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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上林湖青瓷博物馆！”导游阿姨热
情地说。

“五一”假期时，妈妈带我去上林湖青瓷博物
馆参观。一进展馆大门，导游阿姨就带着我们参观
了起来，愉快的青瓷之旅由此启程。看到那琳琅满
目的展品，我觉得特别精致。导游阿姨说：“青瓷
文化是我们慈溪四大文化之一，可是很有名的哦！
来，我先给大家介绍这只蟾蜍，数一数它有几只
脚？”我数了一下，觉得很奇怪：咦，蟾蜍不是有
四只脚吗，它却只有三只。我和其他参观的小朋友
异口同声地说：“三只！”导游阿姨又说：“对了，
这叫三足蟾蜍。大家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说不上来。阿姨说：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这叫砚滴，是古代磨墨时用
来滴水的。”我们恍然大悟。

然后，我们开始了制作青瓷的体验活动。先由
工匠叔叔用水把泥土捏润，再把泥土定在转盘上，
接着我就开始拉坯。拉坯的时候手要保持湿润，不
然泥土干了就拉不出我们需要的形状啦。我慢慢地
踏着脚踏板让转盘旋转着，双手缓缓地给泥土定
型，终于，一个小碗做成了！我在作品上刻上了自
己的名字，就等着烘干了。

第三实验小学 二（6）班 孙敬皓
小记者证号：A2005535

青瓷之旅

我喜欢小兔子，有数不清的兔子玩偶，毛绒和
衣服，这还不够，又缠着妈妈给我买了两只真的小
兔子，条件是必须自己照顾小兔子。

寒假来了，我就变身专职的“兔妈妈”了。
每天早上，“兔妈妈”的第一件事最辛苦——

就是打扫小兔子的粪便！别看它们小，特别会吃又
会拉，经过一个晚上，我一看兔笼下面的便盆里，
我的妈呀！满满一盆！我硬着头皮，屏着呼吸，强
忍着密集恐惧症，小心翼翼地把便盘从笼子下面拖
出来，先把便便倒在花坛的树下，这是绿肥，一举
两得，然后再捏着水管，一边冲水一边用扫把用力
地刷洗。经过一番辛苦的清洁工作，兔笼又干干净
净了，我看着心里也舒畅了很多。

打扫完，接下来“兔妈妈”该喂食了。小兔子
们前爪搭在笼子上都站起来了，早就急不可耐地等
着早餐呢！我先拿出它们的饭碗，舀了满满一碗兔
粮给它们，等它们埋头吃的时候，我再去厨房找一
些新鲜的菜叶或者水果，给它们补充营养。有时候
我还得出门去花园割草给它们换换口味。小兔子们
可真会吃，我辛辛苦苦割了半天的草，一个转身就
被它们吃得干干净净。我每天不得不操心它们的粮
食够不够，真累呀。

吃饱喝足，还得把兔子放出来活动活动。一出
笼子，兔子们可高兴了，撒开腿儿，一溜烟儿就跑
不见了，再把它们捉回笼子可不是件容易事儿。我
得上蹿下跳，左扑右抓，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
它们弄回笼子里。

晚上如果天气冷，我还得在笼子里放上草篮，
铺上垫子，笼子外面挡上泡沫板，防止它们冻着。
看着它们安安静静地睡在窝里，我这个“兔妈妈”
一天的任务完成了，总算能安安心心地坐下来休息
下了。

揉了揉发酸的胳膊，我发现“兔妈妈”可不好
当，吃喝拉撒玩一样都不能马虎，事情很多，操心
不少，真累呀！忽然就明白了妈妈让我照顾小兔子
的用意，当“妈妈”——不容易啊！

第三实验小学 五（10）班 沈钰欣
小记者证号：A2003591

当一回“兔妈妈”

甜甜经常用手做很多事，害得她的手很累。有
一天，甜甜的手实在忍无可忍了，它们大声对甜甜
说：“你把我们弄得好累！我们已经快受不了了！
我们要罢工，罢工！”甜甜毫不在意地说：“好啊！
我又不是没有其他器官，要罢就罢去吧！”手听
了，欢呼雀跃：“嗨，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呦！”甜甜
满不在乎地点点头。

