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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春天。当第一阵
东风吹过，广玉兰、山茶花都开了，八角金盘的果
实也长出来了，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草从泥土里钻了出来，嫩绿嫩绿的，又细又
小，树枝吐出了新芽，鸟儿停在树枝上，欢快地唱
起歌来，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广玉兰那洁白的花向我们送来了春天的气息，
一朵朵绽放的花朵迎风跳舞，仿佛一位美丽的仙子。

茶花也不甘示弱，红的，黄的，白的……美丽
的茶花在春风中频频点头，像是在窃窃私语些什么。

八角金盘的果实圆圆的，是青绿色的，很硬；
成熟的是深紫色的，很软。

蜜蜂成群结队地采蜜，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
舞，我看得都要醉了！

春天是个五彩缤纷的季节。它把绿色给了小
草，嫩绿的小草像一片片绿色的海洋，流啊流啊，
流出了春天的芬香。它把白色给了玉兰，雪白的玉
兰像一个小喇叭，喊啊喊啊，喊出了春天的生机。

看它们这么欢快，疫情也快结束了吧！
第三实验小学 三（3）班 黄熙雯

小记者证号：A2002529 指导老师：徐媛华

春

我们小区里有一处休闲场所，自从我家入住后，我
就时不时去那里溜达、玩耍，它可是我的快乐小天地。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水塘，水底
铺着一层层细细的沙和可爱的鹅卵石，这里还是藻类植
物的家呢！许多小鱼儿无忧无虑地游来游去，它们有的
在追逐打闹，有的在水藻里躲猫猫，有的在大口觅食，
还有的在吐泡泡玩，看着它们有趣的小模样，我所有的
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小水塘的两岸种满了各种各
样的花草树木。初春，乍暖还寒时，腊梅吐露点点芬
芳，花儿在枝头是那样俏丽；阳春三月，玉兰花抽叶
了，碧绿如翡翠；人间四月天，白茶如朵朵云儿落在葱
绿的枝叶间。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树木，在不同季节展现
自己独特的美丽。

小水塘的正前方是一幢漂亮的大别墅，一楼是一
个大大的游泳池，夏天，我们在泳池里就是一条条快乐
的鱼儿，在水中尽情地嬉戏、畅游，时而泼他人一身
水，时而自己被淋了一身水花，我还曾在初学游泳时大
喊“救命”，成了全场最受瞩目的“明星”。

不过要说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就是楼上的大平台
了。这里有一大片绿绿的、软软的假草坪，最适合小
朋友们活动了。我们在这里踢足球、打羽毛球、做游
戏……说起踢足球，那可真是趣事一箩筐呀！有一
次，我踢得正欢，眼看一个漂亮的射门就此诞生了，

“嗖”，我的鞋忽然也腾空而起，它和球在空中画出一
道优美的弧线，最后，球不见了，鞋却“安然无
恙”，静静地躺在沙坑里，好像在“赞赏”它小主人
的脚功有多厉害呢！我笑得趴在了地上，小伙伴们也
都笑成了一团。踢累了，我们就躺在草地上，晒晒日
光浴，吹吹微风，看看蓝天白云，再天南海北胡聊一
通，别提多爽了。

小区的这处休闲场所承载着我的欢笑、我的快
乐、我的童年，我爱这个快乐小天地。

第四实验小学 四（3）班 蔡乐镓
小记者证号：A2005121

我的快乐小天地

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转眼又到了樱花盛开的
季节。

远远望去，路旁的那棵樱花树就像一位身着盛装
的姑娘，美丽极了！走近一看，树枝上开满了雪白的
樱花，一片片小小的花瓣包裹着娇嫩的花蕊，不时地
散发出阵阵清香，引得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翩翩起
舞。一阵阵微风轻轻掠过树梢，无数的樱花就像雪一
样纷纷飘落下来，有的和春光跳舞，有的和风儿对
话，还有的和小草亲吻。

