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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小区里的桂花树都开了。
远远望去，树上的桂花好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

星星。走近一看，桂花的颜色有黄色的，有白色
的，它的形状更是千姿百态，有的是开放的，就像
一把把小伞，有的是半开的，好像一个个害羞的小
女孩。在太阳的照射下，桂花更加金灿灿。

我站在桂花树前，那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就
像蜂蜜一样香甜，让我感到心旷神怡。秋风轻轻吹
过，桂花从树上洒落下来，仿佛天上下起了桂花雨。

我喜欢秋天，也喜欢秋天的桂花，更喜欢秋天
独有的桂花雨。

第四实验小学 二（6）班 沙子涵
小记者证号：A1902671 指导老师：周群燕

秋天的桂花

亲爱的爸爸，从我出生呱呱落地起，您就无微
不至地照顾我，看着我蹒跚学步，牙牙学语，一点
点长大。在小学生活中，您又教会我许多知识和道
理。我非常感激您十一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

但是，爸爸，我想给您提一点建议。自从下载
了游戏和抖音后，您就变了，变得不怎么顾我的学
习了。记得有一天晚上，您正躺在沙发上，兴致勃勃
地看手机，我走过去，满怀期待地问您这一道奥数题
该怎么做，您却看也没看就皱着眉头，不耐烦地对我
说：“这么简单的题目你都不会做，回房里去，自己
慢慢去想，你可真够笨的。”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尽
的委屈，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但是您丝毫不
为所动，继续看着您的手机。我只能默默地走入房间
自己想。当我冥思苦想总算有了一点点头绪的时候，
客厅里又传来了“哈哈”的笑声，我的思路全都被您
打乱了，我当时真的是又生气又难过。

爸爸，请您不要一天到晚地看手机了，手机是
有辐射的，对身体不好，我不是不让您玩手机，只
是希望您玩手机的同时不要忽视了您的健康和家
人，我需要您的陪伴。

第三实验小学 五（4）班 徐嘉忆
小记者证号：A1902270

爸爸，我想对您说
在我的房间里，有一个精致的储蓄罐，它是一

只可爱的小瓷猪。
小猪有滚圆的身子，圆圆的脑袋，红红的脸蛋

上长着一对黑溜溜的眼睛，睫毛长长的，耳朵大大
的，嘴巴张开着，整天笑嘻嘻的，好像总有什么高
兴的事。

小猪的肚子底下有一个一元钱硬币大的“小肚
脐”，那就是出币口，拿掉黑色的橡胶塞，硬币就可
以从这里取出来。小猪的背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孔，
这是投币口。抱起瓷猪摇一摇，就会发出“沙啦沙
啦”的响声，那是硬币们在告诉我要做一个省吃俭用
的孩子。它是我的好朋友，每当我有个零钱，就让它
帮我攒着，它帮我养成了不乱花钱的好习惯。

记得有一次，爷爷给我二十元钱让我去买酱
油，剩下的钱由我自己处理。一路上烈日当头，我
心想：如果这时吃一个清凉爽口的冰淇淋，那该多
好呀！可我转念一想：小猪可还饿着呢！于是，我
飞奔回家，把酱油交给爷爷，然后飞奔上楼，马上
把钱“喂”入了小猪的肚子里。小猪仿佛在表扬
我：“我的小主人真棒！”在开学的时候，老师说要
捐款，于是，我想起了小猪，我要用自己省下来的
钱去捐款，而不应该是向爸爸妈妈要零钱，我便从
小猪那里拿出一张5元的纸币和两个硬币。

这个小猪储蓄罐，让我懂得了不能乱花钱，我
非常喜欢它。

第三实验小学 五（2）班 王瀚冉
小记者证号：A1902256 指导老师：陈颖盈

会存钱的小猪

“丹山赤水”中有一处小水塘，里面有形状各
异的石头，深浅不一的水坑。我迫不及待地下水玩
耍，刚下水，就冷得打了个激灵。我在水中慢慢地
行走，居然发现了几条活泼可爱的小鱼，便萌生了
捕鱼的想法。这鱼可机灵了，一眨眼的功夫，便消
失得无影无踪。赤手空拳肯定抓不到鱼，于是，我
准备搭一个“迷宫阵”。

