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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微山湖上》有感
抗日战争中有许多大英雄流血牺牲，令人心

痛。但我阅读了《微山湖上》这本书后，我又认识
了另一种英雄，那些胸怀大志、热爱祖国的小英
雄。他们是小驹子、二牛和丫头。

小驹子、二牛和丫头都励志成为一名游击队
员。有一次，洪水来了，牛都走散了，小驹子不顾
危险划船去找牛，二牛和丫头则负责把牛赶上堤
坝。小驹子的小船都被大水掀翻了，但他不怕，双
手努力抓住船，直到第二天黎明时被人发现得救。
但他心里仍然牵挂着那两头牛，直到在别人的口中
得知两头牛已经找到，他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下
来，他是多么负责呀，真是我眼中的小英雄，俗话
说得好：有志不在年高。我相信他们通过这次历
练，一定能实现他们的愿望，长成真正的游击队
员。

读了这本书我想到了科学家朱树屏，他也和
小驹子一样锲而不舍、热爱祖国。朱树屏虽然家
境贫寒，但他并没有为此而气馁，他努力跟外祖
父学习，学业有成后出国深造，发明了“朱氏人
工淡水”和“朱氏人工海水”。在国外名利双收，
朱树屏坚持回国教学，科学救国成为了他努力的
信念。

这多么令人感动，那可是战火纷飞的抗日时
期，但爱国精神是不会顾及这些的。

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那些历史英雄的伟大品
格，努力学习，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新浦镇中心小学 五（2）班 金萱怡
小记者证号：A22774006 指导老师：何丽冲

幸福
幸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芳香。
火辣辣的太阳高悬着，世间万物被炙烤得无精

打采。我也是一样，啥都不动，啥都不想。突然，
一丝隐隐的幽香钻入鼻子，我一骨碌起身，顺着香
味寻找来源。呀，原来是阳台上的九里香盛开了。
白白的小花一朵挨着一朵，像缩小版的百合。这么
不起眼的小花居然能散发出如此吸引人的香味！此
刻，它们昂着头，似乎在对我微笑。我闭上眼睛，
沉醉在这一片清香之中，燥热和烦闷一扫而光。在
一株小小的植物上，我抓住了幸福，感受到了幸
福！

幸福是一句温暖人心的叮咛。
暑期的社会实践如期而至，我早早地起床，期

待着与同学们的相聚。同伴递给我一块巧克力，真
甜。我也迅速打开书包，寻找分享给同伴的零食。
突然，一张纸条映入眼帘。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大
字：空调车冷，别忘了穿外套。这分明是妈妈的笔
迹。心头一颤，是昨天晚上妈妈放的吧？我抽出外
套，穿在身上，嗯，不冷不热，刚刚好。在这张浅
绿色的便签纸上，我感受到了幸福，感悟到了爱！

幸福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爸爸的生日即将到来，怎样给他一个惊喜

呢？要不就煮一碗长寿面吧。从挑款式、选食
材，到练手，至成型，我花了整整两个下午。用
胡萝卜刻成的“生日快乐”虽有些歪歪扭扭，但
似乎正闪着光芒。爸爸一定会喜欢吧？果然，他
大口大口地吃着，一边连连称赞。在热气腾腾的
面条上，我找到了幸福，拥有了幸福的能力！

幸福和世界万物一样，有它的征兆。当它悄
悄来临的时候，紧紧地抓住它，静静地以平和之
心感受它，告诉自己请记住这一刻！这样，幸福
就会长久地伴随我们，我们也会拥有更多的幸
福！

慈吉小学 六（9）班 胡思齐
小记者证号：A22995033 指导老师：陆科君

铅笔盒
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铅笔盒。它穿着蓝黑相间

的衣服，是用防水布做的，这样既不会掉漆，也不
会变形，又可以防水，非常好用。

我的铅笔盒是长方形的，上面印着一个威武霸
气的超人。他身上穿着蓝色的衣服，背上披着红色
的披风，举着双手，仿佛在说：“小主人，我会保
护你的安全！”