当满树的樱花全部化作春泥的时候，数不胜数的
绿芽就争先恐后地爆出来，过不了多久它就变成了一
位身着绿装的威武士兵。

美丽的樱花深受各地人民喜爱，难怪日本人还选
它做国花呢！

实验小学白云校区 三（2）班 周俊帆
小记者证号：A2001405 指导老师：陈琼飞

樱花

农民用辛苦勤劳的耕耘换来了丰盛的粮食；清洁
工用起早贪黑的习惯换来了洁净的道路；消防员用舍
己为人的精神换来了人民的安全。这些工作虽不起
眼，但是我们这座城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他
们帮助了许多人，我觉得比那些无所作为的人伟大多
了，他们应被所有人尊重。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师带我们下楼等待家长们
来接。我和几个同学的家长还没来，便聊起天来。聊
着聊着，我们就开始说起自己此时此刻最敬佩的人。
一个同学说：“我最敬佩的人是老师，因为老师是花园
里辛勤的园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花朵。”另一个同
学说：“我最敬佩的人是公司的经理，因为他们很
忙，但依旧能把公司经营得很好。”而我看到了前面
正在维修花坛的修路工人，便不假思索地说：“我最
敬佩的是前面的修路工人。”过了一会儿，一个同学
说：“你看那个修路大爷刚刚一直在敲地，就像一个
在敲木鱼的和尚，太可笑了。”有同学听了笑了，我
听了愤愤不平地说：“你怎么能说修路工人呢？如果没
有这样的劳动人民，那么路谁来修？我们吃的粮食谁
来种？我们马路上的垃圾谁来扫？我们都要尊重他
们，他们也是有尊严的人。当我们在家里看着电视，
吃着零食的时候，他们却在外面埋头苦干。他们不需
要我们给他们端茶递水，他们只想要得到我们的尊
重。在我心中他们就是最伟大的人，你觉得呢？”那位
同学听后羞愧极了。

通过这件事，我有许多想法，我想对那些抱怨累
的上班族说：“当你在空调房里时，农民正在田地里，
在烈日下拿着锄头耕地；清洁工正在马路中央拿着扫
把，闻着呛人的汽车尾气扫路。他们这种不求回报、默
默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为劳动人民点赞！
慈吉小学 五（7）班 罗铱晨

小记者证号：A2000710

为劳动人民点赞

我班纪律是全年级段出名的“第一”，这“第
一”却是倒数第一，可那次，我却怎么也想不到，
大家竟做到了“自律”。

那天中午，老师要去开会，完了！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这回那些淘气包岂不是要把屋顶掀翻？
我趴在桌上，不禁双手合十，祈祷上天能开开恩，找
个严厉点的生活老师来治治我们班的“皮猴子”。谁知
老师踏出了教室，耳畔却一反平常，没有了叽叽喳
喳的讲话声，班里一丝动静都没有，只能听见笔尖
在纸上摩擦发出的“刷刷”声，不会是我的耳朵出
问题了吧？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惊讶得抬起头，
环顾四周，同学们都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连
班中的“四大天王”也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安静地伏
在桌子上，奋笔疾书，这倒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有数不尽的问号，正当我疑惑万分时，
“自律”两字浮现在脑海上。哦，原来是它！我的
目光又抛向了前面黑板上的那两个醒目的大字，这
是老师走之前写下的，可就是这两个字，就仿佛是
施了“封口咒”似的，将同学的嘴给封住了，一个
字也吐不出来。我的耳畔不时响起老师临走前说的
一句话“老师不在，也要管住自己，记住要自
律！”太棒了，我班终于消停了！正当我在心里一
阵欢呼时，又不禁捏了一把汗——这好状态可能维
持不了多久，说不定哪个同学一开口，教室就炸开
了锅，瞬间沸腾起来。可是几分钟过去了，丝毫没
有任何反应，原本那个“菜市场”去哪了？也许，
它已在秒钟的“滴答”声中消失得一干二净。

我们做到了！我们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我们做
到了自律！我会心地一笑，又低下头，奋笔疾书起
来……

慈吉小学 六（5）班 毛程熙
小记者证号：A2000873

没想到

“啪嗒，啪嗒……”一个个排球在空中跳跃，一
场激烈的排球比赛正在进行。

操场上热火朝天，拉拉队的呼喊声响彻云霄。各
位选手激动又紧张地打着排球。

我的余光瞟到了咱们班打排球的最强组合——小
周和小余，虽然两个人身高差较大，可这丝毫没有影响
到他们超常发挥，排球如一个乖巧的孩子在他们的手臂
间跳跃，小余轻轻弯下身子挥起手臂一掂，它就很配合
地在空中打了个转儿，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小周手臂上，
小周稍稍直起背来，眉毛拧成一团，歪着脑袋，似乎在
找一个最佳角度把球拍回到小余手中，大气都不敢喘一
下，俨然一个严肃的小战士。