我搬来好几块大石头，把“迷宫阵”给垒起来。
石头很不平整，总是要掉下来。忙活了半天，总算把

“迷宫阵”搭好了。我可不能闲着，还得“赶鱼”。顾
名思义，就是借水波的力量，让鱼“自投罗网”。

赶了一遍，却一无所获，我有点灰心丧气，坐
在旁边的石头上休息。突然，我发现一条鱼游进了

“迷宫阵”。我按捺住心中的狂喜，伺机待发。只见
鱼在“迷宫阵”中转了一圈后，竟然逃了出去。什
么鬼，难道这鱼会传说中的“穿墙术”？我走进圈
内细细查看，原来，石头下有一条缝，鱼能轻而易
举钻出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爸爸催促我该走了，我
只能空手而归。

第四实验小学 五（6）班 鲁涵钰
小记者证号：A1902830 指导老师：陆炯炯

丹山赤水捕鱼记

一天，我在楼下玩乐高，忽然，听到一声呵
斥：“陈泺伊，花盆里的土是不是你弄的，把阳台
弄得脏兮兮的，让我怎么扫啊？”我一下子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连忙冲向阳台。只见爸爸满脸怒容
地站在布满洞洞的花盆边，再次责问道：“这是不
是你干的？”我立刻反驳道：“不，不是我干的！”
可是不管我怎么辩解，我已在他心中留下了“凶
手”的烙印。

我心中十分委屈，坐在椅子上分析道：我不可
能，爸爸也不可能，妈妈这几天都没有去过阳台。
那会是谁呢？人不可能，难道是动物？蚯蚓没有这
么大的力气，甲虫也不可能，会是什么呢？哦，会
不会是鸟啊？书上说有些鸟会吃土，是因为其中有
矿物质，可以帮助消化，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

为了“破案”，我日日去阳台观察。功夫不负
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身着黑袍的凶手——野
鸽子。我如同捡到了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冲下
楼把爸爸拉上了阳台。当他看到这一幕，明白自己
错怪了女儿，就向我道歉了。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为了防止鸽子再次入侵，
我们决定在阳台上支一张网，之后就再没有坏蛋破
坏花盆泥土了。

实验小学 五（2）班 陈泺伊
小记者证号：A1900289

阳台迷案

听听，教室里怎么那么热闹？瞧瞧，同学们在
玩什么呢？嘿嘿，这节班队课，我们的活动就是玩
竹节人。

铃声如天籁般响起，“乒乒乓乓”“噼噼啪啪”
大家欢快地从书包里取出竹节人，高举头顶。啊，
这么多“战士”，在空中挥舞手臂，摆动双腿，准
备厮杀。

诚石、帅航、小劳三人在讲台上激烈混战。诚
石的“真香居士”是个勇猛的棍手，小巧敏捷；帅
航的“谢阳明博士”人高马大，手持“双鞭”；小
劳的“逍遥散人”神气十足，手握双剑，像一个冷
酷的侠客。

鏖战开始了。讲台旁挤满了人，都踮着脚，探
着头，侧着身，试图挤到“战场最前线”，一饱眼
福。三个竹节人蓄势待发。“杀呀！”一阵喊声响
遏行云，打破先前的死寂，帅航、小劳、诚石咬
着牙，瞪着眼，双手拼命扯线，三个竹节人如公
牛般冲撞在一起，展开缠斗，“谢阳明博士”一个
泰山压顶，压住了“逍遥散人”；可“逍遥散人”
不甘示弱，用双剑凶猛反击，双方互相扑杀，如
狼似虎，万分焦灼；此时“真香居士”却坐收渔
翁之利，正使出“七十二路豹变枪法”，如暴雨击
水般飞速偷袭“逍遥散人”，场上弥漫着火药味。
看帅航，他满脸通红，大吼着：“呀！啊！揍
它！”看诚石，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拼命扯线，
如闲庭信步；小劳则抿着唇，身体随手大幅度抖
动，拼尽全力。

观众们也如战场上的三人般兴奋，有的涨红了
脸，跳跃着，挥动手臂，加油助威：“‘真香居
士’干掉他！”有的捧腹大笑，倚着墙目不转睛地
观看；有的热烈鼓掌，高声喝彩：“精彩！牛逼！”
讲台下呼声如雷，震得地板在颤抖。

实验小学 六（7）班 童启航
小记者证号：A1900367

一堂玩耍课

前几天，妈妈递给我一本书，一看到书名《帅
猪的新冒险》，我就纳闷：作者为什么会认为猪很
帅呢？封面上的猪明明奇丑无比，怎么把它称作帅
猪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原来，
这头帅猪名叫爱德华·施派克，它经历了许多有趣
的事情，让人看了捧腹大笑。很多时候，它和其他
的猪没有两样，愚蠢又笨拙，让我为它的智商着
急。不过，它又是一头勇敢、善良的猪，让人在不
经意间，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它。

