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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让我感动的事
时间就是生命，灾情就是命令！那几辆消防
车在红灯时期通过的画面至今还令我难以忘怀。
事情发生在前几个月，我因为家里有事，所
以妈妈提早接了我下课。此时华灯初上，新城大
道上车水马龙，堵得水泄不通，我们也挤在这繁
忙的路段里，像一只蜗牛一样缓慢地前行着。
快到四岔路口的时候红灯亮起，我们静静地
等候着，就在此时，后面警铃声大作，原来是几
辆消防车被车流堵住了，车上闪烁着警灯，一下
红，一下蓝，显得是那么无可奈何，就在这个节
骨眼上，妈妈说了一句：“佳容，我们把车往前
挪挪吧，因为我们是排在第一辆的车。”我疑惑
不解地问道：“妈妈，前面还是红灯呢，能行
吗？”妈妈说：“警铃拉得那么急促，肯定是出事
了，时间就是生命，灾情就是命令，如果消防车
早到一分钟，就能减少一点损失，即使吃罚单也
无所谓！”我想：对啊！如果我们移动一下车
子，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只要给消防车让出一个
通道，就有可能挽救一条生命！于是我们把车缓
缓地往旁边开了一点，呈 45 度角，这一动不得
了了，我们后面的车，隔壁车道上的车，也都纷
纷往两边开了点，硬生生地挤出了一条消防通
道。几辆消防车闪烁着警铃声呼啸而过，仿佛在
向我们致谢。以前这个画面我只在电视上看到
过，没想到竟然活生生地在现实生活中上演，我
满心感动。
我真为妈妈的认知而感到骄傲，但也为消防
车感到担忧。妈妈看到我忧心冲冲的样子，问
道：“佳容，你怎么了？”我如实回答道：“妈
妈，那几辆消防车会不会在前面的四岔路口又遇
到红灯，接着又堵在那里？”妈妈告诉我：我们
中国人都是有道德修养的，给特殊车辆让路是我
们应该做的，他们也不例外。我听了妈妈的话倍
感欣慰。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我们中国人都是充满正
能量的，我记住了我们以后一定要给消防车、救
护车让道的道理，因为它们都是去挽救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让道，让社会充满爱！
慈吉小学 四 （3） 班 岑佳容
小记者证号：A22124039

冬奥早知道
听妈妈说，第 24 届冬奥会将于 2022 年 2 月 4
日在中国北京和河北联合举行！什么是冬奥会？
冬奥会有哪些运动项目？带着这些问号，我和妈
妈一起上网查到了相关资料。
原来北京冬奥比赛项目共设 7 个大项，15 个
分项，109 个小项，金牌总数达 109 枚，项目数
量和金牌总数都是历史最多的。7 个大项分别是
滑冰、滑雪、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冬季两
项。
爸爸说他最喜欢冰壶。冰壶又称掷冰壶、冰
上溜石，是以队为单位在冰上进行的一种投掷性
竞赛项目，这个运动特别考验运动员的思维能
力，被喻为冰上的“国际象棋”
。
妈妈说她最喜欢花样滑冰。花样滑冰是冬季
运动项目当中最古老的运动之一，它是冰上技术
技巧与音乐舞蹈的完美结合，就像在冰上跳芭蕾
舞一样，优美极了。
我最期待的是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又被誉为
“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这项运动将速度与技巧
有机结合，是一项极具观赏性的滑雪运动，运动
员要在高耸的雪山陡坡上完成快速滑降和回转动
作，简直太帅了。
第三实验小学 二 （4） 班 陈新泽
小记者证号：A22032008 指导老师：郑筱薇