瞧着他们臂中飞快跳跃的排球，我们也不甘示
弱。半蹲着膝盖，双脚站好，眼睛死死盯着排球，紧绷
的神经似乎也在为我们加油鼓劲。我吐了一口气，双手
如被捆在一起般不敢乱动，生怕自己一个不留神，球就
如淘气娃娃一样滚到一边溜达去了。队友小占也是紧张
地抿了抿嘴。“一定要赢！”我不断为自己加油。“啪
嗒”我接住排球，身子顺势往前微微一倾，手一抬，球
便乖巧地扑向小占，小占一个眼疾手快一挑，结果球却
像突然长了翅膀般，“呼”地从我肩膀边猛地擦过，还
没来得及安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赶忙一个箭步冲过
去抱起球继续拍起来。出师不利，但绝对不能落后。对
上小占坚定的眼神，我也充满了自信。

“啪嗒”“啪嗒”，杂乱无章的声音似鼓点般带着
节奏蹦来蹦去。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再多打几个，
再多打几个。我心里不停地默念，嘀——一声哨响，
比赛结束。我们悻悻然地停下来，虽然最后的成绩并
不理想，但这次比赛却令我记忆犹新。

慈吉小学 六（5）班 陈思言
小记者证号：A2000893 指导老师：张利敏

不忘拼搏

我家的泰迪可有趣啦！清晨，它会像一个移动的小
毛球，不停甩动着迷你尾巴，热烈迎接每一个下楼的
人；中午，它会直立起身体，把两只梅花小肉脚搭在笼
子的边框上，眼睛紧紧盯着每一个经过它走向花园的
人，期盼着放风时间的到来；傍晚，它会两脚伸向前
方，屁股着地，静静地坐在角落思考。

每到吃饭时间，泰迪就会乖乖蹲坐在椅子旁，等
待着我们给它投喂美食。这时候，我会拿起一块大牛
肉，一边触碰它的鼻子，一边用严厉的语气呵斥：

“不能吃，不能吃！”一听到这个指令，泰迪强忍住美
食的诱惑，胖乎乎的身体直往后挪。当我将牛肉再次
靠近它的小嘴巴，它就会把头撇过去，湿漉漉的鼻子
忍不住嗅来嗅去。它一定是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一定
要听从主人的命令，这样才可以吃到更多的牛肉。

我家的泰迪真是太可爱了！
慈吉小学 双语3A班 岑诺琪

小记者证号：B2000072

我家的泰迪

“身小力不小，爱穿黑长袍，头上有‘天线’，
腹上有六脚。”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哈哈，告诉你
们吧，这就是团结友爱的蚂蚁宝宝。

蚂蚁是我认为最团结的一种昆虫，为什么这么说
呢？我是有依据的。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回家观察动植
物为后期作文做准备，回到家中的我抓耳挠腮，不知道
观察什么好，爸爸则在一旁不紧不慢地说道：“小区亭
子里的蚂蚁不是很多吗，你可以去看看。”话音刚落，
我便拿起刚买的两个萝卜圆子急匆匆地奔向小凉亭。接
下来我布置了“现场”，等待蚂蚁上钩。

1分钟、2分钟、3分钟……时间如流水，慢慢地
向前“行进”，我心急如焚，自言自语道：“爸爸真是
个大骗子，亭子里哪有蚂蚁，可惜了我的两个圆
子。”正当我想折返时，一只蚂蚁闻香赶了过来，它
在食物旁左转转，右转转，不知道在思量什么。“你
这个家伙，还是经不住美食的诱惑吧，下嘴吧！”就
在我暗暗自喜时，它竟然放弃了美食，离开了。我百
思不得其解——蚂蚁不贪吃吗？圆子诱惑力不大？一
大串的问题萦绕着我。还没等我想明白，那只蚂蚁又回
来了，身后还有一大群同伴，它们正向目标进军呢！原
来这只蚂蚁是搬救兵去了呀！它们慢慢靠近食物，两三
只蚂蚁为一组，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

“人”字形，一会儿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不知道在说什
么，真是花样百出。神奇的是，这支运粮大队有条不紊
地搬起食物回洞穴了。

蚂蚁是如何交流的呢？折返回去后又是如何找寻
到食物的呢？回到家中，我上网查询了相关资料，原
来蚂蚁会分泌出信息素，发现食物后，它们会留下讯
号，让同伴找来，然后通过触角进行交流，合力把食
物抬回去。

小小的蚂蚁竟然这么聪明，这么团结，我们也要
向它们学习，遇到问题多动脑，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会
迎刃而解！