为什么说爱德华是一头勇敢的猪呢？我给大家
说说发生在它身上的故事吧！某天，松鼠TT邀请
爱德华去欣赏风景，不过这个赏风景可不是件轻松
愉快的事情，必须爬上松鼠家门口的大树才能欣赏
到。爬树，对于松鼠来说，那是一件和吃饭一样简
单的事情，但对于爱德华这头猪来说，那就是登天
的难事呀！爱德华不好意思拒绝松鼠 TT的好意，
同时也为了证明猪也能爬树，它接受了邀请。爱德
华虽然心怀恐惧，但还是勇敢地一步一步小心翼翼
地爬上去，最终爬到了松鼠的家。

爱德华不但勇敢乐观，同时还是一头善良的
猪。听说松鼠TT的坚果被偷急需一位“侦探”，爱
德华自告奋勇地帮松鼠悄悄地寻找小偷。爱德华向
其他动物巧妙地打听，然后一个个排除嫌疑犯，最
终找到了小偷。得知小偷——獾，因为生活困难即
将远走他乡，它就没有揭发獾，只是告诉松鼠，过
两天它的坚果肯定不会再少了！你看，爱德华多善
良，它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真心了不起！

第三实验小学 三（10）班 张芫
小记者证号：A1902151

帅猪，帅猪
——《帅猪的新冒险》读后感生命是渺小的，每个生命只是宇宙中一粒微小

的尘埃；生命是宝贵的，失去了就永远无法重头；
生命是伟大的，它能带你走出重重困境。就有这样
一个鲜活的生命，向我展示了生命的伟大。

那一天，我写完作业正准备放松一下，突然听
到了异常的鸟叫声，那声音格外尖锐响亮。顺着声
音来到四楼，哇，我看见了什么！一个小黑点在屋
子里乱飞，翅膀不时擦到墙壁和天花板。我惊得连
连后退，退到楼梯口，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燕
子。这时，妈妈闻声而来，看见我站在楼梯口发
愣，连忙赶过来，看见眼前的情景，她惋惜地说：

“这只燕子闯进屋子，现在出不去了。”听了妈妈的
话，我真想帮它一把。看它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
想要急切地找到出口，我真替它捏把汗，真怕它一
头撞上墙壁。

燕子始终没有放弃，它尽力地往有光的地方
去，可是找不到出口。“啪”的一声，它果然撞上
了玻璃，掉到了窗台上。我以为它死了，可是它扇
了几下翅膀，又飞起来了。我被燕子顽强的求生欲
感动了，急忙走过去，尽量把窗户开大。它似乎听
到了风的召唤，“呼啦”一声，从窗口飞了出去，
一下不见踪影。

我急忙跑到窗口，跟它挥手告别。脑海里燕子
乱飞的身影挥之不去，它的每一个举动都向我倾诉
着对生命的渴望，倾诉着它对自由的向往。我被深
深地震憾了，我们对待生命，不也应该如此顽强吗？

慈吉小学 五（5）班 唐紫雯
小记者证号：A1901104 指导老师：胡利娜

燕子的求生欲

今天，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趁着这么好的
天气，我来制作一个新鲜又美味的水果拼盘。

我喜欢大海，那就造一个在海上航行的水果船
吧！大海上金色的太阳是必不可少的，我把芒果小
心翼翼地切开，用小刀划十字格，一个红彤彤的

“太阳”挂在天上，太阳下面是碧绿的海面，我用
绿色猕猴桃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铺在盘子上。海中
间是一艘巨大的水果帆船，我用火龙果的壳做帆
船，用苹果皮插上牙签制作成船帆，耶，一艘漂亮
的帆船就出现在了海面上。我接着把红彤彤的苹果
肉和紫色的火龙果肉切成小块的正方形状，然后把
樱桃、杨梅、葡萄、猕猴桃、芒果，这些五颜六色
的水果统统放进船舱里，一艘名符其实的水果船完
工了！

看着这么漂亮的水果拼盘我开心地笑了。通过
这次尝试，我明白了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能做
出美丽的拼盘。