我渴望飞翔
鸟儿飞过天空，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
“要是我也能飞那该多好啊！”望着天空中
自由飞翔的鸟儿，我不禁感叹道。如果我长出像
鸟儿一样的翅膀，一定会用力地拍打，冲上云
霄，翱翔在云层上；冲入云层和白花花的云层玩
耍；又冲下云层，俯视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与
鲜红的五星红旗一同跳舞。
我渴望飞翔。如果我变成飞机，我会飞到全
球各地，观赏各国美景。我会飞到中国北京，领
略天安门、故宫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我会飞到
法国巴黎，参观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
如果我有一双神奇的翅膀，一定会向我的理
想奋起直追，让我们一起追赶理想！
慈吉小学 六 （5） 班 林子墨
小记者证号：A2212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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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夜幕降临，哈哈，终于放心了。我像一道闪
电一样飞奔出教室，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好
像在对我说：
“今天会有好事情发生哦！”
一到车上，我就坐了下来，闻到了一股香喷
喷的味道。我疑惑地问：“咦，妈妈车上放着什
么吃的呀？”妈妈神秘地说：“什么东西都没有
呀，是你闻错啦！”我半信半疑，虽然没有问到
结果，但还是开心地拿出书来看。到家了，圆圆
的桌上放着一个大大的蛋糕，蛋糕上有一个美丽
的公主好像在对我笑呢！
哈哈，太高兴啦！
慈吉小学 二 （2） 班 胡宸琳
小记者证号：A22122017 指导老师：戚坚玲

神奇的
“长杆枪”
“记得把地打扫干净！”妈妈叮嘱完，就兴
冲冲地出门了。
我正抓耳挠腮，不知所措。门“吱呀”一声
开了，只见爸爸神秘兮兮地走进来，背后竖着一
杆“长枪”。“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呀？”我好
奇地问。“这东西呀，可以帮你大忙！”爸爸一边
指着“长枪”，一边胸有成竹地说。
我迫不及待地接过“长枪”，一手握住“枪
杆”，一手扶住把手，按动按钮，“长枪”“嗡—
嗡—”地鸣叫起来。“快给它吃东西，那是它肚
子饿了！”爸爸赶忙说。
我连忙从笔袋里掏出一小团纸，丢在地上。
“长枪”张开大嘴，
“吱溜”一声，纸屑像穿越时
空似的，顺着“枪杆”钻进了“长枪”的肚子
里。
“老爸，这家伙好神奇啊！”我抬头好奇地望
着爸爸。
“这神奇的家伙叫吸尘器。”爸爸解释说，
“它可以感应到脏东西，然后把它们吸进大肚子
里。它不仅可以吸碎纸屑，还可以吸毛球、灰尘
和小飞虫呢！”
我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跃跃欲试。
“我要开动啦！”我撸起袖子，迫不及待地推着吸
尘器在房间里左吸右吸，并凑近嘴巴悄悄地对吸
尘器说：“老弟，今天一定让你饱餐一顿，你可
得加油！”老弟仿佛听懂了我的话，它加足马
力，干劲十足，不时地发出响亮的轰鸣声，肚子
里仿佛有一团龙卷风带着垃圾在翻江倒海。不一
会儿，刚才还鸡毛炒韭菜——乱七八糟的地面，
一下子变得干干净净。
我捂着嘴笑道：
“这下可以和老妈交差了！”
逍林镇中心小学 三 （2） 班 杨皓允
小记者证号：A22733002 指导老师：陈央璐

吃

蟹

中午吃蟹，掰开一看，嘿！肉白花花的，壳
儿里头满当当的，几只脚钳子，一根比一根壮
实。外公不愧是挑蟹好手。
那肉呈纤维状，一根根一块块地露在外面，
看着就很有食欲。给它蘸上酱油，鲜上加鲜，握
住那脚，先这么吸上一口，那鲜味直冲味蕾，再
用牙齿咬，一点点挤，把那肉挤进嘴里，砸吧砸
吧嘴，味道那真是个鲜美，还有一种别的食物没
有的满足感。
蟹壳就更是美味了。倒点酱油，晃几下，用
筷子剥肉，剥进蟹壳里，拌上饭，一大筷子一大
筷子地吃，既爽又解馋。
吃蟹脚是最享受的，而且会产生一种成就
感。每当剥出一只完整的大钳肉时，蘸好酱油，
总得在一桌子人面前显摆显摆，再送进嘴里，好
吃，带劲。吃蟹还能解闷，没事干时，就吃蟹。
拨弄那蟹，不知不觉间，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每当吃完蟹，就总感觉别的菜无味了，没那
么鲜香可口了。
实验小学 五 （11） 班 沈彦希
小记者证号：A22015024 指导老师：陈战