城区中心小学西校区 四（1）班 张轩涤
小记者证号：A2001545

团结友爱的蚂蚁

我有一个植物朋友，那便是我最喜欢的植物——
绿萝。

远远看去，一盆一盆的绿萝，就像一把把碧绿的
小伞。一阵轻风吹过，那一片片碧绿的叶子，随风飘
动起来，就像一位位美丽的舞蹈家在风中舞蹈。绿萝
的叶子非常薄，轻轻一撕，“哗”的一声，叶子被撕
成了两半。

别小看了绿萝，它可是有“自然空气净化器”之
称的。一个臭哄哄的房间，只要放上几盆绿萝，过几
天臭气啊甲醛啊都被赶跑啦！怎么样？绿萝是不是很
厉害呀！

绿萝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植物，也是我最喜爱的
植物之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第三实验小学 三（7）班 华汐然
小记者证号：B2000554

可爱的绿萝

你问我什么水果最好吃？我会不假思索着地告诉
你，当然是梨头啦！

梨头可好看了。品种也很多，有水晶梨、冰糖雪
梨、黄花梨……一般的梨头直径在 5-10厘米左右。
皮的颜色大多是绿色和淡黄色，果肉一般是白色的，
真是外貌美，心更美呀！虽然大部分梨的外表长满了
小小的“雀斑”，但摸起来还是滑滑的。梨的外貌真
像一位穿青色连衣裙的胖娃娃，谁看了，都会忍不住
想去“亲”一口。

梨头不仅好看，气味还很好闻。梨闻起来是一种
清凉中带着一丝甜蜜的味道。你们只要一闻，肯定就
会“口水直流三千尺”。

梨头还特好吃。它的味道和它闻起来的感觉搭配
起来可真是“举世无双”。它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
呢？听我慢慢道来。轻轻咬一口梨头，嘴里便满是香
甜、清凉、可口的滋味。细滑的果肉搭配那鲜美的汁
水，让我们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仿佛年轻了 5岁，
保证你百吃不厌。

梨头的营养也很丰富。它水分多，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 C和维生素 B。梨头也有很多功效。它可以清
热，缓解疲劳。把它跟冰糖煮在一起，可以治疗感冒
咳嗽。听说它还可以起到美容养眼的效果呢！梨头除
了可以鲜食，还可以做成梨头茶、梨头果冻……无论
是哪种制品，都是我的最爱。

这就是梨头，它还真称得上水果中的“白富美”呢！
慈吉小学 六（5）班 徐缘蕾

小记者证号：A2000885

梨头

姐姐在英国留学，整个疫情期间，我都没有见过
姐姐，隔着千山万水，隔着电脑屏幕，我们只能在网
上相见。我太想姐姐啦！

前些时间，姐姐好不容易从英国回来啦！我太想
去见见她啦！可是妈妈说姐姐要在上海特定的地方隔
离。哎，这种想见又不得见的感觉可真煎熬！

妈妈告诉我：“今晚就可以见到姐姐啦！”哇，我没
有听错吧？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姐姐终于结束隔离，能够
顺利回家啦！我太兴奋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下午五点半左右，爸爸妈妈和我都精心打扮了
番，出发去上海接姐姐喽！车子刚开动我就心跳加
速，兴奋不已。行至跨海大桥，感觉自己离姐姐又近
了一大步，期待的心情更重了。漫长的一小时后，我
们终于过了跨海大桥。很快就可以见到姐姐啦！我的
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

到啦！到啦！终于到了姐姐隔离的住所。姐姐提
着行李箱已经站在门口等。“是姐姐！是姐姐！”我按
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远远地对着姐姐欢呼，迫不及待地
戴上口罩，准备奔向姐姐，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看
得出姐姐也很想念我们，看到我们，她使劲和我们挥
手。虽然已经结束隔离，姐姐提醒让我们不要太靠
近，保持一米安全距离。

距离不会妨碍我们表达想念和欢喜，我们一家人
坐上车相视而笑，带着一路的平安和欢笑回家。

阳光实验学校 301班 陈思瑜
小记者证号：A2001245 指导老师：何佳

春暖花开接你归

记得二年级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我兴奋极了，迫不及待地想要痛快地骑一骑。

于是，我连忙骑上崭新的自行车，刚刚想要踏踏
板，可是以前我骑的自行车都是有安全轮的，可以防
止自行车失去平衡，而这辆自行车却没有安全轮，需
要自己来保持平衡。我想了想，最后鼓起勇气来，骑
上自行车踏动了踏板，最出乎我意料的是，自行车竟
像一只无头苍蝇似的，东倒西歪地向前冲，不管我怎
么控制，都无法把车停下来，最后一头撞在了墙上，

