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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之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
。我的心爱之物是
一副普普通通的“中国象棋
一副普普通通的“
中国象棋”
”
。
这副象棋是爸爸送给我的，
这副象棋是爸爸送给我的
， 它用优质木材做
成，拿在手里
拿在手里，
，沉甸甸的
沉甸甸的。
。棋盘表面是棋盘图形
棋盘表面是棋盘图形，
，
打开来，
打开来
， 像一本书一般大小
像一本书一般大小；
； 里面的棋子小巧精
致，像一个个灵动的小精灵
像一个个灵动的小精灵，
，使我爱不释手
使我爱不释手。
。
这副象棋承载着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这副象棋承载着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记得有一
次我和同学闹了一点儿小矛盾，
次我和同学闹了一点儿小矛盾
， 回到家闷闷不乐
的，爸爸见状后
爸爸见状后，
，就邀我和他下象棋
就邀我和他下象棋，
，我爽快地答
应了。
应了
。刚开始我不会下
刚开始我不会下，
，爸爸耐心地教我
爸爸耐心地教我，
，渐渐地
我忘却了刚刚的烦恼，
我忘却了刚刚的烦恼
，沉浸在下棋的快乐中
沉浸在下棋的快乐中。
。爸爸
对我说：
对我说
：“应该和同学和睦相处
应该和同学和睦相处，
，不能因为小事斤
斤计较。
斤计较
。”听他这么一讲
听他这么一讲，
，我顿时高兴了很多
我顿时高兴了很多，
，从
此也爱上了下象棋。
此也爱上了下象棋
。
就这样，只要一有空，我就拉着爸爸下象棋，
但每次都下不过爸爸，很气馁，以为永远战胜不了
他，可有一次在进入残局时他失误了，我急中生
智，用“双连炮”反将一军，终于胜利的天平向我
这边倾斜。我高兴极了，爸爸笑呵呵地对我说：
“你
看你不是很厉害的嘛！下象棋就是这样，只要努力
就能成功，学习也是一样，一定要有恒心和毅力。
”
爸爸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也让我明白
了：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战胜一切。下象棋，不但
锻炼了我的思维，也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爱
好，它真是我的心爱之物。
第三实验小学 五 （3） 班 蔡廷萱
小记者证号：A22034087 指导老师：胡聪颖

夏日晚霞
古人云：“秋风吹雨过南楼，一夜新凉是立
秋。”今天是八月七日，在盛夏的热空气里，立秋
悄然来临。
回望夏天，我却喜欢夏天日落前迷人的晚霞。
记得暑假里的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吃完晚饭，
一起出门散步。我抬头望着夏日傍晚的天空，发现
太阳公公渐渐地从空中滑下，它收敛起自己的光
芒，不再像正午时那样火辣辣的，而变得温和起来。
不一会儿，西方染上了一层红晕，云朵姑娘们
一片连着一片，缓缓登上天空舞台，颇有“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韵味。看！这片像
一只可爱的小花猫，似乎正摇着尾巴向我问好。
瞧！那片像公主舞动的裙摆，层层叠叠，美丽极
了。哇！还有一片竟然像一顶魔术帽，仿佛正有源
源不断的魔术道具从帽子里冒出来……它们似乎都
羞红了脸，却又张扬着向我展现自己的美丽。而这
一片片形态各异的云也不禁让我停下脚步，流连忘
返于天空的盛景。
不知不觉，天渐渐暗了下来，这片美景如昙花
一现，转瞬即逝。它是这样的短暂，却又美得热
烈，美得绚烂，美得震撼，在我心中刻画下磨灭不
掉的悸动。
我爱夏天的晚霞！
润德小学 三 （6） 班 周奕妍
小记者证号：A22252014 指导老师：华娟娜