这时，妈妈叫甜甜：“小宝贝儿，快来吃饭
了。”甜甜“哦”了一声，赶紧跑过去，刚在餐桌
前坐下，准备拿勺子，一个声音响起：“甜甜，不许
说话不算数哇！”甜甜听了，看着一桌丰盛的菜咽了
咽口水，“好，好，饭我不吃了，行了吧！”于是，
甜甜只能忍着饥饿告诉妈妈自己还很饱，不吃饭了。

又过了一会，爸爸的声音传来：“甜甜，作业
时间到了，快写作业去吧！”“行，我这就来。”甜
甜一边答应着一边朝书房走去。可是她刚坐下，准
备拿起笔时，手又发话了：“嘿，甜甜，你……”
没等手说完，甜甜不耐烦地叫起来：“知道了，知
道了，烦死人了！”这下，作业也没办法完成了。

傍晚的时候，奶奶叫她：“我的小乖乖，快来
洗澡了！”甜甜答应着，走进浴室，正准备脱衣
服，手又提醒她：“甜甜，要记得你说过的话哦！”

“哎呀，烦死了！”甜甜有些气急败坏了。她无可奈
何地冲奶奶喊道：“我明天再洗！”

当甜甜已经饿坏了，并且又脏又臭还被老师批
评过好几次的时候，她只得求双手停止罢工，并承
诺一定会好好关心自己的器官，会加倍爱护自己的
双手。

慈吉小学 三（6）班 卫煜珂
小记者证号：A2000367

手罢工啦

每次看见邻居家的妹妹在骑自行车，我都好羡
慕：多想骑自行车呀！

妈妈好像猜中了我心思一般，一天，竟给我买
来了一辆自行车。我实在太高兴了，快乐地手舞足
蹈起来。

终于可以学着骑自行车啦！我迫不及待地推着
自行车去小区空道上学，爸爸担心我摔跤，紧跟在
我的身后。开始骑车了，我稳稳地坐在车座上，爸
爸扶着我，我紧握车把，一脚一脚小心翼翼地蹬
着。但车并不听我的指挥，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
右，车辙扭成了一条小蛇，一时失控，还差点撞到
前面的树。爸爸见我这样，马上开始战术指导，告
诉我眼睛看着前方，一圈一圈地慢慢蹬脚踏板。

有爸爸在边上保护着，我的心里其实是很放心
的。回想着爸爸说的战术，我再一次上车。战术果
然有用，慢慢的，我掌握了一点小技巧，车子平稳
了很多，路线也平直了不少。不多久，就不需要爸
爸扶着我骑车了，我已经和自行车有了不少默契。
一次一次继续练，爸爸在边上做最好的啦啦队，一
直给我鼓劲。经过不懈的努力，经过爸爸的帮助，
哈哈，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爸爸笑着说：“你
又学会了一种新本领！”

我心里乐开了花，原来骑车并不难，掌握方
法，持续练习，定能收获成功的喜悦。

阳光实验学校 301班 岑锶航
小记者证号：A2001252 指导老师：何佳

骑车的喜悦

五一劳动节放假这几天，我做了很多家务，比
如整理房间、给大人盛饭等，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帮弟弟洗澡了。

帮弟弟洗澡，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得到了妈
妈的同意后，我就开始忙活起来了。首先，我把尿
布台推到卫生间，然后我把浴盆清洗干净，等妈妈
把小弟弟抱过来。我刚蹲下去想给弟弟洗澡，突然
听到“噗”的一声闻到了一种不好的味道，仔细一
看，浴盆里出现了黄黄的“蛋花汤”，小弟弟拉臭
臭了。我刚想伸下去的手立刻抽了回来，原来洗澡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换好浴盆里的水，小弟弟
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我在妈妈的帮助下给他擦擦
手，擦擦脚。小弟弟开心地笑了！我问妈妈：“妈
妈，我小时候你也是这样帮我洗澡的吗？”妈妈笑
着点点头。

我心中暗暗地想：“爸爸妈妈不怕辛苦照顾我
长大，我以后也要做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人！”