拉开主层拉链，里面居住着很多很多的“居
民”，有胖墩墩、白花花的橡皮弟弟；有矮矮的慈
祥的卷笔刀太太，她正对着我微笑呢；有帅气潇洒
的自动铅笔哥哥，但他特别贪心，时不时就让我给
他添笔芯；有美丽优雅的彩笔姑娘，她总是会照照
镜子，看看自己漂亮的身体。

背面网格侧袋是尺子们共同的家：直尺、三角
尺、软尺等都在里面居住着。瞧，它们正在里面开
大会呢！我可不想打扰到它们。

我最喜欢的铅笔盒，它是我形影不离的好朋
友，将会陪我度过一天又一天。

慈吉小学 三（2）班 余思延
小记者证号：B22992042 指导老师：戚坚玲

海上日出
暑假里，爸爸带我去了象山沙滩边旅游，真的

是令人兴奋不已。
来到象山的第一个清晨，天还蒙蒙亮，我们便

起床出发去酒店旁的海滩了。半路上，遇到陆陆续
续从酒店出来去看日出的游客们。

来到沙滩上，迎面吹来一阵凉快的海风，中间
还夹杂着咸味和腥味，十分特别。瞧！无边无际的
海平面上，冒出了小半个、红彤彤、金灿灿的东
西，它是如此娇羞、小心翼翼地探出小半个脑袋，
正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没错，是太阳。蓝蓝的海
水中顿时如同掉入了一个大火球，海水蓝中泛红，
十分耀眼。渐渐地，太阳升高了，天空中的云朵好
似染上了红颜料，蓝天也在此时变得更蓝、更亮
了。又过了一会儿，太阳完全从海平面上升了起
来，挂在了半空中，照亮了整个海面，真的是又美
又和谐。

初升的太阳当空照着，我走在沙滩上，海浪拍
击着我的脚，我在沙滩上留下的一连串脚印被海浪
卷向远方。

实验小学 六（3）班 阮楹迦
小记者证号：A22015048 指导老师：陈旭丹

练拳记
今年夏天，我在武当山度过了一个别样的夏令

营。
一开始，老师教我们练习马步出拳和弓步出

拳。蹲马步的要领是：上半身要挺直，腿要分开一
点，蹲得低一些，手放在腰间，自然呼吸，这样蹲出
来的马步才比较标准。刚开始练习，我蹲一会就腿
酸，脸上的汗不停滴下来，感觉练功真的好辛苦呀。

弓步出拳先要做好弓步，一条腿九十度直角弯
曲，另一条腿往后伸直，脚尖蹬地。弓步做标准
后，就要开始练习出拳了。出拳时大拇指要扣紧，
就是用其他的四个手指把它紧紧握住，肩膀要使劲
往前送，腰要左右旋转，最重要的一点，注意力要
集中，这样打出来的拳才不会是软绵绵的，而是非
常有力的。我一开始老是想着去擦脸上的汗，意志
力不够集中，后面慢慢地就能坚持住了。

我们练习了好几天的基本功之后，老师开始教
我们“武当基本拳”。学完这一套拳，就可以掌握
拳法的基本功。这套拳招式很多，我学得最快的就
是提膝加弹踢。提膝的时候要把膝盖提高，脚尖绷
直，弹踢时尽量把腿往上踢，越高越好，这样不仅
可以防止头受到攻击，还可以帮助大腿拉筋。老师
告诉我们，学拳的时候不要急于求成，更要用心去
体会这一招一式，这样才能学得更好。