读《我是一个兵》有感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书，叫做 《我是一个兵》。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王大鹏陆陆续续上了十几个兴趣
班，但总是半途而废、一事无成，于是他的爸爸妈
妈就让他和班里同学一起参加特种作战大队体验军
营生活。
三天的军营训练生活，他最终明白要坚持到
底，磨练出拼搏向上、永不言弃的精神。
读着读着，这些特种兵的形象渐渐在我脑海中
浮现起来……前阵子，由于天气干燥，重庆发生山
火，当地政府派出了消防员和部队官兵上山灭火。
可是山太高了，只能依靠越野摩托车搬运物资，于
是，志愿者们背着背篓，骑着越野摩托车便冲上火
海。当他们的摩托车上不去的时候，就抬着摩托车
上去。当他们累了，只喝几口水；中暑了，努力克
服身体的不适，继续往山上冲……他们是最美的骑
士！另一边，消防官兵争分夺秒地在灭火，累得喝
水的时候手都在抖。夜晚，山上一边是火光，一边
是灯光，就像一条发光的长龙……经过几天几夜的
战斗，山火终于得到了控制。
我深受鼓舞，生活中，我也要学会坚持和拼
搏，学习永不言弃的精神。
实验小学 二 （2） 班 黄泓睿
小记者证号：B22011009 指导老师：余燕伶

小仓鼠
今天，外公给我们带来了一只小仓鼠，我和妹
妹非常开心。
小仓鼠身体胖乎乎的，像一个小绒球。我摸了
一下它的身体，它就躲到了一旁，可能是小仓鼠比较
害羞。小仓鼠三角形的耳朵像一把小小的扇子，一
双乌黑的眼睛直盯着我看，似乎想告诉我，我肚子
好饿。我撕了一些土司给它吃，它津津有味地咀嚼
着。
妈妈告诉我要好好照顾小仓鼠。
慈吉小学 二 （4） 班 魏于迪
小记者证号：A22121034 指导老师：胡伶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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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布丁

乡下宝地

五子棋新玩法

周末，我和妈妈一起做起了鸡蛋布丁。准备好
食材之后，我在妈妈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操作着。
首先，我拿出了一个鸡蛋，正要打碎时，鸡蛋
却像一个调皮的娃娃，从我手中滑了下来，“啪”
的一声，鸡蛋摔碎了。妈妈一边收拾，一边耐心地
对我说：
“慢慢来，不要急。”于是，我又从冰箱里
拿出了一个鸡蛋，将它打碎在碗里，用筷子快速地
搅拌，然后放入几勺白糖，再次搅拌，将搅拌好的
蛋液放在一旁。接着，拿出煮牛奶的锅，在锅中倒
入牛奶，加入白糖，小火加热。随后，将煮好的牛
奶分几次倒入事先准备好的蛋液中。最后，盖上保
鲜膜，放入蒸锅，蒸十五分钟。
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我仿佛过了几个世纪。
我在脑海里想象着布丁出锅后的样子，担心着我们
是否成功，布丁的味道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十五分钟终于到了，妈妈掀开锅盖，一股淡淡
的奶香混着蛋香扑鼻而来。乳黄色的鸡蛋布丁，散
发着诱人的光泽，馋得我口水直流。我舀了一勺放
进嘴里，瞬间一股清香在口腔中散开。软绵绵的、
弹性十足的鸡蛋布丁让我回味无穷。
第四实验小学 四 （5） 班 陈莜翀
小记者证号：A22043020 指导老师：韩腊南

乡下是许多人向往的世外桃源，那儿有着美丽
的风景，还有可口新鲜的食物。
当你走进乡村，你便会看见那古老的房子靠着
无边无际的田野，田野上那金黄金黄的稻子笑弯了
腰，玉米也露出了大门牙。你瞧，那儿的一群小孩
儿正蹲在石梯上，用手在水渠里抓着虾。正在这
时，一群鸭子慢悠悠地游了过来，头不时地扎进水
中觅着食。
在小河旁的石梯上，碧绿的青苔衬着那灰色的
石梯，就好似一块块装饰品。乡下人家的房子墙壁
上偶尔会有爬山虎或藤条装饰着。虽然没有城市中
五颜六色的彩灯那么炫丽、美艳，可朴素中带着几
分自然美，别有一番风味。
许多乡下人家会在自家院子里搭上瓜架或葡萄
架，还会翻土种许多的蔬菜。一年四季，新鲜可口
的瓜果蔬菜应有尽有，有韭菜、茄子、豇豆、刀
豆、南瓜、青菜、葱蒜等，随摘随吃，十分方便。
而葡萄是夏天必不可少的水果，一个个晶莹剔透的
葡萄，就如一个个晶亮珍贵的紫宝石，可谓是世间
最亮最好看的宝石了。葡萄不仅好看而且还好吃。
轻轻咬上一口，清甜的滋味直涌进心窝，酸中带着
甜，甜中带着酸，让人吃了一口还想吃。
乡下真是一块宝地啊！无论是肥沃的土地、美
丽的风景，还是新鲜可口的食物，都是大自然所给
予我们的，都是让人感叹不停的。乡下啊，生活在
那儿该有多惬意啊！
慈吉小学 五 （3） 班 胡恬欣
小记者证号：A22124048 指导老师：陈莹

