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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稻田里稻穗笑弯了
腰，高梁涨红了脸，玉米露出了它金黄的牙齿，
稻田里到处金黄一片。果园里，苹果笑红了脸，
香蕉弯得像一个月亮，桂花散发着阵阵清香……
果园里的每样事物都有它独特的气味。

秋天并不像夏天那么闷热，不像春天那样柔
和，也不像冬天那样寒冷。大雁群展翅高飞，它
们要赶在寒冷的冬天来临之前去温暖的南方过
冬，它们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

“一”字形。蝈蝈儿在草丛里放声歌曲，像一位
歌唱家在表演。

秋天，树叶黄了，它们从树干上飘下来，就
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等树叶落地后，又像给大
地盖上了一层金黄色的被子，踩上去“沙沙”作
响。

秋天可真好，它不仅是丰收的季节，也是一
个炫丽多彩的季节。

慈吉小学 四（9）班 陈曦
小记者证号：A1900989

秋

这是2039年8月1日，早上我刚睁开眼，窗帘
自动打开，太阳从外面照进来。我走到卫生间，满
意地看到牙膏已经自动挤在牙刷上，水杯中已自动
倒上水。洗刷完，来到餐厅，又看见机器人已为我
精心准备了营养的早餐。

吃过早餐，我来到街上。“咦，这不是老同学
A吗？”我惊喜地上前打招呼。“呀，Z同学，这么
巧！这是我刚买的一辆新车，是3D打印车。”她兴
奋地为我介绍这辆车，“它的打印材料是由可回收
垃圾再次生产做成的。它的燃料是水和太阳能，排
出的水蒸气，特别环保。市长也提倡大家用这种车
呢！”“是吗，我下次也买这种车。”

午饭时间到，“听说海豚街那儿新开了一家科
技餐厅，要不我们去尝尝？”我热情地问道。A同
学说，她也正有此意。

我们开着 3D打印车，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
一边飞速前往科技餐厅。当我们到达时，那儿已是
人山人海，挤满了记者和来品尝美味的客人。我们
穿过人群，可算是看清了这家餐厅，这画面简直不
可思议：一个巨大的海螺形建筑浮在半空中，四周
垂下几百把藤椅，当客人坐上后，便自动上升。正
当我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时，这家店的经
营者走出来，高声说：“大家好，你们看见的这个
建筑是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打造的海螺科技餐厅，它
运用了磁悬浮原理。空间大，技术先进、安全，可
容纳300人同时用餐，欢迎你们成为餐厅的第一批
客人。”客人们有序地排好队，依次入座，我们也
成为其中一份子，随后像坐飞机一样升到空中用
餐。

下午，我和A同学去了我们的母校。学校的保
安设施非常先进，我们说去六（7）班，机器人就
对准我们扫视通过。我们看到教学楼是立体的，教
室的桌椅是透明的，一切都是高科技的。

第三实验小学 五（7）班 郑可馨
小记者证号：A1902277

未来的一天

今天，爸爸说：“我们来做土豆沙拉吧！”我
说：“好的，我正好很想做呢！”

来到超市，在调料区找到了沙拉，在食品区拿
了几根香肠，在生鲜区选择了土豆、青瓜和小番
茄。我告诉爸爸：“小番茄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圣女果’呢！”“嗯，囡懂得越来越多了啊！”爸爸
点头称赞。

我们回到家，立刻取出五样物品，准备食材。
我刚把土豆洗干净，就遇到了难题——土豆皮剥不
下来！奶奶走了过来，用水果刀一条一条地把皮刨
掉，然后刨好的土豆放到锅里开始煮。那边慢悠悠
地煮着，我在这边正忙得很：洗净小番茄，削掉青
瓜皮，剥去香肠“衣”，然后把这些食材切成正方
体的小颗粒。忙完这些，土豆也已经熟了。我把土
豆放到了碗里，用铲子使劲碾压，东压压，西挤
挤，用上吃奶的劲儿，才把土豆变成了土豆泥！接
着，把正方体的小番茄、青瓜、香肠一股脑儿地倒
进去，再往碗里挤进一条条软糯软糯的沙拉。最
后，反复搅拌几次，一碗土豆沙拉就完成了！