“翻车”了。
爸爸看见了，笑眯眯地把我扶起来，说：“没关

系，不要紧的，快把自行车扶起来吧，失败乃成功之
母嘛！”爸爸又让我坐上自行车，他扶着我的自行
车，让我踏板，有了刚才的经历，这次我心里忐忑不
安，生怕又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因为这次爸爸扶着
我，没有“翻车”，车子行驶得很平稳。

就这样，我和爸爸每天坚持苦练，克服了许许多
多的困难，一天比一天熟练，越来越进步。有一天，
我和爸爸还是照常训练，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刹
车、转弯、急刹等等，在骑行的时候，爸爸竟然松开
了手，而我却没有太在意，以为爸爸还在扶着我的自
行车，突然，我发现了爸爸，居然没有扶着我，而我
却骑得得心应手，我兴奋地大叫一声，“我学会啦！”
从此以后，每当我骑自行车时，都会想起以前学自行
车时的情景，为自己感到自豪。

第四实验小学 四（2）班 胡哲宁
小记者证号：A2001983 指导老师：童维维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豹子走路快如风，
乌龟走路慢吞吞。
小猫走路静悄悄，
小马走路哒哒响。

蜗牛走路背着窝，
袋鼠走路带宝宝。
企鹅走路左右摇，
白鹅走路昂着头。

走路

第四实验小学 一（4）班 方鸿硕
小记者证号：A2001881 指导老师：马霞君

春天，小草从地下探出头
来，
大树上长满了碧绿的嫩
叶，
到处都有迷人的景物。

夏天，河塘里的荷花开了，
雷公公把藏了很久的大鼓
敲了起来，
他的鼓声响极了。

秋天，田野里一片丰收的
景象，
苹果啊、橘子啊、玉米啊，
都成熟了。

冬天，天上下起了鹅毛大
雪，
小朋友们有的打雪仗，
有的堆雪人，
全世界充满了欢声笑语。

四季

阳光实验学校 203班 沈轩霆
小记者证号：A2001195

那天午后，我在客厅里开辟出一块空地，招呼
多多来搭乐高。他高兴地看图纸、找零件，每拼完
一步，都要指给我看：“姐姐，我的大楼又高了一
点。”我对他的聪明能干，赞不绝口。

经过一下午的奋战，多多的乐高大楼终于搭好
了，他快乐得手舞足蹈，粉嫩嫩的笑脸好似一朵盛
开的桃花。就在我起身时，一个重心不稳，滑倒在
地，正好砸在乐高大楼上，那幢大楼“轰然倒塌”。
看着眼前的一幕，多多瞪大了眼睛，愣在了那里。

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响着，多多的小脸涨得
通红，两条浓浓的眉毛一皱一皱的。一向可亲可
爱的小弟弟像变了个人似的，那双晶亮的眼睛里
几乎要喷出火来。他小嘴一撇，使劲儿甩着小拳
头，对我大喊：“坏姐姐，坏姐姐，你赔！你
赔！”他越喊越起劲儿，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整个
人好似一个即将爆炸的气球。“我！我！我又不是
故意的。再说，大楼倒了可以再搭嘛！”摸着摔疼
的膝盖，我委屈地说。没想到，多多听了更生气
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两条小腿拼命地蹬来蹬
去，一双小手“啪啪”拍着地板，仰着头，“哇
哇”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叫着：“我好不容易
搭好的大楼，你赔！你赔嘛！”哎！看着小弟弟生
气的样子，我心疼又内疚。我小心翼翼地将乐高积
木收到盒子里，端到他面前，哄道：“别生气了，
我跟你一起拼吧！”这个小家伙却毫不领情，猛地
将乐高盒子掀翻，气呼呼地撅着小嘴，不肯理我。

哼！我干脆也不再理他，默默地将残破的大楼
恢复原貌。从傍晚到圆月高悬，我一直拼呀、拼
呀，多多就一言不发地坐在我身边生闷气。直到大
楼拼好了，我长舒一口气说：“多多，大楼还你
啦！”没想到，回头一看，小弟弟已经睡着了。睡
梦里，他还紧紧地攥着小拳头，皱着眉头呢，看来
呀，今天他真的生气了！