今年的夏令营很特殊，没有吃喝玩乐，有的是
每一天的练功。我和小伙伴们流了好多的汗，但我
们最后都学会了这套基本拳。付出努力后得到的回
报，真的很甜。

第四实验小学 五（3）班 杨屹潇
小记者证号：A22044025

宁波博物馆游记
七月流火的一天，爸爸妈妈带我去了宁波博物

馆，看了唐朝的长安展览，一进门就看到唐三彩的
雕塑，它们主要是黄色，白色，绿色三个颜色组成
的。

我们进门先看了唐朝人的饰品，金银珠宝的饰
品说明唐朝很繁华。

唐朝人的化妆步骤，我发现跟我妈妈的化妆步
骤差不多。她们的发髻款式很多，我看到了一个单
刀髻，跟春晚节目《只此青绿》中高峰髻很相像。

你们觉得唐朝为什么会这么繁华？那个时候特
别强大，强大的是人民多不多，如果人民多的话，
种的粮食就是多，百姓就不会饿肚子。还有君王的
治理，唐朝的开国皇帝是李渊，他的儿子李世民开
启了贞观之治，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
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次观展，我很开心，看到了一个繁华的唐
朝。

第三实验小学 二（11）班 陈熙涵
小记者证号：B22031047 指导老师：黄小芳

暑假生活
两个月的暑假生活像河水般，在不知不觉中悄

悄地流走了，但是，在这假期中我收获满满。
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我在

这空闲的假期中阅读了大量书目，有绘本故事、童
话故事，有诗歌类、科幻类、探险类等。其中最让
我印象深刻的是绘本《太行新愚公》，时代楷模李
保国的新愚公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认识到在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迎
面去克服，不能放弃。

除了阅读、学习，我还参加了丰富多彩的实践
活动——学习红色军旅文化、争当小小图书管理
员、探访上林越窑青瓷等，既充实了我的暑假生
活，又增长了课外知识。

俗话说良好的学习需要强健的体魄。暑假期间
我进行的运动项目不胜枚举，这让我有更饱满的精
神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这不，三年级的大门即将向
我打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熟悉的地方啦！

第三实验小学 二（1）班 胡峻赫
小记者证号：A22032018 指导老师：胡金萍

家乡的“最美沿山线”
我的家乡慈溪有一条美丽的沿山公路叫横筋

线，这条公路依山傍水，沿途风景优美，我喜欢叫
她“最美沿山线”。那么“最美沿山线”美在哪呢？

“最美沿山线”风景美。沿山线蜿蜒曲折，途
经栲栳山、五磊山、达蓬山等慈溪名山，横穿杜
湖，环绕上林湖、白洋湖、灵湖、窖湖等慈溪名
湖。人坐在车里近可观赏沿路两侧整齐划一的房屋
建筑风格，远可欣赏湖光山色，连绵的山脉、平静
如镜的湖面，风景真的非常美丽。

“最美沿山线”味道美。沿山线两侧都种有杨
梅、桔子、柚子等果树，这些水果味美多汁，我非
常喜欢吃。到了金秋十月，金桂的香味都能飘进车
里，那味道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最美沿山线”文化美。在沿山线两侧的上林
湖青瓷文化传承园和越窑青瓷艺术馆内可以了解到
青瓷文化，里面保存着800多年前的瓷片，就是文
化交流的载体。里面还有很多造型优美、种类繁多
的新时代瓷器，琳琅满目。

沿山线的美还有很多很多，等着你来发现。
第三实验小学 三（3）班 钟禾妍

小记者证号：B22032025 指导老师：陈丹毅

洗裙子
今天下午，我在吃冰激凌时不小心把裙子弄脏

了。于是，我决定用自己的双手把裙子洗干净。先
打来一盆水把裙子浸湿，接着放了些洗衣液，用小
手开始搓裙子，搓着搓着搓出了许多泡沫，我轻轻
一吹，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泡就像乒乓球一样在空中
飘来飘去，漂亮极了！接着，我又打来一盆清水，
把裙子冲洗干净。最后，把裙子拧干晾在阳台上。
哇！一阵阵清香扑鼻。裙子随风飘动，好像在荡秋
千！