我刚把土豆沙拉放上桌，一家人就抢着吃起
来。一个说：“太美味了！”另一个说：“太香啦！”
大家都夸我做的土豆沙拉好吃，我舀了一勺放到嘴
里，的确很不错！

第三实验小学 三（5）班 马闻璟
小记者证号：B1900394

土豆沙拉

现在正是吃螃蟹的季节，妈妈说，今天早上我
们吃螃蟹吧。

一大早，我就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一定是
螃蟹。这时，妈妈端着两只大闸蟹出来了。看着这
又肥又大的大闸蟹，我垂涎三尺，迫不及待地拿起
一只螃蟹，准备开吃。但看着坚硬的壳，我觉得无
从下手。妈妈说：“我们先把螃蟹的八条又细又长
的腿和两个大钳子掰下来。”妈妈不费吹灰之力就
把腿折断了把腿折断了，，而我呢而我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腿掰下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腿掰下
来来，，而且还是用牙咬的而且还是用牙咬的。。接着我们把蟹盖剥开接着我们把蟹盖剥开，，就就
露出了黄澄澄的蟹黄和雪白的蟹肉露出了黄澄澄的蟹黄和雪白的蟹肉，，最后把胃和肺最后把胃和肺
清理掉清理掉，，它们是不能吃的它们是不能吃的。。就这样就这样，，我开始享受这我开始享受这
美味佳肴了美味佳肴了。。

蟹黄软软的蟹黄软软的，，黏黏的黏黏的，，我将肥得流油的蟹黄吸我将肥得流油的蟹黄吸
得干干净净得干干净净，，顿时满口留香顿时满口留香。。吃完蟹黄吃完蟹黄，，我又埋头我又埋头
吃起蟹肉来吃起蟹肉来。。我用筷子把里面的蟹肉一点一点地挑我用筷子把里面的蟹肉一点一点地挑
出来出来，，蘸了蘸调料蘸了蘸调料，，急不可耐地送进嘴里急不可耐地送进嘴里。。这蟹肉这蟹肉
白嫩如玉白嫩如玉，，口感肥美口感肥美，，鲜嫩无比鲜嫩无比，，实在是太好吃实在是太好吃
了了！！一会儿工夫一会儿工夫，，我就把它们全消灭了我就把它们全消灭了。。吃蟹脚太吃蟹脚太
费劲了费劲了，，我只是咬了两口就扔了我只是咬了两口就扔了。。妈妈看了妈妈看了，，说我说我
太浪费了，没办法，谁让我还不太会吃呢。就这
样，一只美味的大闸蟹进了我的肚子。

虽然这次有点小失败，但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吃
螃蟹，已经很满足了。

第四实验小学 五（6）班 吴秦豫
小记者证号：A1902817 指导老师：陆炯炯

第一次吃螃蟹
一打开一打开《《原来我这么棒原来我这么棒》》这本书这本书，，一行字映一行字映

入眼帘入眼帘：：““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就是从肯定自己的优点就是从肯定自己的优点
开始开始。。””起初起初，，我很困惑我很困惑，，直到我看到小瑜发生直到我看到小瑜发生
了惊人的改变后了惊人的改变后，，我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我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

主人公高小瑜原本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主人公高小瑜原本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妈妈
妈为了让小瑜有自信心妈为了让小瑜有自信心，，为她报了研习营为她报了研习营，，开始开始
一段意义非凡的生活一段意义非凡的生活。。在研学营里在研学营里，，胆怯的小瑜胆怯的小瑜
经常受到别人的讥讽经常受到别人的讥讽，，幸好在朋友徐东州和珍珍幸好在朋友徐东州和珍珍
的帮助下的帮助下，，小瑜发掘出了自己的优点小瑜发掘出了自己的优点，，开始蜕开始蜕
变，她一天比一天自信，一天比一天勇敢，后
来，小瑜走出了自己的世界，开始学着关心别
人，慢慢收获了许多的友谊，得到更多人的信
任。