祝奶奶生日快乐
今天是奶奶的生日，远在宁波的姐姐都从家
里赶来参加奶奶的生日会。
爸爸在后花园里忙前忙后，不一会儿，帐篷
已经搭好，水果还有各种零食都已经摆好了。小
朋友们一边吃一边笑，好开心啊！
吃饭时间到了，桌子上摆满了美味的佳肴，
有红烧牛排，椒盐土豆，洋葱烤肉，还有各种小
吃，水果，饮料，应有尽有。当然生日的时候也
少不了大蛋糕，我在蛋糕上插好蜡烛，等爸爸给
每根蜡烛点好火以后，我们一边拍手一边唱着生
日歌，奶奶笑得合不拢嘴了。等奶奶吹完蜡烛
后，我给奶奶切了块大大的蛋糕，对奶奶说：
“生日快乐，奶奶！”奶奶连忙递过蛋糕，还一直
夸我长大懂事了。
这个又大又圆的奶油蛋糕真好吃，等下次奶
奶生日的时候让妈妈再买个。最后祝奶奶身体健
康，长命百岁，也祝天下所有的奶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慈吉小学 二 （4） 班 徐如意
小记者证号：A22122099 指导老师：邵帅梦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又高又胖，像一棵挺拔的大树一
样，他的眼睛又大又尖。他是一个喜欢玩手机、
看电视，也喜欢陪我玩的人。他常常陪伴着我，
是一个搞笑又悠闲的人。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就
会狼吞虎咽地把白饭加上菜都吃光了，我心想：
爸爸，你的胃里装了一个哆啦 A 梦的口袋吗？也
太能吃了！爸爸吃饱了以后，会心满意足地揉着
肚子，还会打一个大嗝，这样我和妈妈就笑得咧
开嘴了。
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个搞笑的视频，就拍拍
胸膛，自信地说：
“我也行。”然后，他就学着视
频中那个人走路的样子，只见他得意洋洋的，手
摆摆，脚动动。他以为自己演得很好，其实我和
妈妈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了。
我的爸爸虽然不是最棒的，但他在我心里是最
棒的，用世界上最好的礼物跟我换，我都不同意。
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 双语 2F 班 吕佳敏
小记者证号：B22122050 指导老师：岑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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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眉弄眼吃饼干

雨中即景

学校发了一包饼干，我突然想到，可以利用这
包饼干玩一个游戏。
我清了清嗓子对爸爸妈妈隆重地说道：“今
天，我们来玩一个‘挤眉弄眼吃饼干’的游戏。注
意哦，饼干要放在额头上，不准用手拿，饼干掉进
嘴里就算赢了。”
游戏开始了。我把饼干放在额头上，眉毛一扬
一扬的，头皮一皱一皱的，饼干终于下滑了一些，
到了脸这儿，现在脸可要大发神威了！它一下拱成
了一座“小山”
，一下又平铺成“平地”
，鼻子也十分
忙碌，一会儿直哼哼，左动一下，右动一下，往上
翻，往下翻，忙得不可开交。功夫不负有心人，饼干
总算掉到了离嘴巴不远的地方，舌头刚想出来迎接
它，没想到饼干这么不听话，直接滑到了地上，我输
了，气得哇哇直叫，但也改变不了我输的局面。
接下来是妈妈了，她把饼干放在额头上，头一
摇一摆的，活像一只大公鸡，饼干听话地落到了她
的嘴唇边，她镇定自若地噘起了嘴巴，舌头顺势伸
了出来，饼干乖乖地跑进了妈妈的嘴里。
最后轮到爸爸了，爸爸胸有成竹地搓了搓手，
说道：“这么简单的游戏，真是小菜一碟，看我
的！”他放好饼干，眼睛一眨一眨的，过了好久，
饼干才从他的额头滑到了他的眼镜上，他着急地大
喊：
“饼干掉到了眼镜上怎么办？”话音刚落，饼干
就像滑滑梯似地直接掉在了地上。我对爸爸说：
“老爸，咱们输了，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以后加
油去干掉妈妈！”
实验小学 四 （16） 班 孙语曦
小记者证号：A22014111 指导老师：姜钰蓬