这一天，我闲来无事，准备下一次五子棋。可
是当我翻开棋盘后，我却不耐烦地想：每次都下这
样的棋，实在是太老套了！不行，我要创造新玩法。
我想起当时冬奥会最初几天播的冰壶，顿时灵
光一闪：呀！我可以制作一个桌面冰壶啊！首先拿
出一个单面胶，在地板或桌面上粘一圈，中间再粘
一块。比赛规则是在远处把五子棋弹进圈内，如果
双方都没进圈则近的一方得一分；如一方进一方不
进则进的一方进几个便得几分；如双方都进则谁的
棋离中间的点近就谁得一分。双方每人十个棋子，
三局下来谁分高则谁赢。
我迫不及待地找老妈玩。老妈二话不说，直接
弹了出去。毕竟都是新手，老妈第一个棋在半路上
就睡着了。我想，那我的力可得发大一点。可是当
我上场后棋却飞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第一局虽
然谁也没进棋，但老妈却得了分。
第二局一开始，我第二个棋不偏不倚地打进了
圈。这下可好，我剩下的棋只有两颗去争取分数，
其余的我都用来堵老妈的路了。最后我得了一分，
暂时 11 平。
最后一局比赛十分激烈。我一马当先，第一个
棋便打进圈内。老妈心急如焚，想要打掉我的棋。
果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老妈用力一弹，棋像陨石
一样砸向了墙，离我的棋有十万八千米呢！我兴奋
极了，弹了几个棋挡住去路。妈妈找到了一个缝
隙，用力一弹。哎呀！不好，妈妈直接弹到了中
心！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瞄准，发射！只听
“嗵”的一声，老妈的棋子被我弹飞了，而我自己
的棋子进了，一下子得了 2 分！31，我赢了！
此外，我还发明了许多新玩法。排兵布阵就是
把棋子当兵打仗；星光闪闪就是弹棋……我还悟出
一个道理：善动脑筋的人能永远发现新事物。
慈吉小学 六 （5） 班 陈诗涵
小记者证号：A22125103 指导老师：闻人

鸽子学飞
外公在小区里捡到一只黑鸽子，它的脚受伤了。
过了几天，外公把鸽子放了出来，只见那鸽子
黑色的羽毛，嫩黄的尖喙，红色的小爪。它一瘸一
拐地在地上走着。妹妹说：“姐姐，这鸽子跟你一
样，都伤了脚，走路一高一低的。”鸽子被外公放
在手里，扑腾着翅膀，想飞起来，可它怎么也飞不
起来。外公又把它放在地上，它张开了翅膀使劲拍
打，但身子还是在地面上，外公又试着把黑鸽捧起
来，然后一松手，那黑鸽在松手的那一刹那迅速张
开了黑翅，可它并没有飞起来，而是一边扑翅一边
急速向下坠去，身子一歪躺在了地上！外公扶起黑
鸽，叹了口气：
“唉！这黑鸽恐怕要飞不起来了，只
能一点一点地练习飞行喽！”妹妹做了一个飞的动
作，黑鸽竟然也学了起来。它跟着妹妹来回地走，每
走一步便扑扇一下翅膀。外公决定再试试，他把鸽子
捧在手心，突然抽掉手，黑鸽再次扑扇起翅膀，这
次它竟然在空中扑腾了一下，然后回落地面，而且
没有摔倒！
我相信过段时间，黑鸽一定会飞起来的，只要
它向往自由，就一定能飞回它的家和蔚蓝的天空！
实验小学 五 （4） 班 俞昕言
小记者证号：A22014027 指导老师：黄伊莎