看着小瑜的改变，我由衷地高兴，甚至能体
会到小瑜的内心那快要奔涌而出的喜悦！看完这
本书，我不禁联想到了自己，曾经的我也不是一
个自信的孩子啊，胆小的小瑜不就是另一个我
吗？以前的我不敢和陌生人打交道。记得有一
次，妈妈让我去向酒店前台要一杯白开水，我不
敢违抗，就慢吞吞地走到前台，然后绞着手指，
在那儿呆呆地站了好几分钟，却怎么都开不了
口口。。幸好一位阿姨看见了我幸好一位阿姨看见了我，，她俯下身来低声问她俯下身来低声问
我我：：““小朋友小朋友，，有什么能帮你的吗有什么能帮你的吗？？””我支支吾吾我支支吾吾
地说地说：：““阿姨……我阿姨……我，，我要……一杯……白我要……一杯……白，，白白
…………”“”“是要一杯白开水是要一杯白开水，，对吗对吗？？””我还没说完我还没说完，，
阿姨就已经反应过来阿姨就已经反应过来，，温柔地接上了我的话温柔地接上了我的话。。我我
脸红了脸红了，，用力点点头用力点点头，，用蚊子一样的叫声说用蚊子一样的叫声说：：

““是的是的。。””从阿姨手中接过水后从阿姨手中接过水后，，我落荒而逃我落荒而逃。。
在平时常常对自己说“我可以”、“我很

棒”，能帮我们获得许多自信。瞧，现在的我已
经不像以前那么胆小，可以独自一人穿过大街小
巷，帮妈妈买咖啡、奶茶；我可以在妈妈忙于工
作的日子里，自己点餐，自己接外卖；我可以在
外出的时候，自己向服务员要水……

第三实验小学 五（2）班 岑柯逾
小记者证号：A1902255 指导老师：陈颖盈

我可以！我很棒！我可以我可以！！我很棒我很棒！！

清晨清晨，，天还灰蒙蒙的天还灰蒙蒙的，，我们就来到了达蓬我们就来到了达蓬
山山。。山脚下居然已经有很多人了山脚下居然已经有很多人了，，他们有的跑他们有的跑
步步，，有的练太极有的练太极，，还有的拿着登山杖准备登山还有的拿着登山杖准备登山。。

沿着山路往上走沿着山路往上走，，此时太阳还没出来此时太阳还没出来，，山路山路
两旁的小草上还躺着晶莹的露珠两旁的小草上还躺着晶莹的露珠，，花儿还是含苞花儿还是含苞
待放的待放的，，好像等不及要睁开眼睛看看这个美丽的好像等不及要睁开眼睛看看这个美丽的
世界世界。。终于到达了山顶终于到达了山顶，，一眼望去一眼望去，，达蓬山的景达蓬山的景
色尽收眼底色尽收眼底，，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里的泉水很清澈这里的泉水很清澈，，很很
多人都会到山顶来多人都会到山顶来，，只为喝上口甘甜清爽的泉只为喝上口甘甜清爽的泉
水水，，有时还拿几个大大的饮料桶来装水带回家有时还拿几个大大的饮料桶来装水带回家，，
这可比家里的自来水好喝多了这可比家里的自来水好喝多了。。

我们还去了徐福文化园我们还去了徐福文化园，，里面有着许多与徐里面有着许多与徐
福东渡有关的历史文物福东渡有关的历史文物，，可以长很多见识可以长很多见识。。一路一路
上树木茂盛，郁郁葱葱，空气清新怡人。走在幽
静的小路上，闻着路边花儿的芬芳，听着鸟儿的
欢唱，感受着吹过树叶嗖嗖的微风，真是让人心
旷神怡啊！如果再来个“弹琴复长啸”，那一定
是最美的林间乐章啊！

龙山小学 四（2）班 李菲阳
小记者证号：B1900328

游达蓬山游达蓬山

我是生活在书店里的一块形状奇特的玉米
橡皮，每天与我的同胞也就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的玉米橡皮生活在一起，等待着被别人领走，然
后再用去消失。

有一天，一位面貌充满学问的女人走进了书
店，朝我们这边一看就看中了我们，于是买了
20多个同胞随着她一起离开书店……

发现我在意境宽广的教室里，我的左手边是
一些男同学，右手边是一些女同学，我的前面
站着一位体格健壮、眼睛直瞪瞪盯着我的胖
子，后面站着一位身材矮小、身轻如燕、戴着
一副眼镜的小女孩。突然那位将我买走的女人站
在我面前。这下我才知道这位女人是一位和蔼可
亲的老师，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这次被买来不是
马上被当橡皮擦，而是作为奖品被邀请到这个教室
的。

