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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的早晨，小蝴蝶、小蜜蜂和小蚂蚁相
约去草地上玩。突然，他们惊喜地发现了半个鸡蛋
壳。小蝴蝶提议道：“我们做一个跷跷板吧。”小蜜
蜂和小蚂蚁点头赞同，飞快地在草丛里找到了一块
小木头，跷跷板就这样做好了。小蝴蝶当起了裁
判，小蚂蚁和小蜜蜂分别坐在跷跷板的两端。跷跷
板一上一下，他们玩得可开心了！

玩了一会儿，小蚂蚁灵机一动想出了个新点
子。他们找来了一块布，用线系在蛋壳上，一个热
气球就完工了。小蚂蚁和小蜜蜂兴奋地坐进热气球
里，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小蝴蝶也开心地飞了
进来。

一转眼就下午了，天空中忽然下起了倾盆大
雨。该怎么办呢？聪明的小蜜蜂立刻叫小伙伴们躲
进蛋壳里。他们双手托起蛋壳，惬意地看着外面美
丽的雨景。

天黑了，大家都玩累了。他们把叶子当做被
子，躺在鸡蛋壳里沉沉地入睡了。他们一定会做个
美梦吧！

慈吉小学 二（2）班 沈信宇
小记者证号：B22122010 指导老师：戚坚玲

百变鸡蛋壳

我有很多玩具：毛绒泰迪熊、洋娃娃、拼图
……不过，如果你问我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那我
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当然是妈妈买给我的洋娃娃
时茜公主啦。

时茜公主可漂亮啦。她的睫毛长长的，就像两
把小刷子。一双水汪汪、圆溜溜的眼睛真像两颗闪
亮的蓝宝石。红润润的小嘴犹如一颗小樱桃，可爱
极了。时茜公主头上戴着一顶四周镶满白色珍珠的
紫色小圆帽，身穿一件紫色长裙，脚踩一双粉色高
跟鞋，显得高贵又优雅。

时茜公主不仅漂亮，还特别善解人意呢。每当
我不高兴的时候，只要轻轻抚摸她脖子上那串珍珠
项链，她就会一边唱歌一边跳舞，逗得我哈哈大
笑，哪还有什么不开心呢？当我一个人觉得孤独无聊
的时候，只要轻轻抚摸她的棕色长发，她就会给我讲
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让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

时茜公主天天陪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
快乐，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我
的时茜公主吗？

慈吉前湾外国语学校 双语2D班 余紫涵
小记者证号：B22122064 指导老师：吴香凤

我的时茜公主

“来来来，把车子靠边停一下，身份证拿出
来！”交警叔叔提醒道。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交警
叔叔为什么要让妈妈把小黄车停下来？难道我们
不能骑小黄车？难道这辆小黄车有安全隐患？难
道……我疑惑地看着妈妈从包里找出身份证，妈妈
认真地跟交警叔叔对话着，听了交警叔叔的话，我
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戴上防晒帽后忘记戴上安全帽
了。我猜想，此刻的妈妈心情肯定非常复杂，而我
们的失误也将用金钱来买单，熟悉的“嘀”声说明
扫码付款已经成功。耀眼的阳光不仅晒红了我的皮
肤，更刺痛了我的心，我暗暗地在心里发誓：下次外
出，如果需要骑小黄车，一定要提醒妈妈戴好安全头
盔。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不仅仅是为了
遵守交通规则，更是为了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我
要为成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小公民而努力！

城区中心小学西校区 三（1）班 黄奕涵
小记者证号：A22053013 指导老师：胡叔宏

文明你我他，安全靠大家

星期天，妈妈带我去爱琴海的天空农场玩，这
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游玩项
目，是孩子们的乐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抓
鱼”游戏了。

我们来到一个小型的水池旁，鱼儿们在水池里
欢快地游来游去，水池正中央蹲着一只硕大的青
蛙，好像在守护着小鱼们。

开始抓鱼了，我穿上防水裤和雨鞋，一手拿着
鱼网一手拿着水桶慢慢步入水中，鱼儿们看到我的
到来，纷纷四处逃窜……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一开始我什么也抓不到，正当我泄气的时候，妈妈
说：“不要灰心，你要选择一条鱼为目标，直到抓
到这条鱼，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行的！”有了妈妈
的鼓励，我一下子精神起来，照着妈妈的话去做，
盯住一条红色的大鱼，悄悄靠近它，然后找准时
机飞快地将网伸了过去，终于抓到了第一条鱼，我
心里乐开了花，别的小朋友都羡慕地望着我。