当一名老师
我从小就觉得当一名教师很神圣！我的妈妈就
是一位老师，她告诉我：孩子，当一名教师很不容
易，你现在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你才能把
自己学到的知识教给别人。妈妈继续说：但是当教
师也有好处，就是你不但教会了别人，还可以让自
己更聪明。还有学生毕业了之后回来看望你，告诉
你他工作上、生活中的好消息，你也会很开心！
这时，妈妈问我：你还想当一名教师吗？我
说：我很愿意！妈妈又问道：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吗？我回答：因为您！我想像您那样，宁愿苦一
点，累一点，也要把同学们照护得好好的。妈妈
说：我对你的理由很满意，你长大了肯定能成为一
名好老师！
实验小学 三 （15） 班 肖可
小记者证号：A22012027 指导老师：杨桂庆

我的超级好朋友
他性格开朗，相貌堂堂。当我有困难时，他会
帮我一起思考；当我不开心时，他会逗我玩；当我
们俩有小矛盾时，他总会包容我；当我被批评时，
他还会鼓励我。他就是我学习路上第一个结交的超
级好朋友——宋昊轩。
他身材高大、健壮，平时在学校里，他特别喜
欢面粉类食物，比如：薯条、牛肉粉丝、鸡肉粉
丝、上校鸡块等。
他酷爱篮球。当学校社团可以报名时，他不假
思索地报名参加篮球社团。在篮球课上，总能看到
他努力、刻苦练习的身影，跑步、运球、投篮、三
步上篮……当其他同学在草地上抱怨“腰酸腿疼”
的时候，他还在坚持练习那些篮球基本功。
他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个超级好朋友，还是我
的小哥哥！
第三实验小学 三 （3） 班 罗俊皓
小记者证号：B22032018 指导老师：陈丹毅

烈日下的坚守者
太阳像一个大火球，
从东方缓缓升起，
大地仿佛快要被火烤焦!

警察叔叔在尽力维持交
通；
志愿者们在耐心引导行人。

但在这时候，
还有一些人却在烈日下
坚守。
他们是环卫工人、警
察、志愿者……

尽管烈日当空，
但他们不喊累、不叫苦。
他们为我们打造干净的家
园；
他们为我们建设文明的交
通；
环卫工人在认真打扫马路； 他们为我们构建和谐的社会。
第四实验小学 三 （4） 班 劳鲸瑾
小记者证号：A22043015 指导老师：马霞君

大闸蟹
今天，妈妈买了我最爱吃的大闸蟹，而且还是
两只哦！
大闸蟹比我的手掌还要大，身披青色铠甲，足
足有八条腿，还有两只威武霸道的大钳子。大钳子
上长满了又黑又浓密的毛，耀武扬威地一张一合，
如果被它夹住，不仅会鲜血直流，甚至会折断骨头
呢。大闸蟹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探照灯似的
竖立着，透露着杀气。它走路时总是大摇大摆地横
着走，还时不时挥舞自己的大钳子，仿佛在说：
“我就是一个横行霸道的大将军。”
妈妈先把大闸蟹清洗干净，在锅里放上葱姜
蒜，倒上老酒，开火清蒸。不到 20 分钟，浓浓的
香味飘出厨房，大闸蟹就端上了桌，这时候青色的
铠甲已经变成红色的铠甲了。我迫不及待地拨开蟹
脚，蟹肉鲜嫩多汁，急忙蘸上酱油，就往嘴里送，
那味道滑嫩嫩，鲜美无比，让人回味无穷。
美味的大闸蟹，不由得让我想起李白的诗句：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
实验小学 三 （13） 班 顾陆晧轩
小记者证号：A22012016 指导老师：王琦漪

我是含羞草
大家好，我是含羞草，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吧！
我身穿绿色大衣，我的小叶子像一片片绿色的
羽毛。我的花朵圆圆的像个小绒球，花的颜色也十
分丰富，有粉色的、紫色的，跟蒲公英差不多。我
的身上长满了许多小刺，不仔细观察是看不出来
的，你会以为是绒毛呢？
我还有一个特殊的技能，只要你轻轻一碰，我
就会马上合拢，过十分钟我又会张开叶子了，是因
为我的叶叉上有特殊的细胞，所以会这样。晚上，
我会合上叶子睡个大觉。早上，当太阳公公出来
了，我就会张开。
我还是一个小小地震预报员，如果有一天，你
发现我白天合上、晚上张开，很有可能就要地震
了，要小心避险。
我可是远近闻名的奇草，小朋友，你们喜欢我
吗？
润德小学 三 （6） 班 宋怡璇
小记者证号：A22252011 指导老师：华娟娜