和蔼可亲的老师说道，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抢
橡皮游戏，我已经选出一男一女作为对手，如果
女生先得两次抢到这款玉米橡皮，那么每位女生
都会得一块玉橡皮，反之男生也是一样。比赛开
始了，我躺在桌上等待着胖子把我抓取，321，
右手，我连眼睛都来不及，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压
在我身上，把我一把抓在手里，第一局是男生赢
了，我想一个小个子，怎么可能赢得过一个胖
子？眨一下，第二局开始了，321，左手，又有
一只巨大无比的手盖在我身上，把我一把夺去，
只见那位老师举起胖子的手大声宣布男生队获
胜，那些男生高呼起来，我和我的同胞也一个个
分发到了一个个男生手里，至于我就落在了胖子
手。突然一滴水落在我的身上，我抬头一看，是
那位小个子的女孩红着眼圈落下来的伤心眼泪。
只见一只大手向她伸出，并说道：“输赢不重
要，参与快乐最重要！”我看了看胖子，心想胖
子挺会安慰别人的嘛。

从此我就落在胖子的铅笔盒里，他也很爱惜
我，没事时就把我拿出来玩，也没用我，这次友
谊赛让我懂得了许许多多的道理。

慈吉小学 六（9）班 徐浩
小记者证号：A1901405

玉米橡皮奇遇记

《会飞的星星》这本书，我最喜欢的人物是会
飞的星星。因为在青青鸟即将放弃寻找白人的时
候，会飞的星星鼓起勇气，让青青鸟不要退缩。最
后，两个人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终于找到了白
人。

我最喜欢他的勇气。
我也有过缺乏勇气的时候。那次，我们去肯德

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一个任务是采访肯德基里
的顾客，就是问问那些叔叔阿姨们，对肯德基的服
务满意不满意。我一听有这个任务，撒腿就想跑，
我觉得我不敢和不熟悉的叔叔阿姨们说话，更不要
说向他们提问了！

大家伙们陆陆续续都完成了任务，马上要轮到
我了。我的心就要跳出嗓子眼了，怎么办呀？这
时，我看见一个叔叔吃完了正要准备离开。“不要
错过这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要不然任务真的要完不成了要不然任务真的要完不成了，，不要不要
怕怕，，鼓起勇气鼓起勇气，，胆子大一些呀胆子大一些呀！！””我一边对自己我一边对自己
说说，，一边跑到叔叔面前一边跑到叔叔面前，，问他问他：：““叔叔叔叔，，你对这里你对这里
的服务满意吗的服务满意吗？？””叔叔笑着和我说叔叔笑着和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我很我很
满意啊满意啊！！””

终于完成啦终于完成啦！！其实也还好其实也还好，，不是那么难不是那么难！！
看见会飞的星星在鼓励青青鸟看见会飞的星星在鼓励青青鸟，，我就想起那个我就想起那个

时候我自己鼓励自己时候我自己鼓励自己，，要鼓起勇气完成任务的情要鼓起勇气完成任务的情
景景！！我最喜欢会飞的星星了我最喜欢会飞的星星了！！

实验小学白云校区实验小学白云校区 四四（（11））班班 丁叶妍丁叶妍
小记者证号小记者证号：：AA19030051903005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王王珺珺

勇 气

在学校里有个神奇的气球，它是黄色的，也
是个跟屁虫，岑老师无论走到哪里，它老是跟着
她。

它想飞却飞不高，它想落地却走不了，但是
它会跳。没风吹的时候，它跑来跑去。

这个气球还真想逃走啊！
阳光实验学校 203班 翁煜霆

小记者证号：B1900292

逃跑的气球逃跑的气球

一大早，我和妈妈坐飞机去了香港打疫苗，
一路上我都有点紧张，担心打针会很痛。

看着跟我一样等在诊室门口的小朋友还没打
针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我的心里就更紧张
了。

轮到我了，医生阿姨为我的手臂消了毒，我
紧张地对医生阿姨说：“医生阿姨，打得轻一点
哦。”医生阿姨一边忙着手上的活，一边回答
我：“好的。”我依然忐忑地扭头问妈妈会不会很
疼，耳边传来医生阿姨说打好了的声音，我诧异
地回头地回头，，打针怎么不疼了打针怎么不疼了？？还没感觉到就已经打还没感觉到就已经打
好了好了，，我再也不怕打针了我再也不怕打针了！！

