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绚丽的四明湖

钟公庙实验小学302班 倪敬唐
指导老师 夏晴静

韩岭古村

东湖小学403班 陈 辰
指导老师 卢卓芬

韩岭古村，位于东钱湖南岸，风景优
美，是个旅游的绝佳胜地。

古村口，一个石制的大门耸立着，上面
用金色油漆写着“花晴市山”几个大字。一
进古村，就能看见一条小河。这条小河曲
折地穿过整个古村，河水平静极了，像一条
蓝绿色的缎子，静静流淌着，几尾小鱼在水
中自由地游来游去，开心极了。

河岸两旁，一家家特色店铺吸引着游
人的目光。每家店铺外面都有一块木制
的、蓝白相间的匾额挂在上方，匾额镶着金
边，字也是金色的，特别气派。屋檐是红色
的木材，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好看极了。街
道上非常热闹，有卖银耳羹的，有卖萝卜丝
儿饼的，还有卖蛋糕卷的……叫卖声此起
彼伏！

越往里走，越感觉时间像静止了似
的。你能看见几个中年妇女拿着一个脸
盆，盛着几件衣服，在小河边洗衣服，几个
五六岁的儿童在边上打闹嬉戏。在他们不
远处有一座石桥，孩子们拿着糖葫芦或者
糖画，在桥上流连忘返。来到某户人家的
门口，没准能看到一位奶奶和她的小孙女
在剥毛豆呢，这样的生活真的既安详又惬
意。

在巷子里七拐八拐地绕几个圈，就来
到了太平桥上。太平桥的对面有一幢奇异
的建筑，它的外墙是由多种不同的材料砌
筑而成。这里就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展览
馆，它的内院是中西结合的风格，里面展览
了许多精美的画作，极具艺术气息，你可不
能错过！

韩岭古村有让生活慢下来的魔力，是
一个休闲游乐的好地方。

我的好朋友
东湖小学301班 毛韵迪 指导老师 周莲

第一次站岗，是在深秋的一个清晨。
那是我被选上大队干事后的第一次

站岗，我无比喜悦。被选上大队干事是
对我各方面奋发上进的肯定。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来到学校，我
的岗位在学校西门，那里离操场近，四
周无遮蔽，风很大。深秋的清晨，气温
低，我搓着冻僵的双手，但内心是火热
的。老师和同学们陆续来校，我面带微
笑，站得笔直。我向老师敬礼，轻声问
好，老师点头回应我。我目测同学的仪
容仪表，同时向他们点头问好。虽然站
在寒风中，可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
感。

突然，我发现有一位同学未戴红领
巾，我走到她跟前，敬礼，说：“同学，你
好！红领巾忘带了吧，你是哪班的？”经
过问询，她是403班27号同学。我认真
写好扣分单，赶紧大步走到老师办公
室，说道：“老师，打扰一下，这是你们班
的扣分单。”然后，我赶忙跑回自己班级
准备上课。

第一次站岗的体验，更坚定了我的
决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更好地做一
名有责任感、有目标的好学生。

第一次站岗

东湖小学401班 林煜 指导老师 钟媛君

病毒终结者
首南第一小学305班 钱一诺

“皮皮瞎”
华泰小学教育集团（西）301班 竺昊骏 指导老师 徐柳亚

游“郑氏十七房”
宋诏桥小学309班 徐跃 指导老师 程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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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阳光和煦，我们来到四明湖畔。
这个季节的四明湖虽然没有春天的

生机盎然，但是却有深秋和初冬的绚烂之
美。游四明湖的第一站是湖边的大草地，
放眼望去茫茫一片，草地上零星的有几棵
树，远望犹如写意画一般，很有美感。

第二站当然是四明湖的水杉林。一排
排水杉整齐地站立在湖水中，仿佛戏水的
姑娘一样美丽，又似一位位英勇不屈的战
士，高耸挺拔。水杉的倒影加上蓝天白云
的影子映在水面上，仿佛把湖面装点成了
一幅彩色的油画，色彩斑斓，漂亮极了。站
在水边，远远望去，简直就是“秋水共长天
一色”，让我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了。