育才小学 一（2）班 王博康
小记者证号：B2000326 指导老师：郑杯杯

帮小弟弟洗澡

秀美的四明山便是今天爸爸妈妈带我去领略风
光的地方。郁郁葱葱的林木，掩映着红的黄的白的
花，风景无限！

四明山多秀呀！远望，便是一山的浓郁绿色，
“山清水秀”、“秀色迷人”这样的词来修饰这秀丽的
四明山一点儿不为过。山脚下遍地都是美丽的樱花
树，粉嫩的樱花花瓣在枝头含笑怒放，吸引着好些游
客驻足欣赏。这一弯粉红掩映着一大片深浅不一的绿
色，真是秀丽至极！这满树的樱花就像一位位娇羞的
小姑娘，用绢帕遮着脸，好不害羞！走进山中，满眼
都是各种各样郁郁葱葱的树木，有的高些，有的矮
些，错落有致，不觉凌乱。绿色一多，生命力就旺盛
起来，林中蝶儿飞舞，鸟儿欢歌，好不热闹！

四明山多奇呀！绵延的四明山脚下，有一个别
致的仰天湖。仰天湖水面上倒映着周围满山的绿色，
湖水显得更加清澈了。湖里的鱼不多，悠闲地游来游
去，肆意玩耍。但湖中却有许多小黑豆似的小蝌蚪，
这里一丛，那里一簇，好像郊游一般。仰天湖的中央
有一个小岛，小岛和岸边由一座木桥相连。小岛上风
景别致，岸边有不少砌起来的石头，供游人们歇息，
和美丽风景合照。一山一桥一岛，清奇无比！

四明山多有趣呀！我最喜欢的便是进门映入眼
帘的一大片碧绿碧绿的大草坪了。绿油油的小草点
缀着大草坪，仿佛一块浓绿的地毯。我们几个小伙
伴在草坪上奔跑、放风筝、玩耍，欢声笑语不断！
草坪的一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与树之间手拉着
手，挂起了很多吊床，出游的人们躺在上面聊天休
息，好不惬意！

秀美的四明山，可真是世外桃源啊！
阳光实验学校 301班 胡译心

小记者证号：A2001246 指导老师：何佳

秀美四明山

劳动是最光荣的，只有爱劳动的人，他们的生
活才会更美好，更充实。

我也经常帮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记得
有一次中午，我们一家人吃好了午饭，爸爸和妈妈
急匆匆地出去干活了，妈妈就把洗碗的任务分配给
了我。我想：真是一个好机会，我终于可以帮妈妈
做点事情了。

我学着妈妈平时的样子，把碗盘放进了水槽
里，拿起抹布把餐桌擦干净，又把椅子移回原位，
还把地拖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不放过一点脏东
西。接着开始洗碗了，先把碗用热水冲洗一下，然
后用洗洁精把碗中的脏东西给擦掉，再用清水把碗
冲洗干净，接着用抹布把碗上的水擦干，一个个排
列着放进碗柜里，个个铮光瓦亮。又准备去倒垃
圾，垃圾桶里的剩菜烂饭还真是又脏又恶心。我提
着桶来到家门外的大垃圾桶面前，打开桶盖头，一
股臭味迎面扑来，我憋住气，把满满的一桶垃圾倒
了进去，回到家里，又把洗碗后的一脸盆水也准备
拿到外面，倒进一个大窨井中，我边走水不停地往
外溅出来，弄得我手上裤子上都湿了，把自己搞得
狼狈不堪。回头看看我打扫好的厨房，心里的成就
感油然而生。不禁感叹道：妈妈每天要做这些事
情，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以后一定要多帮帮她。

妈妈回来看见整齐的厨房，夸奖我是个能干的
好帮手。今天的劳动让我觉得自己过得好充实，好
有意义的一天。

第三实验小学 四（1）班 陈豪泽
小记者证号：A2002583

劳动助我成长

在葱郁的森林里，一只狮子正垂头丧气地走在
弯曲的小路上，看起来一点也不开心，因为它没有
朋友，小动物见到狮子都害怕，不敢跟它做朋友。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卡尔的男孩也从小路的另一头
走来，原来他也正在找朋友，就这样，他们不期而
遇。狮子看见卡尔吃惊地问：“人类怎么会来这片
森林？你这是要去哪里？”小男孩害怕地说：“我要
去另一个城市找朋友，必须经过这里。”狮子说：