第三实验小学第三实验小学 二二（（11））班班 戎志城戎志城
小记者证号小记者证号：：BB19003581900358

打针，我不怕了！

从前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家没有田地，靠卖豆
腐为生。

老夫妇年过半百，没有子女，平时就一边磨着
豆腐，一边聊着闲话。

一天这对夫妇唠叨起西门豹来。
老太太说他是一个清官，可老公公说他不是，

因为，他不管老盐店，每次都少称一两盐。
这话被私查暗访的西门豹听见了。
第二天，他把这对夫妇传上堂，西门豹让他们

去买盐，发现盐少了一两，便说是他们偷了，老公
公一气之下把老盐店从不称对的事说了。西门豹笑
了，说：“老人家，我刚才激你说出实话是为了百
姓啊。”

说着，就让老盐店掌柜上堂。西门大人让掌柜
的秤了一下那包盐，少了一两。西门大人严惩了掌
柜，罚了他一头驴。

西门豹把这头驴送给了那对老夫妇，让这头驴
帮他们推磨。

慈吉小学 五（2）班 励佳纯
小记者证号：A1901062 指导老师：邵妙

西门豹赠驴从前，蜗牛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笨拙，而是有
一对十分有力的翅膀，能轻而易举地飞上天空，
速度比鸟儿都快、都高。

一次飞行比赛中，好多动物都来参加了，
有：蝴蝶、蜻蜓、蜜蜂、螳螂、鸟儿，还有蜗
牛。

比赛开始了，在裁判员牛伯伯的一声令下，
蜗牛就遥遥领先，把其他参赛的选手都甩在了后
面，蜗牛马上到了终点，牛伯伯还给它颁发了一
个奖杯。

蜗牛特别喜欢这个奖杯，每天都把它背着。
有一天，大黑熊问它：“你每天背着这个奖

杯，难道不累吗？你还是和我一起睡大觉吧！”
蜗牛说：“我要照顾我的奖杯！”大黑熊只好

摇摇头走开了。
又过了一天，小兔子来找蜗牛，对它说：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蜗牛说：“我的奖杯最重要了，我只和我的

奖杯玩！”兔子也撇撇嘴走开了。
因此，在那以后，再也没有小动物来找蜗牛

了，也没有人理它。而蜗牛呢，每天都背着奖
杯，不久，奖杯就化成了壳，也就变成了现在这
个样子，再也飞不了了。

城区中心小学东校区 三（5）班 吴熠磊
小记者证号：B1900507

蜗牛的壳今天我家来了两位新朋友今天我家来了两位新朋友———两只可爱的小—两只可爱的小
鹦鹉鹦鹉。。

我着实喜欢我着实喜欢，，待在鸟笼边看了许久待在鸟笼边看了许久。。因为一因为一
只是黄色的只是黄色的，，一只是白色的一只是白色的，，所以我取名为所以我取名为““黄黄
草莓草莓””和和““白草莓白草莓””。。

黄草莓比较活泼黄草莓比较活泼，，是个小戏精是个小戏精。。它早就知道它早就知道
我要逗它玩我要逗它玩，，依然摆出一副惊恐样依然摆出一副惊恐样。。一会儿扑翅一会儿扑翅
膀膀，，一会儿在笼子里乱跑一会儿在笼子里乱跑。。有时候它还会对我放有时候它还会对我放
声歌唱声歌唱，，仿佛在感谢我仿佛在感谢我。。而白草莓就不一样了而白草莓就不一样了，，
它比较文静它比较文静，，我拿出小木棒指向它我拿出小木棒指向它，，它高冷地踮它高冷地踮
起脚尖走开起脚尖走开，，视若无人视若无人。。

这两只性格迥异的小鹦鹉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两只性格迥异的小鹦鹉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白草莓睡觉时在白草莓睡觉时，，黄草莓会让白草莓靠着它黄草莓会让白草莓靠着它，，还还
睁大着眼睛睁大着眼睛““巡逻巡逻””。。一旦遇到危险一旦遇到危险，，黄草莓就黄草莓就
会用尖尖的嘴夹一下白草莓的羽毛会用尖尖的嘴夹一下白草莓的羽毛。。