第三实验小学 四（9）班 戴瑜泽
小记者证号：B1900414

创意水果拼盘
“哗啦——”，一阵水声从教室里传出，紧接

着，一阵阵笑声也传了出来。原来我们正在做滴水
不漏的实验！

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老师边往杯中倒
水，边用重重的语气说：“必须把水灌满，否则
……”老师说到这，同学们不禁打了个寒战。倒满
水后，老师像变魔术似地变出一张废纸，盖在杯
口，然后把杯口小心地按了又按，同学们都咬住
牙，紧张地望着老师，如果纸掉下来的话，那干净
整洁的讲台不是冲得乱七八糟的了吗？然而想象中
的一切并没有发生，就在老师 360度大翻转的时
候，一只无形的手托住了水，一滴也没有往外漏，
讲台什么事也没有。

因为大气压往上吸，水本来已经没了空间，自
然会往上吸。

那可真是滴水不漏的奇迹！
贤江小学 四（1）班 熊展灏

小记者证号：A1901977

滴水不漏

我的阿太已经 89岁高龄，身体硬朗，偶尔还
会搓搓小麻将，独自住在小舅公的乡下别墅里。她
的六个子女希望阿太能和他们轮流过，方便照应，
可是阿太不想给子女添麻烦，坚持一个人住。看到
阿太态度这样坚决，我的外婆和舅公们也束手无
策，这么大年纪的人，身边没个人怎么行？终于有
一天，外婆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装监控。

监控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看护”，一天24小
时，每分每秒保护着阿太。有一次，阿太睡在床
上，几个小时都保持同一个睡姿，没有动静。小外
婆和二舅公看见急了，立刻赶到阿太的住处查看情
况，心急火燎地敲门，是阿太开的门。哈哈，原来
刚才是阿太睡得太香了，这才一动不动。

有了这位“看护”，全家都安心了！
第三实验小学 二（10）班 黄博恩

小记者证号：A1902055

最佳“看护”

星期天，我在外婆家的操场上抱着薯片，吃得
津津有味，一不小心掉了一小块薯片在地上。我并
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我惊奇地发现，薯片的周
围来了好多小蚂蚁。它们是被薯片的香味给吸引了
吗？我不禁好奇心大起，又掰碎了几块薯片扔到地
上，然后静静地等待。没过多久，地上的蚂蚁多了
好几倍，有些蚂蚁看起来个头很大，还有些又非常
小小。它们齐心协力地要把薯片都搬回家。搬的过程
中中，，我惊奇地发现有蚂蚁搬起了比自己身体大好几
倍的倍的薯片，然后轻松地跑走了。我惊呆了，蚂蚁都
是大力是大力士啊！

没没一会儿，地上的薯片就被搬得干干净净。我
开心地想开心地想：：今天蚂蚁们可以大吃一顿了！

慈吉小学 三（9）班 余灏宸
小记者证号：A1900846

蚂蚁大观察

一走进方家河头，映入眼帘的是两棵巨大的千
年老樟树相互紧紧地依偎着，它们硕大的树冠可以
遮天蔽日，就像撑着一把巨大的绿伞随时等候人们
去避阴。粗壮的树根旁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面
刻着“镇风岭”三个醒目的大字。据说这三个字是
有典故的。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石板路错落有致
地铺着，每一条小路都非常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的
老房子也是用石块砌成的，有的上面布满了碧绿的
青苔，有的上面爬满了艳丽的凌霄花，还有的张贴
着一幅幅关于历史文化的画，老房子的窗户是古木
结构，上面刻着的花纹栩栩如生，每一个花纹都透
露着古色古香的味道。

沿着村落的小道往上走，耳边时不时传来“叮
叮咚咚”清脆悦耳的溪水声，仿佛一首首动听的乐
曲从潺潺的小溪里传出来，让人忍不住想下水去玩
耍，清澈见底的小溪里还有许多鱼儿、虾儿在快乐
地嬉戏追逐呢！这淙淙溪水不仅滋润了村子里的一
花、一草、一木，还滋养了每家每户。

走着走着，一阵阵花香扑鼻而来，淡淡的甜
味，幽幽的清香，“嗯！没错，一定是桂花的香
味。”我边跑着寻找桂花树边喊道。“妈妈你看，在
那儿！”我激动地叫道，果然一棵有着300年历史的
桂花树在溪边的坡上亭亭玉立着。夕阳西下，这景
象像极了诗人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方家河头韵含着许多古老的气息，仿佛这里的
空气都是古老的味道，值得大家来“呼吸”！