“我没有朋友，我能跟你结伴同行一起找朋友吗？”
于是他们一起上路了。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一座座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挺直地耸入蔚蓝的天空中，像
一个个巨人一样；这里的人多得像蚂蚁一样，行色
匆匆，忙得不可开交；这里的车各种各样，五颜六
色，像燕子一样从他们身边飞过。城市里的人也很
吃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胆子如此大的小男孩，居
然能骑在狮子的背上，还在大街上行走。大家惊慌
失措，全部都跑了，但是只有一个小男孩仍然呆在
小房子边上，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卡尔走过去问：

“大家都吓跑了，你为什么不跑？”“因为我觉得这
只狮子挺可爱的，你又那么勇敢，所以我想和你们
交朋友。”这小男孩有着金黄的头发，大大的眼
睛，小小的脸蛋，十分惹人喜爱，于是卡尔就和他
成为了朋友。

卡尔和他的朋友天天跟狮子一起玩耍，可是狮
子还是闷闷不乐，于是他们决定送狮子去另一片森
林寻找自己的朋友，希望它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朋
友，找到自己的快乐。

慈吉小学 双语2C班 岑镓贝
小记者证号：B2000038

找朋友

“廿五廿六搡年糕，廿七三十拣黄道”，“正月
马灯跑又跑，阿姆阿婶撩年糕”……从这些口口相
传的谚语中可以看出，过年时我们宁波人对年糕的
深深喜爱。年糕之所以受宠，得益于它的名字。

“糕”谐音“高”，“年糕”寓意“年年高”，寄托着
人们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期盼。

用优质晚粳米磨成的年糕，有各种各种的吃
法，可蒸可炒可炸，味道甜咸皆有。除夕夜，在高
汤汁中，放入肉丝、荠菜、笋干、年糕等，整道菜
鲜美无比，让人口水直流三千尺。大快朵颐后，剩
下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实验小学 二（7）班 沈子毅
小记者证号：B2000598

年年“糕”

我家有一盆南洋杉。
咋一看，哎，这不是松树吗？的确它很像松

树。但它不是松树，是和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
念。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相
对来说松树下面的枝叶多，上面的枝叶要比下面的
少一些，形成一个三角形。南洋杉刚好相反，上面
的枝叶要多一点，下面的枝叶要稍微少一点，形成
一个倒三角。

南洋杉是南洋杉科，南洋杉属乔木，树皮呈灰
褐色或暗灰色。

南洋杉非常喜欢水。有一次，南洋杉快枯萎
了，叶子不再挺立。枝干也裂开了一条缝，往日的
生机已烟消云散。我们赶紧给它浇水……过了几
天，神奇的事发生了——南洋杉的叶子、枝丫、茎
干都立起来了，居然比枯萎前更绿！真是不敢相信！

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南洋杉，让它更加昂立茂
盛!

南门小学 三（2）班 周余昊旻
小记者证号：A2003395

南洋杉

今天，妈妈教我煎蛋包。
妈妈告诉我煎蛋包有三部曲。第一步：轻轻敲

一下鸡蛋，去掉蛋壳，把蛋白和蛋清放入碗中。我
照着妈妈的样子一做，感觉很简单。第二步：在蛋
上洒一点味精和盐。可是，我手一抖，盐放多了。
第三步最难了。一开始我非常紧张，怕油溅出来，
但妈妈说：“不用怕。”我也就放心了不少。于是，
我大胆地把鸡蛋倒入锅里，只见锅里发出“嘶嘶”
的声音，我马上给鸡蛋翻了几次面，不一会儿，鸡
蛋熟了。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体验，我觉得我是大厨了。
阳光实验学校 103班 陆鸿彬

小记者证号：A2005163

我是大厨

每当有空闲的时候，我总喜欢轻轻翻开那本相
册，里面的一张张照片记录着生活中美好的点点滴
滴。

“来，笑一个！”
看，这张照片，我穿着粉色的蓬蓬裙，戴着漂

亮的小花，胖乎乎的小脸蛋，笑起来眼睛都眯成了
一条缝。妈妈说这是我在一周岁时候拍的。那时候的
我可是个调皮鬼，拍照的时候一点也不配合，还是摄
像师叔叔一会儿用拨浪鼓，一会儿用玩具熊逗了半
天，我才咿咿呀呀地笑了起来。“啪——”那展颜一
笑的瞬间就被记录了下来，成为了美好的回忆。