瞧瞧，，我的新伙伴多可爱呀我的新伙伴多可爱呀！！
杭州湾世纪城学校杭州湾世纪城学校 五五（（77））班班 陆子怡陆子怡

小记者证号小记者证号：：AA19004741900474

我的新朋友

你吹过梅花吗？周末，我在家里玩了一个吹
梅花的游戏，非常有意思。

首先准备好报纸、墨汁、毛笔、白纸、颜料
盘和红色的颜料，把报纸摊放在书桌上，白纸放
在报纸上。接着，用毛笔蘸上墨汁，轻轻地点在
白纸右下角。然后，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用上九
牛二虎之力把墨汁往白纸的上方、左方开始吹，
墨汁沿着我吹的方向流动起来，梅花的树枝和树
梢慢慢就成形了梢慢慢就成形了。。最后最后，，我用手蘸一点红色颜我用手蘸一点红色颜
料料，，点在了刚才吹散的墨汁上点在了刚才吹散的墨汁上，，成了一朵朵可爱成了一朵朵可爱
的小梅花的小梅花。。就这样就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梅花作品大一幅栩栩如生的梅花作品大
功告成了功告成了。。

看着这幅我亲手吹的梅花作品，我感到很自
豪！

第四实验小学 二（2）班 李尚洵
小记者证号：A1902650 指导老师：沈阳

吹梅花

慈溪，千年福地，滨海桥城。您因董黯的慈孝
而得名。

慈溪临中国的东海，是一颗耀眼的明珠；环杭
州湾海岸，架起了沪杭甬的桥梁，成为了沪杭甬
区域中心；物产丰富，美味的海鲜；横河的杨梅，
周巷的黄花梨，新浦的巨峰葡萄，古窑浦的水蜜桃
……是您的一张张代表性的名片，响彻世界。

徐福东渡，上林越窑遗址，戚继光观海卫抵御
外寇，述说了您历史的更替；鸣鹤古镇，方家河
头，虞氏旧宅印证了您岁月的沧桑。

勤劳的慈溪人创造了无数个为之自豪的成绩！
我爱家乡的人杰和地灵，爱您的美丽和富饶，

更爱您的风土和人情。
慈吉小学慈吉小学 六六（（33））班班 李宣作李宣作

小记者证号小记者证号：：AA19012721901272

我爱我的家乡慈溪

爸爸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才来到了奉化徐凫
岩的入口。我们买好门票，吃好点心补充体力后，
正式开始了冒险旅程。我们先走了几百米的山路，
后面山势越来越高，山路也越来越陡，经过不懈努
力，终于来到了玻璃栈道。

上了玻璃栈道，外公很胆小，扶着栏杆一步一
步往前挪。我勇敢地向前走，还在玻璃栈道上高兴
地拍照、跳舞呢！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仙人洞，仙人洞里面又暗
又湿，再往下走就是一阶一阶的台阶螺旋向下。我
们一步一步地往下走，一路走走停停，忽然眼前出
现了一个瀑布现了一个瀑布。。瀑布飞泻而下瀑布飞泻而下，，真是真是““飞流直下三飞流直下三
千尺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疑是银河落九天””呀呀！！

第三实验小学第三实验小学 三三（（77））班班 吴思涵吴思涵
小记者证号小记者证号：：AA19021221902122

奉化徐凫岩

有人说凤凰古城是最美的，有张灯结彩的灯
光，有清澈见底的沱江，有古色古香的房屋。的确
我也认为凤凰古城真的很美。

在这秋高气爽的夜晚，我来到凤凰古城，真的
让人赏心悦目。特别是那些灯光一闪一闪，灯光的
颜色有好多，一二三四……有十八种，不，好像有
三十种。哇！好多呀！这颜色都不止三十种，不计
其数。这些灯光可让人感到美不胜收。灯光在桥上
就像一道彩虹架在凤凰古城，这真像人间天堂。我
在桥上悠哉悠哉地漫步，就像神仙一般在云河里行
走。凤凰古城的每个角落都有着辉煌的灯光，有着
迷人的夜晚。

白天，清澈见底的沱江把古城分为左右两边。
我蹲下身来洗手，感受到这水清凉无比，好像在和
我握手向我问好。于是我便捧起一把水向脸上抹
去，哇！这水正如妈妈温柔地亲我的脸颊，让我难
以忘怀。沱江碧绿碧绿的水，犹如一块巨大的翡
翠，古城里的老奶奶、老爷爷在这水里淘米、洗衣
服、洗菜等，点缀了这块“大翡翠”。这江面犹如
一面镜子，倒映着别具一格的房屋，倒映着无数的
游客，倒映着古城形状各异的古桥。

这如诗如画的凤凰古城，让人流连忘返。
实验小学 四（11）班 励昊霖

小记者证号：A1900244

凤凰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