绚丽的四明湖，让人流连忘返的四明湖！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等到
了去罗蒙环球乐园游玩的日
子。我的心就像快活的小鸟，早
已飞去了。

刚走进乐园，我就傻眼了，旋
转木马、海盗船、罗蒙列车……那
么多好玩又刺激的项目正等着我
呢！我快马加鞭地进去寻找我的
第一个游玩项目。正在这时，我
看见一辆载满游客的小车从上俯
冲下来，水花四溅，顿时觉得这个
项目无比好玩，就是它了！我拉
着爸爸奔向这个游乐项目——

“激流勇进”。
爸爸买了一次性雨衣和雨

鞋，我们飞快地穿戴完毕，准备开

启我们的冒险之旅。一分钟，五
分钟……我急不可耐地踮着脚，
希望前面长长的队伍能快点缩
短。终于轮到我们了，我怀着忐
忑的心情坐在车上，随着车子沿
着轨道缓缓地向前行驶，我的心
也慢慢地提了上来。只见两旁灯
光闪烁、烟雾朦胧，隐隐约约地能
看见许多动画人物，有海绵宝宝、
哆啦A梦、功夫熊猫……可还没
等我看清两旁的景物，小车就加
速向高处驶去，我的身体也不由
自主地向后倒，感觉要飞出去似
的，脑袋也“嗡嗡”地响起来。突
然，我听到“咔嚓”一声，小车停住
了，我跟爸爸说：“爸爸，我好害怕

呀！”爸爸还没来得及说话，小车
就俯冲了下去。巨大的失重感让
我喘不过气来，我紧紧地拉住爸
爸的手，“啊，啊，啊……”疯狂地
乱叫。水花四溅，像猛虎张大嘴
巴想把我们吃掉一样。当我想起
找爸爸的时候，发现已经到达终
点了。爸爸叫我脱掉雨衣和雨
鞋，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已是浑身
湿漉漉的了。

“激流勇进”既刺激又好玩，
我虽然有点害怕，但又忍不住那
种刺激的感觉，拉着爸爸又玩了
一次。

啊，这个游乐项目真是让我
难忘啊！

难忘的游乐项目
甲南小学202班 黄煜茜 指导老师 姜玲

我第一次跟着爷爷去钓鱼。
我以前只见别人钓过，于是，

我问爷爷：“鱼怎么钓呢？”爷爷看
了看我，笑着说：“我来教你。先
在钓鱼竿的线上系上鱼钩，再在
鱼钩上挂上鱼饵，然后把鱼钩甩
进水里，之后耐心等待就可以
了。”

我听了爷爷的话，马上就
干。挂上鱼饵，把鱼钩甩进水里
后，我安静地等待了十几分钟，可

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一下子泄
了气，把鱼竿扔到旁边，生气地
说：“钓鱼太难了，我不钓了！”

爷爷笑了笑，耐心地说：“钓
鱼一定要静下心来，耐心等待才
有收获。”我接着说：“可是我已经
等了十几分钟了。”爷爷说：“十几
分钟算什么，有些人等了几个小
时也没有放弃呢！”

听了爷爷的话，我重新捡起
鱼竿，安静地钓鱼。等了快一个

小时，突然，鱼线晃动，鱼钩在慢
慢往下沉。我暗自窃喜，紧张地
握紧鱼竿，轻轻往上提，慢慢往后
走，鱼终于慢慢地露出了水面。
爷爷在旁边喊：“上钩了！”我高兴
极了，爷爷开心地对我说：“你看，
只要耐心等待，总会有结果的
吧！”我开心地笑了。