阳光实验学校 202班 陈思佟
小记者证号：A22141009 指导老师：徐亚云

菜园
暑假我和妈妈一起来到了菜园里。
只见一株株玉米树上长着椭圆的玉米，边上还

种着西红柿，红彤彤的西红柿就像小灯笼。角落处
一颗颗碧绿碧绿的小青菜十分淘气，躲在暗中与叶
子融为了一体，仿佛在和我玩捉迷藏。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篮子，开启了采摘模式。我
跑进西瓜丛里，扒开一层密密麻麻的瓜藤，选中了
一个西瓜，用剪刀剪下他的瓜藤，一个翠绿的西瓜
就这样被我抱起来了。接着青菜地里，我用剪刀一
棵一棵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剪了下来装进篮子里。我
挑着篮子，继续我的另外目标，一片花生出现在我
的面前，可是怎么会没有花生呢？于是我将花生藤
向上拉，一个个黄澄澄的小花生就出现了，我将它
们从根部摘了下来，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似的水嫩。
这时，突然从花生藤里跳出几只癞蛤蟆，被突然
惊扰到了，它们的颜色和泥土真是绝配。不仔细看
还发现不了它们呢，他们在我的四周不停地上蹿下
跳，十分有趣。

田园的一次体验，让我收获满满。体会到农民
伯伯的辛苦付出，粒粒皆辛苦。

第四实验小学 五（2）班 冯婧瑜
小记者证号：A22044001 指导老师：陆炯炯

旱鸭子蜕变记
炎热的夏日，阳光如烈焰一般肆意炙烤着大

地，所到之处也都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蒸笼。我想
游泳应该是最能解决这“酷暑难耐”了。暑假里
妈妈给我报了游泳培训班，让我又期待又兴奋，
我这个出了名的“旱鸭子”，终于可以摘掉这个头
衔了。

第一节游泳课的时间马上到了，我迫不及待地
来到位于吾悦六楼的游泳馆——银吉姆。听着教练
的指挥，我先做起了热身运动。当一切准备就绪，
马上就要下水时，我的心中又不由得忐忑起来：万
一呛水了怎么办？万一太重沉下去了怎么办？万一
……我的心像一只小青蛙一样怦怦乱跳。最终，我
还是鼓起了勇气，跳下了水。哇！水好凉快呀！之
前所有的恐惧就像雾一样飘得无影无踪。

教练先教我们换气憋气，接着又让我们学蛙游
的腿法。我跟着教练的节奏，一步一步地做着，慢
慢地学，慢慢地练。第二天，我背着浮板在水中
游，本来是靠着边游，慢慢地我放大了胆子往对岸
游。

经过几天的学习，教练就让我尝试着扔掉浮板
游，我的内心开始是有些恐惧的，但是还是决定大
胆地迈出这一步。“哇！”原来我可以游上一小段路
了，我特别兴奋。于是我继续练习，一下子游到了
对面。我简直不敢相信，太开心了！

经过十五天的练习，我终于可以像一只小青蛙
一样自由自在地游泳了！在我学会游泳的那一刻，
我高兴极了！哈哈！我终于学会游泳了！哈哈！别
人再也不会嘲笑我是一个旱鸭子了！

实验小学 五（1）班 徐浩宸
小记者证号：A22014006 指导老师：施亚君

美丽的海边
暑假就要狂欢，我们来到了台州海边的人工沙

滩。
坐着巴士来到海边，两眼望去是一片茫茫大

海。海面无边无际，远处两艘渔船航行在海上，附
近的码头上也停泊着几艘客船和渔船；海浪十分平
静，时而几只海鸥打破这平静的风景，海风呼呼吹
来掀起一层层浪花。蓝中带白，也带给人一丝清
凉。

我坐在金灿灿的沙滩上晒着大阳。沙滩就如洒
满金子的海洋，起身走一走你还会发现有很多脚
印，有大的有小的，我蹲在那里，用小树枝在沙滩
上画着各种小画画。丢下小棒，便堆起了沙堡，淘
气的海浪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来到我后面，“啪”
的一下把我的小堡冲毁了，我一生气就去踢水，