一天中午十分，风像个调皮的孩子到处乱闯，
天空灰蒙蒙的，如同被风挂上的一层厚重的幕布，
一朵朵乌云遍布其中，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就连
太阳也躲在那“棉被”后胆怯地不肯出来。看来，
是要下雨了。
淅沥，淅沥，慢慢地，一个个可爱的小水滴从
空中落下，击打在河面上，滴答滴，那溅起的涟漪
如同一朵朵在河中怒放的玫瑰花。水滴们在房顶上
形成了一道道细小的河流，有的流向大树，有的流
向草地，玩得不亦乐乎。在空中还有一层淡淡的蒙
雾，让远处的大楼如梦如幻，像是在仙境一般。
不一会儿，雨开始变大了，它们落在瓦片上，
啪啦啪啦，跳起了一阵欢快的舞蹈，那飞起的水
花，如同一个个跃起的少女，美丽而富有活力。在
小区里，一些孩子们身穿着雨衣，在一个个镜子般
的小水坑中跳来跳去，红彤彤的脸上裂开了笑脸，
那笑声简直能够冲出天际。
忽然，天上的雨成了瓢泼大雨，雨水像落了线
的珠子一样飞快地落下，哗啦哗，房顶上的小河成
了汪洋大海；地上的水坑如同一个巨大的水潭；孩
子们也慌忙躲进房屋里。轰隆隆，一阵响亮的雷声
响彻云霄，紧接着，是一道明亮的闪电，这与瓦片
上密集的雨点敲击声形成了一首洪亮的交响乐。
渐渐地，雨开始停了，太阳又重新探出了脑
袋，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鸟儿
站在树上唱着欢乐的歌儿，世界的一切全都被冲洗
得焕然一新。
第三实验小学 五 （8） 班 余昊阳
小记者证号：A22035051

大自然的新年礼物

品茶

2021 年 12 月 28 日中午，我们排好队准备去食
堂吃饭。突然，老师说：“哇！同学们，下雪了！”
我们听了一下子都跑出去玩雪花，连饭都忘记了。
调皮的小雪花随风飘舞，好像在和我躲猫猫，
接住一粒雪花，一下子就不见了。这时候，我感觉
脑袋凉嗖嗖的，一摸原来是雪花。哈哈！这些小雪
花真调皮。我看见雨棚上有些雪，几个高个子男孩把
这些调皮的雪花拍了下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雪花
似细小的花瓣，一落到手里就会马上融化。雪花在天
空中玩滑滑梯，有的雪花乘着降落伞飘飘悠悠地下来
了，你看！雪花在我的鼻梁上玩得多开心呀！
同学们玩的花样可真多呀！比如，有的在吃雪
花，有的在拍雪花，有的在踩雪花，有的在积雪
花，还有的在闻雪花……最搞笑的是，有人竟然把
雪花往鼻子里塞。
雪花，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新年礼物啊！太
开心啦！真心感恩大自然哟！
慈吉小学 三 （8） 班 邵振哲
小记者证号：A22123087 指导老师：庞红梅

周日一大早，妈妈就泡起了茶，莫非这就是所
谓的早茶？那股茶香把正在做作业的我给吸引了出
来。
只见茶室里妈妈正动作娴熟地泡着茶，真不愧
是有 6 年茶艺师证的老手啊！这是什么茶呢？怎么
会有如此清香？我好奇地凑了上去，只见那茶汤清
亮发黄，我拿起茶叶罐仔细研究，原来这是阳光寿
眉。妈妈见我饶有兴趣，便跟我讲了起来：“这是
老白茶，老白茶一年是叶，三年是药，七年是宝，
我们这茶是 06 年的，已经有 15 年了，那可是浑身
都是宝了。“啊！06 年的，比我还大 4 岁呀！”我惊
讶地大叫起来。妈妈便给我倒了一杯，让我仔细品
尝这老白茶。在妈妈的引导下，我品出了老白茶的
蜜香、毫香和枣香。真是口感细腻、茶韵悠扬、消
乏解困，使我顿时神清气爽。
妈妈接着跟我说：“人生也就像一杯茶，第一
口苦，第二口涩，第三口甜，回味一下甘甜清香，
平淡是它的本色，苦涩是它的历程，清甜才是它的
馈赠。”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名言——淡中有味茶偏
好，清茗一杯情更深。
妈妈泡的茶值得我回味，其中的道理更值得我
体会，成长的道路上我会记得妈妈泡的茶！
慈吉小学 六 （2） 班 吴可馨
小记者证号：A22126015 指导老师：戚炯