第三实验小学 五（10）班 陆奕璇
小记者证号：A2002396 指导老师:林燕

他生气了（二则）

晚饭后，弟弟又跑去表哥房间里玩，我也跟了
进去。只见他们各自拿起面前的枕头，高兴地玩起
枕头大战。

玩着玩着，表哥突然拿自己手里的枕头打弟弟
的头，打一下他就大声笑。再打一下，见弟弟不反
抗，他就继续用枕头捉弄弟弟。哎呀，表哥打得可
高兴了，可是，弟弟怎么了呢？

只见弟弟涨红了脸，愤怒地瞪着表哥。他咬牙
切齿，叉着腰，对表哥大吼道：“停下，你这样一点
也不好玩！”可是表哥根本不理睬他，继续捉弄弟
弟。说时迟，那时快，弟弟猛地举起手中的枕头，
朝表哥头上使劲打，边打边吼道：“我让你打我，让
你打我……”弟弟用尽了全身力气，好像要把他的
不满全部发泄出来。脸也越来越红，原本可爱的小
眼睛呈现出了一丝凶气，牙齿紧咬着嘴唇，怒发冲
冠，声音也越来越大，似乎楼房都快被吼塌了。

打累了，弟弟才停下来，鼻孔里还冒着白烟，
嘴巴还使劲喘着粗气，仍然凶狠地瞪着哥哥。此刻
的弟弟，就像一只疯狂的小狮子。表哥被弟弟突如
其来的反抗行为吓呆了，不知所措……

弟弟生气的样子真是太可怕了！
第四实验小学 五（6）班 马安琪

小记者证号：A2002063 指导老师：陆炯炯

“妈妈……阿丹！”
又是哪个小鬼在捣乱？只见她光着脚丫，一边叫

嚷一边学着爸爸的样子，皱着眉头，嘟着小嘴，装出
一副生气的样子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她呀，正是我们
家的小机灵鬼，我的小妹妹——甜甜圈。她经常做出
一些让我们哭笑不得却又忍俊不禁的事情。

这不，妈妈又在逗她了：“圈圈，叫我什么呀？”
“阿丹！”一阵轻快又稚嫩的声音传了过来，用的却是
爸爸的口吻。妈妈一听，故意皱起眉头，提高了嗓
门，“到底叫我什么，圈圈？”妹妹脖子一缩，吐了吐
舌头改口道：“妈妈。”

“对呀！这才是妈妈的乖宝宝呀！”妈妈的语气温和
下来，说着正要抱起妹妹，“阿丹！”又一声轻快的声音
响起，甜甜圈那圆圆的小脸上满是得逞后的坏笑。

“到底叫我什么？”妈妈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甜
甜圈发现这下妈妈是真的生气了，马上换上了她最甜美
的嗓音叫道：“妈妈。”妈妈看着这一脸“无辜”的妹
妹，无奈地说：“下次不能乱叫了，好不好？”“好！”

这个机灵“小鬼”，不仅使妈妈对她无可奈何，
作为姐姐的我，看到她也常常“缴械投降”。

就在昨天，我抱着心爱的北极熊玩偶在书房做
事，妈妈在厨房，爸爸在客厅和甜甜圈玩，我出来倒
一杯牛奶，一打开门，妹妹的心思立刻就不在爸爸与
玩具身上了，她从垫子上站了起来，圆溜溜的眼睛直
直地盯着我房间那扇刚打开的门，又小心翼翼地回头
看了看我，见我正在厨房忙着找牛奶无暇顾及她，她
的小脸又露出那抹熟悉的坏笑。她撅着屁股，踮着脚
尖，蹬蹬蹬地向我房间跑去，我不用回头看，听这声
音，便知道这小机灵鬼又跑到我的房间去抱那一只可
爱的北极熊了。

我立刻放下手里的牛奶，跑进房间。果然，不出
我所料，她正坐在我的课桌前，摆出和我一样的姿势
抱着北极熊。我装作生气的样子，走上前去，圈圈见
此情景，将北极熊抱得更紧了，生怕北极熊被我抢走
似的，见她这么喜欢这只北极熊，只好对她说：“圈
圈，你这么喜欢北极熊，那么北极熊就给你玩一会
儿，好不好？”“好！”圈圈连忙点头。哎，真拿这个
机灵“小鬼”没办法。

第三实验小学 五（10）班 徐舒怡
小记者证号：A2002408

机灵小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