自从学会了钓鱼，我懂得了
做每一件事都要坚持，不要放弃，
因为坚持就是胜利。

我终于有妹妹了！不过
这个妹妹不是妈妈生的，而
是一只可爱的小花猫。它身
材苗条，有着像老虎一样的
美丽花纹，脸上和胸口点缀
着几片白色斑点，尖尖的耳
朵透着机灵。

小花猫妹妹是我们小区
里的一只流浪猫，一天晚上，
我和爸爸妈妈正在吃饭，发
现它跳到了餐桌旁落地窗
的窗台上，隔着玻璃冲我们

“喵喵、喵喵”地叫，好像在
说：“我好饿呀，可以给我点
吃的吗？”家里没有猫粮，所
以爸爸倒了一盘牛奶给它
喝。

流浪猫见了人一般都会
跑开，可这只小花猫和人很
亲近。“爸爸，小花猫又可爱
又可怜，我们来喂养它吧！”
爸爸爽快地说：“好呀！”看
得出，爸爸也很喜欢它。第

二天，爸爸在淘宝上买了猫
粮，可爸爸又笨又粗心，把
猫粮错买成了狗粮，不过，
小花猫不挑食，狗粮也吃得
很欢。

打那以后，小花猫妹妹
每天早晚都会定时来到我们
家的窗台下用餐，爸爸怕它
渴，还给它准备了一盆水。
我担心它冷，又用纸箱给它
做了窝。妈妈还煮了牛肉喂
它吃。每天早上出门、晚上
回家的时候，小花猫妹妹见
到我就会跑过来，在我脚边
蹭来蹭去，然后肚皮朝上，在
地上打滚儿。它喜欢跟我
玩，还喜欢我帮它挠痒。有
时候，我还会摸摸它的肚子，
可软啦。

不过，再过一年，我就要
搬家了。我想问问妈妈，能
不能把小花猫妹妹带到我们
的新家去。

看到这个题目，大家是
不是想到皮皮虾了呢？但是
我今天写的并不是皮皮虾，
而是我家的那只猫，一只调
皮的“瞎”猫，我叫它“皮皮
瞎”。

放学时，我看见它在地
上打滚。哦！它在玩最喜
欢的小足球呢。它一会儿
把白色的肚皮朝上，一会
儿趴在地上，爪子里握着
球。一看就是一只调皮的
猫。

我做作业时，它跟着我，
挂在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
当”地响，烦得不行。它还钻
进床底下，把“沉睡多年”的
扫地机打开了。真是烦啊，
幸亏扫地机把布满灰尘的床
底打扫干净了，算是将功补

过。它又跳上书桌把台灯打
开了，我还怎么安心写作业
呢？一不小心，我的铅笔掉
地上了，它竟然咬了好几下，
甚至把自己给戳了几下，

“喵”地叫着，我想：自己戳痛
的，“喵”什么呢？

我的作业终于在这只调
皮猫的捣乱中做完了。

在我家，它就是我的“跟
屁虫”。我写作业时，它在书
桌上；我吃饭时，它在椅子
上；我睡觉时，它就趴在床
边。之所以叫它“瞎”猫，是
因为它喜欢吃肉。只要肉块
掉落在地上，它马上就去
吃。我怀疑它是不是瞎了，
把肉当成了鱼？

虽然“皮皮瞎”有时很
烦，但是我很喜欢它。

周末吃完午饭，妈妈开始洗
碗，我在旁边细心地观察。

只见妈妈把洗洁精挤在海绵
上，轻轻地揉搓几下，顿时海绵上
冒出许多小泡泡，圆圆的，五颜六
色，像一个个小皮球。妈妈用沾
了洗洁精的海绵仔细地擦洗饭
碗，然后，打开水龙头冲洗干净；
接着又拿起一个油腻腻的大盘
子，把泡沫挤在盘子里，用手把
泡沫均匀地抹开，用水冲洗一遍
后，再用海绵擦拭，最后用水冲