我环顾四周，想抓一条更大的。这时，猛然发
现有一条灰白色的大鱼正瞪大眼睛看着我呢！“好
吧，就你了！”我心里默默念叨。我拿着鱼网悄无
声息地想靠近它，但是鱼儿好灵活，“滋溜”一下
转了一个身，摆着那如扇子般的尾巴，飞快地游走
了，我也不甘示弱，赶紧追上去，和这条鱼好像玩
起了你追我赶的游戏，几个回合下来，豆大的汗珠
从头上冒出来，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鱼儿似乎
也累了，停了下来，不再游动，我趁它不备，甩了
一下鱼网，迅速抓到了它，哈哈，没有一条鱼能逃
过我的手掌心。乘胜追击，一条、二条、三条……
水桶里的鱼越来越多，变得沉甸甸的，我尽情地享
受着胜利带来的喜悦！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到了回家的时间，
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我的“对手”——这群可爱的
鱼儿们！

实验小学 三（5）班 沈施蕊
小记者证号：A22013011

这次玩得真高兴

今天下午，奶奶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阳阳，
来帮奶奶做鸡蛋饼。”我扔开手里的课外书，高兴
地大叫：“好啊，做鸡蛋饼！”我先舀一大碗面粉浇
上水，搅拌成稀稀的面糊，下一步就要打鸡蛋了。
奶奶给我做了一次示范，先把蛋的中间在碗上敲一
下，敲出裂痕后，两手捏住鸡蛋的两头往两边一
掰，蛋白和蛋黄就出来了。我一看这么简单，也像
奶奶一样把蛋壳敲开。“啪”蛋壳裂了，我握不住
蛋两侧，一着急，忍不住用力。随着“咔咔”两
声，鸡蛋碎了，蛋壳夹着蛋黄和蛋清掉进碗里了。
这时我才发现我敲的是蛋的下端，而奶奶是从中间
敲开的。我赶紧拿筷子夹出蛋壳，跟着奶奶的样子
搅动蛋液。

过了一会儿，锅里的油熟了，奶奶熟练地把搅
好的面糊一点一点倒进锅，然后不停旋转锅，让面
糊能平辅在锅上。等到面糊凝固，就说明这一面熟
了，奶奶用铲子把饼快速地翻过来。又过了一会
儿，鸡蛋饼就出炉了，吃着香喷喷的鸡蛋饼，我心
里美滋滋的，因为这也有我小小的一份功劳呀！

慈吉小学 二（3）班 陈渝阳
小记者证号：A22122026 指导老师：陈文娟

做鸡蛋饼

今天，我们班级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抢椅
子”游戏。

游戏开始了！伴随着鼓声阵阵，我更加紧张
了，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每当经过一把椅子
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喊着：鼓声快点停下来！而每
当经过椅子间隙的时候，我心里又在喊：鼓声千万
不要停下来！突然，鼓声戛然而止。说时迟，那时
快，我一个饿虎扑食，赶紧坐到了离我最近的一把
椅子上，旁边的胡泽楷同学慢了一步，双眼直勾勾
地盯着我的椅子。此时的我长舒了一口气，心里不
禁得意了起来。

第二轮游戏开始了。我惴惴不安地想：这次还
能成功地坐到椅子吗？会和同学抢到同一把椅子
吗？如果是同一把椅子，那我比赛剪刀石头布会不会
赢呢？一刹那间，鼓声又停了。这次，我和胡羽恩绮
坐到了同一把椅子上。然而在后续的剪刀石头布环节
中，我的“石头”输给了她的“布”，我认输了。

实验小学 四（14）班 胡展瑜
小记者证号：A22123456

快乐的“抢椅子”

我家有只大肥猫，
天天吃饱就睡觉。
等我起床喵喵叫，

喊着追着要我抱。
哎呀呀，哪来的小泡泡？
原来贪吃肥皂吐泡泡。

肥猫吐泡泡

第三实验小学 一（9）班 顾泽熙
小记者证号：B22031039 指导老师：林燕

新冠疫情再一次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一夜之
间，镇海的三例患者确诊了。瞬间，像一颗炸弹扔
进人群马上炸开了。接着绍兴、杭州等地也席卷而
来。我们慈溪被包围在一个十分坚固的疫情铁三角
里，被强烈地禁锢了。