海
“哗哗哗”，你听过浪花亲吻沙滩的声音吗？
你踩过金黄而又柔软的沙滩吗？你看过一望无边的
壮阔的大海吗？今天，我就要去象山的海边旅行。
车驶过碧绿的田野，一行白鹭展翅飞上湛蓝的
天空，这不正是诗中才有的画面吗？车又穿过山间
小道，宽阔的大海映入我的眼帘。
换好泳衣，我激动地奔向大海。大海发出“哗
哗”的响声，浪花奔涌而来，像在欢迎我的到来。
我踩在柔软的沙滩上，每一粒沙都充满着艺术的能
量，吸引着我去创造。我在沙滩上画沙画、挖坑、
堆沙堡……海水继续拍打着沙滩，淹没了我的坑，
冲垮了我的城堡，我真想去找那一排浪花“算
账”。我套上泳圈，踏着海浪。浪花真是一个调皮
的小家伙，我本想找它“算账”的，却是跟它来了
不少亲密的拥抱。我和小伙伴们在海水里打水仗、
游泳、扑腾……玩得不亦乐乎！
太阳渐渐藏到海平面下，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
暂，我们要回家去了。
海浪还在拍打着沙滩，像千军万马涌上岸头，
大海还有许多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
润德小学 三 （6） 班 张晨熙
小记者证号：A22252012 指导老师：华娟娜

爸爸的爱
有人说，爸爸的爱像一眼清泉，滋润我的心
田；有人说，爸爸的爱像一盏路灯，为我照亮前进
的方向；有人说，爸爸的爱像一把大伞，为我们遮
风挡雨。爸爸总是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曾记得几个月前，一天放学以后，我站在校门
口等着爸爸来接。忽然，一大片一大片的乌云笼罩
着天空，风呼呼地吹着，像怒吼的大狮子。不一会
儿，天空竟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立刻撑开小雨伞，
豆大的雨点落到我的雨伞上，噼里啪啦作响。我焦
急地张望着，心想：爸爸，你怎么还没来？我眼睁
睁地看着小朋友们一个个被家长接走了，却迟迟没
有看见爸爸的身影。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
传来。我一看，啊，是爸爸！我一下子就扑进了爸
爸的怀抱里，爸爸说：
“我今天来晚了！”在回家的
路上，爸爸看我的伞太小了，就把他的大伞撑到了
我的头上。等回到家的时候，我的衣服一点都没
湿，而爸爸的衣服都湿透了。这件湿衣服，包含了
爸爸对我深深的爱。
爸爸，我爱你！
润德小学 三 （6） 班 周怡辰
小记者证号：A22252013 指导老师：华娟娜

台 风
早上，我抬头望向天空，天灰蒙蒙的，乌云密
布，云像脱缰的野马似的跑得飞快，我想：快要下
台风雨了吧？
不一会儿，下起了毛毛细雨，雨滴在地上“滴
答滴答”地响，好像在弹奏着美妙的乐曲。雨越下
越大，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花草啊都看不
清了，只看见玻璃上的雨点像一串串美丽的珠帘。
我打开窗户，雨飘了进来，风也飘了进来，风追赶
着雨，雨追赶着风，他们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
过了一会儿，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一道美丽
的彩虹挂在天空中。往窗外望去，树啊，花草啊都喝
饱了水，显得更有精神了，远处的房屋也更清晰了。
雨后的风景变得更美啦，雨后的空气也更清新
了。
实验小学 三 （20） 班 吴欣遥
小记者证号：A22012055 指导老师：乐幼新

游罗蒙环球乐园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宁波罗蒙环球乐园
玩，我的心情兴奋极了。
我们坐了摩天轮，在摩天轮上所有的景色尽收
眼底。我们又坐了罗蒙列车，列车开进了金字塔，
里面雕刻着古埃及文明。我和姐姐还去了跳楼机，
我很害怕，我的双脚都在发抖。
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
阳光实验学校 202 班 许沈蔚
小记者证号：A22141016 指导老师：徐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