月亮饼干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很爱幻想的小蚂蚁，他
除了吃饭和睡觉，喜欢整天都待在墙根。
有一天，吃过晚饭，小蚂蚁又来到墙根边幻
想，想着想着，他的上眼皮和下眼皮打起了架，慢
慢地，终于扛不住瞌睡虫的诱惑，进入了甜蜜的梦
乡。在梦里，他梦见了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就像
一块饼干。小蚂蚁看见了，心想：月亮饼干是什么
味道呢？酸酸的？甜甜的？还是苦苦的？我好想吃
呀！于是小蚂蚁便出发去吃月亮了。小蚂蚁看见一
座高山，就一步一步向上爬。可月亮好像在跟他玩
捉迷藏，小蚂蚁往上爬一步，他就向上跳一格。小
蚂蚁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吃到月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有些东西是不值得追
捧的，你越追，它们反而离你越远。比如我们熟悉
的月亮、太阳、星星……它们是可望不可及的。
横河中心小学 三 （3） 班 蒋雨轩
小记者证号：A22503002 指导老师：陈丽莉

刺激的
“躲避球”游戏
秋游时，老师带我们玩了一个有趣刺激的“躲
避球”游戏，让我印象深刻、意犹未尽。
我和五位同学站在里圈，其他同学围成圈站在
外面。外面的同学用球来“攻击”我们，谁被球碰
到就算淘汰。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一个球向我飞
来，我眼疾手快，左右躲闪，不巧，这个球落在了
成子瞻的腿上，他淘汰出局了。又一个球滚向我，我
纵身一跃，球从脚下溜过，逃过一劫，真可惜碰到了
徐浩成的脚，又一位队友淘汰了。连续几个球从我身
边擦过，我灵敏地躲闪着、奔跑着，经过激烈的“厮
杀”
，我坚持到了最后获得了胜利。队友为我欢呼！
实验小学 二 （15） 班 周圣哲
小记者证号：A22012034 指导老师：杨桂庆

冬 天
冬天是什么颜色？
看！大树穿上了雪白的棉袄，大地盖上了雪白
的毛毯。冬天是什么声音？听！雪花纷纷扬扬飘落
的声音，小朋友玩雪嬉戏的声音，嘘，还有冬眠小
动物的呼噜声。
冬天是什么味道？尝！冰糖葫芦的甜蜜蜜，汤
圆的软糯糯。冬天是团团圆圆的、热热闹闹的，一
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
第三实验小学 一 （9） 班 张诣天
小记者证号：B22031041 指导老师：林燕

青菜君成长记
周末，我和妈妈在家里做手工，手工的内容我
们定为“青菜君成长记”
！
我先拿出一张绿色卡纸和一张浅绿色卡纸，将
两张纸重叠在一起。接着用铅笔在纸上画出青菜的
叶和根，再用剪刀剪出形状，然后用双面胶粘贴起
来。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棵绿油油的青莱
就完成了，那青菜栩栩如生，着实迷人。
妈妈一边做手工，一边问我：“你知道青菜是
怎么长大的吗？”我津津有味地向妈妈讲解我在学
校种植青菜的过程。妈妈根据我的讲解，把青菜的
成长过程分为开荒、播种、养护、采摘，烹饪……
我把同学们传过来的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一对应，
粘贴在各自的区域内。当看到照片中同学们采摘青
菜后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也“嘻嘻”地笑着。
当看到同学们烧出一碗碗香喷喷的青菜佳肴，与家
人一起分享时，我深刻地体会到百善孝为先的道
理。
实验小学 二 （15） 班 许誉潇
小记者证号：B22012028 指导老师：杨桂庆

谁会飞
蝶会飞。
蝶儿怎样飞？
扇扇翅膀花中舞。
谁会吼？
狮会吼。
狮子怎样吼？
站到山顶放声吼。
谁会跳？
蛙会跳。
蛙儿怎样跳？
舌头一伸朝天跳。
谁会藏？
龟会藏。
龟儿怎样藏？
缩缩脖子藏进家。
明月书院 一 （1） 班 陈禹帆
小记者证号：B22091001 指导老师：潘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