慈溪虽然还没有一例，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
心，让病毒趁虚而入。现在很多路口都设了卡，我
们家门口也有，防疫人员对过往车辆、人员进行了
认真的排查。为了防备疫情，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我们现在要减少出行，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有紧
急事件必须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尽量少跟人说
话。同时平时也要做一些必要的防备，备一些常规
物资，免得疫情突然袭击致家里存粮不足。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并不比第一次疫情发生的
危害小。还像第一次疫情一样，来势汹汹、来者不
善。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阳光实验学校 402班 陈澈
小记者证号：A22144027 指导老师：鲍维维

疫情来者不善，我们严阵以待

那是一个周末，我像往常一样去补习班学习，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九点半，我怕同学说我是胆小
鬼，就拒绝和他们一起走，一个人走夜路回家。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走夜路。平时人来人往的
街道，此时空荡荡的，只有呼呼的风卷起街上的落
叶，我又害怕又后悔，虽然旁边有路灯，可路上几
乎没有了人，我汗毛都竖起来了，那冷汗正一滴一
滴地在我的脸上流过。前方的路灯被大树挡住了，
风一吹，树枝随风摇摆，地上投下来的影子像狰狞
可怕的鬼影，让我心惊胆战，一下子风停了，路上
一片寂静，静得让人发毛。呀，前方出现了一个身
影，她的长发拖在地上变成影子，向我走来……我
屏住呼吸，心简直从嗓子里蹦出来，我想跑，可脚
己经软了，根本跑不快；我想叫，可嗓子发不出声
音。我仿佛就是一座石像，呆呆地站在那里，那个
影子离我越来越近，我害怕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
儿，我的耳边传来清脆动听的声音：“小朋友，这么
晚了，还不回家呀？”我这才明白是一个阿姨，我尴
尬地说了一声谢谢，就像一只兔子一样飞奔家去了。

原来一个人走夜路也不是很可怕呀！
慈吉小学 四（6）班 岑诗仪

小记者证号：A22124087 指导老师：丁桃红

一个人走夜路

我有一辆劳斯莱斯的玩具车，是生日的时候，
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物，我给它取名叫“猎豹”。

“猎豹”外形非常特别，车顶像一块黑巧克
力，车身四周雪白，仿佛刚刚涂上了一层白色的奶
酪。它还有四个灵活的轮子，只要摸一下轮子，它
就会飞速旋转，随时准备出发去远方。打开车门，
豪华的内饰就展现在我们眼前，它有四把舒适的椅
子，如果能坐进去，肯定既宽敞又舒适。

我的车不仅很炫酷，还非常好玩呢！只要我往
后滑一下，它就会朝前跑得飞快，就像一匹奔跑的野
马；只要按一下前轮胎，它就能发出响亮的声音，并
会发出一闪一闪的光芒，好像在热烈欢迎我去乘坐。

我每天和它一起玩，真是太喜欢这个玩具了！
慈吉小学 二（2）班 高菘

小记者证号：A22122016 指导老师：戚坚玲

我最喜欢的玩具

我是一瓶矿泉水，长相非常普通，却是夏天人
们热捧的对象。有一天，我被一个小男孩喝完后随
手一扔，扔在了马路边。

我孤独无依地躺在路边，我对我的未来感到迷
茫。绝望的时候，一个大眼睛、梳着马尾辫的小女
孩走了过来，把我捡起来看了看说：“这瓶子丢了
多可惜！要不我拿回家去改造一下。”

我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小女孩的家中，被放到了
书桌上。我看见旁边摆着一把剪刀和几张彩纸。还
没有等我反应过来，我就变成了两半。小女孩十分
有耐心，拿出一张彩纸，先给我的下半身围了一
圈，用剪刀剪出漂亮又合身的衣服，再在我的下半
身贴上一圈双面胶，把刚才剪好的衣服贴在上面，
最后把我的身子点缀了一下。突然，一片漆黑，我
害怕极了：难道我要死了吗？

等我感到四周都变明亮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
了。这才发现，我原来是在小女孩的书包里。现在我
已经在她的课桌上了，变成了一个漂亮而又实用的笔
筒，小女孩在我的身子里放了几支五颜六色的笔。

这时，旁边的一个铅笔盒好奇地盯着我，问
道：“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你从哪里来呀？”我
得意地回答道：“我原本是一瓶矿泉水，被一个小
男孩喝完扔在了马路上，然后被这位热心的小女孩
捡起来改造了一番，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子。”铅笔
盒听了，露出一种羡慕的眼神。我美滋滋地想：要
不是小女孩把我捡起来，我就不可能变成一个这么
漂亮的笔筒。