洗干净。一个油腻腻的盘子变
得亮锃锃的。她又洗了第三个、
第四个……直到最后一个巨大无
比的汤碗。妈妈先小心翼翼地把
汤碗侧过来，右手旋转着，左手以
顺时针方向“叽咯叽咯”地仔细
擦了几个来回，碗里的脏东西
几乎没有了。这时，妈妈发现
碗的底部有一片菜叶，妈妈又
费力地擦着碗的底部，此时的
汤碗像穿上了白色的泡泡棉
袄。筷子、勺子、锅……一大堆

餐具被妈妈洗得干干净净，在灯
光下闪闪发光。沥干水后，妈妈
把碗筷一件件轻轻地摆放到橱柜
里，清理干净水池，大功告成。

在观察妈妈洗碗的过程中，
我发现有许多动听的声音：哗哗
的流水声，锅碗瓢盆相碰的不同
声响，宛如一曲充满美妙旋律的
交响乐。这是劳动中最动听、最
优美的乐曲。

妈妈很辛苦，我要多学习，多
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周末，我们去“郑氏十七房”
旅游啦。

我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觉得很好奇：“郑氏十七房”是有
十七幢房子呢，还是十七户人家
呢？答案都不是。其实它是一个
郑氏宗族几百年来聚居的古村
落，因为它最初的创始人在郑氏
宗族中排行第十七位，所以就有
了这个名称。

“郑氏十七房”景区位于镇海
区澥浦镇，它是在明清时期陆续
建成的，总共有几十户人家，大部
分为四合院、三合院式传统建筑，
相互通过弄堂相连，整个村落设
计巧妙，布局合理。村落中间有
个小湖名为佛迹湖，湖上有小桥，

湖边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湖的东
南面建有郑氏宗祠。祠堂以东还
有一个特别壮观的大戏台，周边
有围廊将戏台围在中间，名为“熙
园”，是郑氏的一位大商人郑熙出
资建造的，可以同时供500多人
看戏。

“郑氏十七房”有三宝。第一
宝是佛迹湖的“活水”，因为湖水
曾经连通大海，永远不会干涸；第
二宝是马头墙，发生火灾时建在
两幢房屋中间的马头墙可以防止
火势蔓延。据说马头墙的层数和
主人的官阶有关。明清时期这里
的马头墙曾经是全宁波最高最多
的。我看到最高的一户建有四层
马头墙。第三宝是旗杆，明清时

期家中有人中了进士就可以在门
前竖旗杆，在当时这里的旗杆也
是宁波最多的。

“郑氏十七房”如此气派，可
见其主人是大有来头的，他们是
我们甬商最早的代表，前面提到
的郑熙就是上海老凤祥银楼的创
始人，还有英雄牌钢笔、民生牌墨
水、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
等，都是郑氏十七房的主人们创
办的。郑氏家族通过勤劳和智慧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是我们宁波的骄傲，也是中
国的骄傲！

我要好好读书，向他们学
习，长大报效祖国，做一个有用
的人！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
友，叫栋栋。他不仅是我幼
儿园的同班同学，还是我的
小学同班同学。

栋栋的眼睛虽小，却很
有灵气，忽闪忽闪的，仿佛对
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机灵又
可爱。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时不时地讲一些搞笑的小
故事，让我捧腹大笑。在平
时的学习生活中，他与人和

善，乐于助人，是一个不可多
得的暖男。

他还会武术呢！出拳刚
劲有力，一副虎虎生威的样
子，现在这样的小男孩可不
多见。他不但武术练得好，
学习成绩也好，上课时总能
看到他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
问题。

总之，在他平凡的外貌
里藏着一个高尚的灵魂。

学钓鱼
东湖小学301班 王敬祁 指导老师 周莲

我的小花猫妹妹
蓝青小学406班 郭小非 指导老师 李万红

看妈妈洗碗
华泰小学教育集团（东）405班 姚梓轩

火烈鸟
德培小学402班 周煜博

越运动 越健康
钟公庙实验小学603班 谢嘉诚 指导老师 全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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