甜蜜的负担
我正甜甜地沉睡在爸爸的肩头，脑袋上披着一

件嫩黄色的外衣，衣服的衣角耷拉下来，遮住了我
一半的脸，可这丝毫不影响我的美梦。这是我小时
候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去南京紫金山游玩时拍的。
玩了一上午，我累了，嚷着走不动了，爸爸便把我抱
了起来。爸爸的怀抱摇摇晃晃的，我竟然趴在爸爸的
肩头睡着了。妈妈见了，便把她的外衣披在了我的身
上。爸爸就这样抱着我走了一下午，回到家手和肩膀
酸得要命，可还笑着说，这是甜蜜的负担。

舍命陪君子
我和妈妈站在海边的一块巨石上，我挽着裤

腿，开心地用手比着V字，妈妈一手搂着我，一手
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衣服，微笑的脸上带有一丝丝的
紧张。石头下面，涌起的浪花翻出一层白白的泡
沫。拍完照，下来以后，妈妈才告诉我，当时她还
是挺害怕的，海浪涌过来了，石头又太滑，担心我
会站不稳。“我这也算舍命陪君子吧！”妈妈打趣说。

翻呀翻呀，一张张照片划过眼前，不知不觉，
夕阳的余晖照进了我的房间。“开饭啦！”外婆在楼
下喊着，饭菜的香味飘了上来。“哎，来了！”我轻
轻合上相册，一边答应着一边蹦蹦跳跳地跑下楼去。

第四实验小学 五（6）班 杨昕妍
小记者证号：A2005127 指导老师：陆炯炯

我的美好生活

我期盼已久，
终于迎来了相聚的日子。
那校园里的花儿，
已经盛开了吧？
那树上的小鸟，
也学会飞翔了吧？
我们也有所成长。

透过屏幕的问候，
终于变成了现实的欢笑。
我想拥抱你，
我的老师！
我的同学！
我的贤小！

我想拥抱你

贤江小学 二（4）班 潘莉婷
小记者证号：A2003147

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路程十分枯燥，陪伴我们的
只有茫茫大漠和骆驼队。忽然，王叔叔手上的报警
器响了，原来气候无人机显示远处有一团巨大的沙
尘暴正向我们袭来。王叔叔看了看天边，随即只和
大家道：“快，沙尘暴就要来了，做好防备！”而表
哥却不以为然，说道：“一点都没有沙尘暴要来的
预兆，还是继续赶路才不耽误。”听到这儿，我连
忙劝阻道：“表哥，毕竟王叔叔见多识广，宁可信
其有，我们还是谨慎小心为好。”我一边说着，一
边开始担心害怕起来……

不一会儿，远处的沙尘暴像一张巨大的网，瞬
间将整个陆地笼罩在黑暗之中，空气也顿时变得浑浊
不堪。王叔叔连忙朝我们喊道：“快躲到驼峰的旁
边，一定也要躲到背风的一面。实在不行就抓住骆驼
背上用来栓货物的绳子！”我和王叔叔连忙跑到离自
己最近的一只骆驼旁，顾不上吐出嘴里的沙子，紧紧
拉住骆驼背上的绳子，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狂风呼啸，沙子如同雨点般不断地落下。不一
会儿，骆驼身上就覆盖了一层沙子。它们本能地抖
动了一下身子，沙子便被抖落下来了。可表哥却被
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吓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
动，过了一会才回过神来。沙尘暴明显变弱了，而
表哥的下半身却被黄沙淹没了一大半，这可怎么办
呢？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我急忙用手挖，可是表哥身旁只要出现一点空
隙就会被沙子填满，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还是王叔
叔有办法，他不慌不忙地从背包里取出一块四四方
方的毛毯，找出几根绳子，用四条较短的绳子分别
系在毛毯的四个角，再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条较
长的绳子上。就这样，王叔叔把毛毯变成了一个类
似风筝的东西，接着，王叔叔就把那条较长的绳子
系在表哥的身上。当毛毯被风吹起时，四条绳子一
同用力，把表哥拉了上来。这次真是有惊无险啊！