我变成了一个漂亮有用的笔筒，又开始了我的
新生活。

慈吉小学 六（2）班 沈宣妤
小记者证号：A22126013

一个矿泉水瓶的流浪记

国庆节到了，老师要求我们制作一件小手工，
于是，我就冥思苦想：做什么手工好呢？不一会
儿，我想那就做一只小白兔吧！

先拿了一张雪白雪白的纸，用彩笔画上小白兔
又大又圆的脑袋、长长的耳朵，还有圆圆的手。我
又拿来三根又长又细的吸管和一个一次性纸杯，在
纸杯的左右和底部各钻一个小洞。最后，把小白兔
的耳朵贴在头上，把头贴在吸管上，把吸管插进一次
性纸杯，把手牢牢地粘在吸管上。太棒了，小白兔大
功告成了！我的心中填满了成就感。

我太喜欢我做的小白兔了！看着自己的杰作，
内心欢喜极了。通过这次制作，我更好地明白了做
事要细心、耐心，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慈吉小学 二（2）班 黄宇泓
小记者证号：B22122008 指导老师：戚坚玲

我的小制作

我的仓鼠叫元宵，它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
说它懒吧，它会整天懒在“床”上睡大觉，就

连吃东西都懒得睁开眼睛爬出被窝来，显得无忧无
虑。可它要是决定活动活动，就会表演爬杆，空中
转身，倒挂金钟等高难度动作。说它挑食吧，的确
是啊，要不怎么连仓鼠粮都不喜欢吃呢？可是它连
菜叶、草根都吃得津津有味。说它聪明吧，它会自
己垒起一座高高的“城堡”做窝，会找固定的地方
撒尿，可是却把大便拉得到处都是，一点都不介意

“屎鼠一窝”。
它要是高兴，比谁都可爱：团成一团变成一个

小绒球，让你摸摸它；或是拱着双手向你讨食；或
是在“跑步机”上练习跑步，表演空中杂技……它
要是不高兴，说不定在你伸手的时候就会咬你一口。

幼儿时的仓鼠就更好玩了。毛还没长齐，但已
经学会了淘气：把木屑弄得满天飞，在跑步机上撒
尿。要是哪儿撞了一下，也不哭不闹，照样淘气。
你看着一片狼藉的地面，绝不会责打它，因为它是
如此的生机勃勃！

阳光实验学校 402班 陆妍绮
小记者证号：A22144041 指导老师：鲍维维

我的动物朋友

今天，我们很早就放学了，因为我和朋友们约
好要一起去打新冠疫苗。

等我们到体育中心的时候，看到一大群的人像
赛车一样冲进去打针，紧张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
了。我悄悄地对妈妈说：“妈妈，我不想打疫苗
了。”但是妈妈告诉我，打疫苗是为了给我们的身
体增加安全卫士，保护我们不让新冠肺炎病毒进入
我们的身体。虽然我还是很害怕，但看到朋友们都
勇敢地打了针，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打针的时候
我痛得哇哇叫，但当打完针后看到门外的朋友们对
我竖起了大拇指，我觉得我也是个勇敢的孩子，我
们都得到了疫苗的无形保护。

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去打疫苗哦。
慈吉前湾外国语学校 双语2A班 孙樱之

小记者证号：B22122055 指导老师：胡双

我打新冠疫苗啦

那天，我考得极差。走进家门，一阵寒风吹
来，我看见妈妈紧皱眉头，咽了咽口水，叹了囗
气，从我身边轻轻走过。

而我那时可是要出去玩的，只是这试卷肯定会
让母亲生气，不让我去的，但是妈妈却神奇般地让
我去了。我们坐在别人的车里，我看见小浩妈是那
么快乐，在车上唱起小歌，再看看我妈妈是那样忧
愁，我是多么羞愧。这时小浩妈说：“你们孩子考
得怎么样，我们小浩考了满分……”我听到这，看
向了身边的小浩，他骄傲地给我看他满分的试卷，
这让我低下了沉重的头。“我们家考……得不错。”
我吃惊地看向我妈，小浩妈疑惑地看向我，我也只
能勉强地笑了一下。