“哗哗啦啦……”竟溅到伙伴身上，于是我们就打
起了水仗。一打完，岸边就出现鲜艳的贝壳，我们
纷纷捡起来，还没捡完另一批又上来了，小伙伴提
建议串成项链给妈妈，就这样美好的一天又过去
了。

台州的海是美丽的，但也是伟大的，因为他连
结着举世闻名的东海。我仰望碧蓝色的天空，心情
十分愉悦。

阳光实验学校 401班 朱思恩
小记者证号：A22144099 指导老师：叶晶晶

《西游记》读后感
一本好书可以启迪人们的智慧，陶冶我们的情

操，比如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本书主要
讲述师徒四人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历经千辛万苦，
最终取得真经的故事。

孙悟空是贯通全书的人物，可以说是取经四人
组中的能力担当。他会七十二般变化，一个筋斗十
万八千里，他有一双火眼金睛和一个刀枪不入的身
体，一切妖魔鬼怪都逃不过他的如意金箍棒，吴承
恩把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桀骜不驯、心高气傲、
敢于反抗的性格描写得淋漓尽致。

猪八戒别看他长得丑陋、好吃懒做、好色怕
死，常常喊散伙，但他机智灵活、嘴巧幽默，是个
十分出色的气氛担当，是大家的“开心果”。

沙僧，谨守佛门戒律和本分，虽然本事不大，
存在感不那么强，但是他勤勤恳恳，甘做后勤，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西游记》中起到调节剂
的作用。

唐僧雅称唐三藏，是如来佛祖二弟子金蝉子转
世。他是老好人，容易被外表所迷惑，多次错怪孙
悟空。唐僧还特别爱哭，原著中至少哭了 45次。
但是他柔弱的外表下是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坚持，是
一个一半慈一半愚的形象，是取经队伍里的精神领
袖。

《西游记》让我懂得了遇到困难要百折不挠、
不轻言放弃，认定了目标要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最终一定能取得胜利！

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 双语5C班 谢知航
小记者证号：B22124025 指导老师：陆漫霞

这个暑假不一般
暑假结束了，回想这个暑假，还真不一般。因

为在这个暑假里，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
要知道今年我已经 11周岁了，像我这般大的

孩子很多早已经学会了骑自行车，可我因为胆小，
学了几次都放弃了。今年六一儿童节，妈妈特意新
买了一辆粉色的自行车作为礼物送给我，希望我能
早点拥有这项技能。

傍晚，我又开始学骑自行车了。爸爸先扶着自
行车让我坐到座位上，但是我刚坐上去，自行车好
像故意吓唬我似的，猛地一晃，吓得我一下就窜了
下来，不敢上去。爸爸劝我说：“如果你连第一步
都不愿意踏出去，还怎么学会？放心，我会扶住
的。”于是，我又鼓起勇气坐了上去，爸爸让我扶
好把手，我按照他教我的方法，用右脚踩着踏板，
左脚腾空，让自行车前行。可是我右脚一踩，自行
车就不听话地往左边倾倒去，我紧张地连忙用左脚
撑着地。就这样一边踩一边撑，让自行车摇摇晃晃
向前行进着，我热得满头大汗，有好几次我闪过了
放弃的念头，还好都被我控制住了。我在楼下一圈
圈地绕行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左脚腾空的时
间也慢慢变长，最长已经可以有十几秒了。虽然当
天没有学会骑自行车，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有信心
了。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楼下，继续用昨天的方法
练习。练习了一个多小时，我左脚腾空的时间越来
越长，自行车已经听我的话了。在爸爸的鼓励下，
我试着将左脚也踩上了脚踏板，居然一次性就成功
了。我兴奋极了，两只脚踩着自行车往前骑去。爸
爸跟在我的自行车后面不停地鼓励着我：“真棒，就
这样，已经会骑了！”我又连续尝试了几次自己上
车、骑行、停车，竟然都可以独立完成了。当妈妈
知道我会骑自行车以后，惊讶地连声夸我学得真快。

