热闹啦！
雪停了，小朋友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大伙儿

有的滚雪球，有的打雪仗，还有的三五成群堆起了
雪娃娃：有人堆胖胖的身子，有人捏圆圆的脑袋，
有人拿来胡萝卜、纽扣、扫把、水桶……大家分工
合作，忙前忙后，不一会儿，一个俏皮又可爱的大
眼娃娃立在了我们眼前，真是惹人喜爱！

谢谢你，晶莹的雪花——你让大地银装素裹，
让孩子们欢声笑语，让庄稼来年有个好收成。你让
人们带着惊喜和期盼跨入了崭新的 2019年，愿大
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学业进步、幸福安
康、梦想成真！

实验小学 三（8）班 陈雨曦
小记者证号：A1904090 指导老师：戚克威

瑞雪迎新

每个人都会经历无数的第一次，这些“第一次”
会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忘不了第一次竞选数学
课代表那时的情景。

中午，在胡老师的宣布下，紧张又激烈的竞选演
讲开始了。第一个上台竞选者是六六，只见她不慌不
忙地走上讲台，自信大胆地讲道：“大家好，我叫
……”第二个竞选的是媛媛，只见她大方地走上讲
台，声音清脆利落……时间似飞箭，一眨眼就轮到我
了，我已被紧张感紧紧包围，心也扑通扑通地跳着。
我终于慢慢地走上了讲台，这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等掌声渐渐平息后，教室变得非常安静。我微笑
地面朝大家，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中，我感受到了
一股力量，也有了信心，大声地开始演讲：“今天，
我竞选的职务是数学课代表，培根说过，数学是打开
……”演讲完毕，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开始投票了，
紧张又一次袭来，我忍不住闭上了双眼。当胡老师宣
布：“严皓籍 29票。”“进了，进了！”我异常激动，
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涌上心头。

第一次竞选让我终身难忘！
实验小学 三（7）班 严皓籍

小记者证号：A1900211 指导老师：陈莹

难忘的第一次

我叫陈梓昊，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我很喜
欢我的名字，不仅是因为叫起来顺口好记，最重要的
是包含了父母对我的殷切期望。

很小的时候，我就问过爸爸：“爸爸，我的名字
是怎么取的？”爸爸总是笑着回答：“你的名字啊，是
爸爸闭着眼睛翻字典取的。”那时真的被他气死了，
要是翻到阿猫阿狗怎么办？后来才知道是爸爸和我闹
着玩儿呢！

不过，有一点爸爸说的没错，他确实是翻字典找
的。我的生辰八字里五行缺木，所以建议要在名字里
取个木字旁的字。爸爸为此查了好多资料，绞尽脑汁
才确定“梓”。“梓”意思为“落叶乔木”，他希望我
如普通平凡的乔木一样，经过雕塑后也能大放光彩，
寓意平凡中的不平凡。“昊”字当然是希望我以后能
有广阔的天地施展才能，同时不忘父母恩情。

看似简单的名字，却饱含着不平凡的含义。这名
字寄托着父母对我的爱和希望，也时刻激励着我奋勇
前进。怎么样，我的名字是不是很有意义？同学们也
不妨一起分享一下自己名字的来历吧！

第四实验小学 三（1）班 陈梓昊
小记者证号：A1902755 指导老师：茅建女

名字的由来

金秋时节，树林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树叶变成了五颜六色的。一阵秋风吹过，一片片

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有红的、黄的、绿的……像一
只只美丽的蝴蝶在空中飞舞，好看极了！

金秋时节，田野里一片丰收的景象。
玉米成熟了，它的脑袋上长出了细长的毛，就像

老爷爷那棕色的、白色的胡须；稻谷成熟了，像一粒
粒圆滚滚的金色珍珠；花生也成熟了，像一个个串在
一起的小铃铛……农民伯伯们眉开眼笑地在田间忙碌
着。

我爱美丽的秋天，它是个收获的季节！
实验小学 一（16）班 岑睿泽

小记者证号：A1904503 指导老师：姜钰蓬

美丽的秋天

我的上学路要走过一个公园和一条小路。春天，
柳树发芽了，在微风中翩翩起舞的枝条，好像一位仙
女的头发。小草也从泥土里探出头来。小鸟叽叽喳喳
地叫着，像是在欢迎春天。小花五颜六色、争奇斗艳
……

夏天，荷叶碧绿，荷花鲜红。粗状的大树笔挺地
站着，用碧绿、浓密的树叶为人们带来凉爽。小河在
烈日下，河水变得波光粼粼。

秋天，树叶从碧绿变得金黄和火红。之后，便一
片片从树上落下，像蝴蝶似的。

冬天，狂风大作，一些秋天没扫干净的落叶，被
狂风吹了起来。下雪的冬天，就更加迷人了。大雪给
大地披上了银装，连小桥都仿佛变成了银桥。小路两
旁的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像一个个站成
方阵的士兵。

路边有许多树，还有一棵结着柿子的柿子树呢，
像一盏盏小灯笼，漂亮极了！看着这又大又黄的柿
子，真让人口水直流。穿过小路，就到马路的另一边
了，只见堵得水泄不通的车子，就像一条长龙。

从家到学校的路并不远，所以晴天我有时会步行
去学校，又能看见美景，又充满乐趣！上学路上其实
有许许多多美丽的景色，重在你是否仔细地去观察、
去发现、去感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美！

庵东镇中心小学 三（4）班 应敏
小记者证号：B1900159

我的上学路

大家一定有很多快乐的事吧？我也有一件快乐
的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昨天，兔子“越狱”了，它从笼子里逃了出
来。我和表弟知道后，连忙放下手中的事，去找兔
子。我们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这个“调皮鬼”。
它藏在阴凉的草丛里，好像在避暑。我和表弟一个
在前，一个在后，伺机待发，准备让它无路可逃。
可是它却机灵着呢！它见我们向它走去，就一溜烟
向另一个方向跑去，我们急忙追了上去。它又跑到
竹林旁，我们这回可不上当了，一下左右夹击，一
下前后包抄。可它也不甘示弱，跑得比我们还快，
一不小心，又让它逃跑了！我们追得气喘吁吁，不
得不停下来，过了一会儿，它也停了下来，两只耳
朵左右甩动，嘴巴不停地“吧嗒吧嗒”地动着，好
像在炫耀自己有多厉害。正当它在耀武扬威的时
候，大妈妈来了，她见我们垂头丧气地蹲着，就跑
过去，拎起兔子的耳朵，成功地把它放进了兔笼子
里。我们蹲在兔笼子前，“张牙舞爪”地跟兔子扮
着鬼脸，开心极了。

这可是我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了。
实验小学 四（1）班 杜承阳

小记者证号：A1904180

一件快乐的事

妈妈，我想对您说：“您辛苦了！”为了这个家，
也为了我，您付出了许多。您耐心地教我学习，我想
对您说：“妈妈，我的成绩都凝聚着您的心血。”

在生活中，你每天干家务活，把我们家打扫得干
干净净，把我和爸爸照顾得很好，我想对您说：“您
辛苦了，我的好妈妈。”

妈妈还教我怎样做人。妈妈说，做人一定要厚
道，要尊老爱幼，要善待别人。妈妈，我记住了。我
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孩子的。

妈妈，看着您慢慢变老，我慢慢长大。我来替您
做家务吧。“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走进妈妈的怀抱……”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
您！

第四实验小学 二（3）班 马翊梵
小记者证号：A1902712

妈妈，我爱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