我沉默了，妈妈的那句谎话一直在我耳边回
响，陷入了一个黑洞出不来，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下车时，我看见母亲眼角有一些晶亮，我把纸
递给了妈妈，妈妈对我微微一笑。在玩时，小浩在
那儿眉开眼笑，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去卫生间时，
听见母亲在那儿看着我的试卷哭。从前，我觉得这鲜
红的分数美极了，而现在，我觉得这试卷的颜色太红
艳了，如同玫瑰一般，刺穿了我的心，于是便在卫生
间里放声大哭起来。可能是声音太大了，妈妈走过来
喊道：“漫妮，别哭了，哭了就不好看了……”妈妈
在卫生间外，安慰着我。我问母亲为什么说谎？而
妈妈却只是轻声一笑，说：“因为漫妮很努力了，
不能丢掉颜面，伤了自尊呀。”听到这儿，我从卫
生间走了出来，妈妈己在外面等候多时。终于，在
妈妈的安慰下，我放下心结开开心心地玩。

这可能就是母爱似海吧！
慈吉小学 五（8）班 高漫妮

小记者证号：A22125040 指导老师：张林

忘不了的一句话

我慈溪，曰三北；
儿女孝，青瓷美。
寻达蓬，登五磊；
鸣鹤巷，湿地苇。

酥糖甜，杨梅醉；
年糕糯，泥螺肥。
少年郎，行无悔；
最忆何？家乡美。

慈溪谣

实验小学 四（7）班 邬浚晨
小记者证号：B22014007

白衣天使们，您们在一线过得好吗？现在天气
变冷了，可要多穿点衣服，千万别着凉了。

新冠病毒依然很猖狂，变成一种又一种新型病
毒，肆无忌惮地伤害着我们人类。面对疫情，每个
人内心忐忑不安，好似悬着一块大石头，但渐渐地
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应对每一场紧急疫情爆发，习惯
了外出戴口罩，主动接受测温，非必要不聚集、不
出远门。

最近，周边地区也被新冠病毒搞得人心惶惶，
幸好有您们毅然决然冲在最前线，与病毒进行殊死
搏斗，才换来了我们的健康平安。从电视、报纸看
到一个个日夜无休的“大白”，我的眼眶湿润了。
防护服遮住了您们疲惫的眼神，忙碌的背影却透露
着坚定和勇敢。后背一个个大写的名字，好似在向
病毒宣战：来吧！我们跟你拼命到底！经过几个日
日夜夜的奋战，您们用双手扛住了病毒的威胁，为
我们驱逐了黑暗，疫情封锁地区陆续得到解除。

我曾学过一篇课文《麻雀》，您们犹如文中的
老麻雀，不管发生什么，都用尽全力保护着弱小的
我们。我相信那只“猎狗”最后也会被您们的勇敢和
无畏所逼退。为了这万家灯火，为了这一方平安，为
了这岁月静好，您们用平凡书写着壮丽的人生。

我们所有人向您们致敬——亲爱的白衣天使！
慈吉小学 四（2）班 吕羽昕

小记者证号：A22124036 指导老师：徐佳栋

写给白衣天使

你们知道我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吗？香甜的苹
果？多汁的葡萄？酸溜溜的樱桃？都不对！我最喜
欢吃的是甜蜜蜜的草莓。

草莓一般生长在温暖的大棚里，看起来小巧玲
珑，惹人喜爱。等到草莓完全成熟时，它浑身上下
鲜红鲜红的，像一颗红红的爱心，又像一颗美丽的
红宝石。它的头上还戴着一顶绿色的小草帽，红绿
相间，在阳光下闪着光芒，夺目极了！最有趣的是
草莓浑身上下长满了淡绿色的籽，仿佛一粒粒小芝
麻。拿起一颗草莓，轻轻嗅一嗅，浓郁的香气扑鼻
而来，让人直流口水。放进嘴里咬一口，顿时那股
酸酸甜甜的汁水爆满了口腔，让人回味无穷。

草莓真是一种色香味俱全的水果，我太喜欢它
了！

慈吉小学 二（2）班 陆奕含
小记者证号：A22122088 指导老师：华怡晨

草 莓
我的书桌上有一个削笔刀，它全身都是绚丽的

红色，样子是一架酷酷的小飞机，平时，它都安静
地停放在“停机坪上”。

小飞机的前面有一个圆圆的小口，只要把铅笔
轻轻插进去，用力地摇动它身后的摇杆，它就开始
工作了。吱嘎吱嘎，没多久，粗粗的笔头就削好
了，笔尖变得很尖锐。

削笔刀的家族很大，种类繁多，不仅有五彩缤
纷的颜色，还有各种各样的外形，它是我们学习的
好伙伴！

崇寿镇中心小学 二（4）班 鲁雨泽
小记者证号：A22012021 指导老师：陆双婵

削笔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