后来，我就经常在楼下骑骑自行车，把它作为
我运动的一个项目。渐渐地骑得越来越稳当了，车
技越来越高了呢！

学骑自行车让我深深体会到做任何事从不会到
会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我们坚持，最后才能成功。
这真是一个不一般的暑假呀！

新浦镇中心小学 六（1）班 沈艺晗
小记者证号：B22775002

邂逅一场美丽的秋雨
今天，下了一场雨，一场美丽的秋雨。
中午开始下的雨，从阳光明媚，到风雨交加，

没用多少时间。一开始，我望着湛蓝的天空和圆滚
滚的太阳发着呆。可天空很快被刷上了灰色。那灰
愈来愈浓，太阳也没有了光芒，显得格格不入。

天空中落下几滴雨，打开窗，空气闷闷的，令
人有些许难受。雨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愈来
愈密集了。雨点落在雨棚上那声音好似激烈的摇滚
乐曲，伴随着风那有节奏的响声，令我回味无穷，
也许最棒的乐队就是它们了。

雨似乎渐渐变少了，雨声的节奏柔和，轻轻地
落在窗上的声音像在弹古筝，又好像在弹琵琶。最
后雨终于停住了，我下了楼，看着路边的小水坑，
花瓣上的水珠呼吸着新鲜空气，一切都很惬意。虽
然雨过去了，但风还在。它不大不小，刚刚好，围
绕着我的发丝，和我拥抱。闷热散去，这天气如果
能去放风筝就更好了。

实验小学 五（7）班 姜瑾瑜
小记者证号：B22014006 指导老师：马群波

丰收
春种夏耕千滴汗，秋收硕果满园香。丰腴累缀

枝头挂，殷实富余盈廪仓。
春天的播种，夏天的耕耘，才有秋天的丰收。

你会看到那果园里红艳艳的苹果从密密层层的绿叶
中露出笑脸，沉甸甸的桔子压弯了树枝，紫玛瑙似
的葡萄抱团挂在架子下，农民伯伯手上大把大把的
谷穗和脸上的喜悦……秋天的味道可真是迷人哪！

原来我们是春天的种子，老师们用辛勤的汗水
浇灌着我们，努力吸收知识才能让我们茁壮成长。
待到秋收时，我要成为果园里最大最红的一颗苹
果，最亮最圆的那颗葡萄，最香最沉的那个桔子，
农民伯伯手中最多最饱满的那株麦穗。

秋天的田野是果实累累的，是丰收，是希望！
每份收获都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努力的付出才能
有满满的收获！

今天正好是中秋节，也是教师节。祝每个呵护
过我这粒小小种子的老师合家欢乐，笑口常开。感
谢您，老师您辛苦了！

育才小学 六（1）班 阮熠阳
小记者证号：B22285001 指导老师：卢红丹

出汗记
上周末，我和老爸去公园打球。
几个来回下来，无数的小汗珠从我头皮上、毛

孔里冒出来，越来越大，把头发打湿了。我一挤，
汗就哗啦啦地流了下来。汗还从前额上流下来，有
一些要掉到眼睛里了，还好有眉毛帮我挡着。有一
些快要流进眼角，我连忙伸手去擦，可是为时已
晚，汗还是渗进了眼睛里，真痛啊，像针扎一样。
汗一路流淌，挂到了我的嘴边。我舔了一下，嗯，
怎么有一股烤海鲜的味道？哦，我想起来我晚饭吃
的就是海鲜烧烤啊。还有一些汗流到了下巴上，下
巴成了没关紧的水龙头，一滴一滴不停地滴

“水”。小水滴滴在衣服上晕开了一朵朵小水花。
虽然好热，但大汗淋漓的感觉太爽啦。这个时

候洗澡最舒服了。
第三实验小学 二（11）班 王谨言

小记者证号：B22032046 指导老师：罗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