时间过得很快，在一个月后，我们成功穿越了
撒哈拉沙漠，为这次神奇的探险之旅画上了完美的
休止符。

城区中心小学西校区 五（4）班 沈奕汝
小记者证号：A2001613 指导老师：胡文冲

神奇的探险之旅

我家的院子是我的乐园，这里藏着我的快乐回
忆。

院子里的地面上时不时会看见一群排着队的小
蚂蚁，井然有序地搬着食物。秋千旁的果树十分引
人可爱，让毛毛虫也过来做客了，等毛毛虫变身为
蝴蝶后，院子中也增添了一份美丽。到了秋天，树
叶变成了金黄色，飘落到了地上，好像给大地穿上
了一件金黄色的大衣，若踏上去，金黄色的树叶会
在你的脚下跳起舞来。

躺在青青的绿草上，看天上的白云，风一会儿
把云吹成一架飞机，一会儿吹成一匹小马，千姿百
态，令人百看不厌。过了一会我有些无聊了，便坐
在秋千上，边玩边看蚂蚁，我把一些白糖撒地上，
蚂蚁见了，不紧不慢地爬了过来，一点一点地搬
运，到了最后，蚂蚁还不忘向我道谢。太阳似乎也
十分喜爱我这个孩子，把自己最闪亮的光留给了
我。可我却满头大汗，与我在一起的知了都大声
喊：“热死了，热死了！”

家里的院子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童年时光，让
我快乐地成长！

育才小学 四（3）班 杨雨欣
小记者证号：B2000358 指导老师：唐飘飘

家里的院子

今年春节，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让我们无法出
门，于是我和妹妹就商量着进行涂色比赛。

我们都选了一幅故宫图进行涂色，当我说“一
二三，开始！”时，妹妹和我就抢起了涂色笔。幸
亏我眼疾手快，抢到了想要的颜色。我先从屋顶开
始涂，按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顺序，涂出了一个绚丽
的彩虹屋顶。屋顶涂好后，接着涂墙体，我选择以
红色为主色调，以橙色和粉色为辅助色，涂出了一
道别样的故宫墙。紧接着我选蓝色来涂窗户，一扇
扇蓝色的窗户仿佛给故宫添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最
后就剩下了围墙，我回忆之前去过的故宫，让我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红黄基调，于是我选用红黄色
涂围墙，用蓝色涂墙脚。涂完后看妹妹还未完成，
我又在天空中添画了一条金色的龙。

等我们都涂好色后，让爸爸妈妈来当评委。我
以为我会获胜，没想到爸爸妈妈说我们打成平手，
因为妹妹涂得也很有创意，我不高兴地嘟起了小嘴。

城区中心小学西校区 二（4）班 吴泓锐
小记者证号：A2001540

涂色比赛

周末的下午，爸爸妈妈带着外公外婆、我和弟
弟一起去鱼塘钓鱼捞虾。

听说要去玩，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和弟弟马
上准备起道具来，网兜、钓竿、鱼食……边准备边
说笑，我们都好期待呀！

鱼塘真大，广阔的水面比较清亮，湖面看着比
较平静，我心里不禁纳闷：这里会有鱼虾吗？但看
着鱼塘边有很多静坐钓鱼的人，一个个一本正经地
耐心地等鱼儿上钩，又让我觉得这偌大的鱼塘里定
有很多鱼虾呢！

我和弟弟已经等不及了，我们选定一个位子，
立刻坐下来，准备好好钓一次鱼。长长的鱼竿伸出
去，看着鱼饵慢慢沉到水面下，鱼线慢慢拉直伸
展，我们开始耐心地等待、等待、等待……外公外
婆也开始惬意地钓起鱼来。他们好像很熟练，又很
有信心的样子，好像鱼儿很快一定会上钩一样。果
然，很快，外婆就钓起了一条小鲫鱼。弟弟看着活
蹦乱跳的鲫鱼，边拍手边叫好。

我们又体验了一把捞虾的乐趣。在爸爸的帮助
下，我和弟弟先把网伸长，再把大网放进水里，爸
爸提醒我们用力，我们使劲一捞，哇，有收获！网
兜里捞起了几只迷你的小虾。

钓鱼、捞虾快乐多多，趣味多多。一家人一起
的下午，充满了欢声笑语。

阳光实验学校 301班 徐斌皓
小记者证号：A2001254 指导老师：何佳

钓鱼捞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