第三实验小学 四（8）班 赵熠柔
小记者证号：A1902237 指导老师：丁文颖

方家河头

我家有四口人，我、爸爸、妈妈和姐姐，组成
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园”。

变化猴——爸爸。我的爸爸长得高高瘦瘦的，
像一只猴子，他性格也像猴子，喜欢到处乱窜。要
么很早去上班了，要么住在厂里，有时还去出差，
行踪不定。

勤劳猪——妈妈。妈妈非常勤劳，只要家里有
客人来吃饭，妈妈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好饭，然后转
身又会去忙别的了。在客人走了之后，妈妈会忙着
擦桌子、洗碗、拖地，干得特别多。妈妈平时忙着
去上班，下班后又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
候妈妈会累得起不了床，像一头猪一样赖在床上，
谁都叫不动她。

运动孔雀——姐姐。姐姐非常爱美，所以要减
肥。姐姐每天跑步、跳绳，除了运动，她还每天涂
防晒霜、敷面膜，甚至也不吃夜宵。另外姐姐也号
称“夜猫子”，每天一回家就会看手机到很晚，当
妈妈说她的时候，她总是会找“不看手机睡不着
觉”的理由，我对她也是无语了。

多嘴虎——我。我属虎，也拥有了虎的性格，
平时很温柔，但是谁把我惹急了，我可不是一般的
凶，而是像大老虎一样凶，我还有一个大嗓门，说
起话来声音非常大。我最大的特点是多嘴，每一次
妈妈的朋友发来信息，我就会问：“什么？什么？
你们在说什么？”妈妈评价我有“一万个为什么”，
我很希望可以改掉这个毛病。

慈吉小学 四（13）班 杜怡璇
小记者证号：A1901039 指导老师：杨静

小小“动物园”

秋姑娘穿着她五颜六色的裙子走来了。她来到
了果园里，苹果争先恐后地从树枝里探出头来，为
了一睹秋姑娘的花裙子，她们你推我挤，争红了
脸。葡萄顶着他的大扇子，扇啊扇啊，扇走了夏天
的炎热，迎接秋姑娘的到来。她来到了植物园里，
桂花发出阵阵香味，引得秋姑娘翩翩起舞。在一旁
的枫树叶也不甘寂寞，跟着节奏欢快地跳跃起来。
她来到了田野上了田野上，，金灿金灿灿的稻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
闪发光光，，看到秋姑娘看到秋姑娘，一个个都害羞地低下了头。

秋姑娘来的匆忙秋姑娘来的匆忙，去的也很匆忙，但是她把美
丽的金色留在了我们色留在了我们心里。

城区中心小学西中心小学西部校区 二（4）班 严靖翔
小记者证号：A1905017

秋 天

前几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银河补习
班》。这部电影非常感人，带给我深刻的印象，电
影里的主人公是马飞和他的爸爸。

马飞当上了宇航员，他和队长一起坐上了神舟
十六号飞船进入了太空，在太空里他们用水做乒乓
球，用乒乓球拍打来打去，因为在飞船里没有其他
娱乐设施，他们还在飞船里拍照。当他们快要返回
的时候，两片太空垃圾把神舟十六号飞船的中继天
线给砸掉了，导致跟地面失去联系，而且出舱服只
能扛 5分钟，在这么紧张的时间里两名宇航员还是
不慌不忙，马飞决定出去维修，他穿上了出舱服，
离开了飞船，他在4分59秒的时候回到舱体里，危
险解除了，两名宇航员笑了。最后，返回的时候，
返回舱变成了大火球，着陆的一瞬间反助推器工作
点火，安全着落，两名英雄被抬出了返回舱。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人生就像射箭，如果你连
箭靶子都找不到的话，就意味着你每一次拉弓都毫
无意义！

实验小学 三（14）班 陈煜翔
小记者证号：B1900044

看《银河补习班》

今天，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可爱的小仓鼠。
小仓鼠全身毛茸茸的，摸起来特别舒服。它的

嘴巴尖尖的，总是咀嚼着，好像有吃不完的东西。
嘴巴旁边还有六根又细又长的胡须。耳朵小小的，
虽然很小，但是很灵敏哦！

小仓鼠的胆子可小了。妈妈一打开盒子，它就
“吱吱吱”地大喊大叫，好像在说：“别碰我，别碰
我，我害怕！”妈妈给它喂食时，它就躲在房子里
不肯出来。我们刚一离开，它就开始出来“放风”
了。只见它一会儿咬咬笼子，一会儿啃啃零食。我
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心想：它怎么比我还馋啊！

小仓鼠，欢迎你来到我家，希望你健康、快乐
地成长。

庵东镇中心小学 二（3）班 应依冉
小记者证号：A1900675 指导老师：岑利君

小仓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