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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岭老街
学士小学404班 沈曦 指导老师 杨始萌

有趣的小石蟹
宋诏桥小学 509班 邵心为 指导老师 程扬扬

可爱的小猫
江东中心学校（中山）303班 骆宁萱 指导老师 毛燕敏

这一摔，好疼
宋诏桥小学311班 周煜楷

黄山日出
堇山小学402班 孙于鉴 指导老师 柳菲菲

每个人的成长岁月里，总能
遇见各种神奇的自然景观，黄山
日出，就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那一次，我和妈妈凌晨3点
就到了黄山。5点左右，黄山的
山顶已经站满了人。过了一会
儿，天空变亮，泛起了一层红晕，
此时的月儿悄悄隐入远处的山
峦。

半小时之后，地平线出现橙
色，不远处的“仙猴望月”也变成
了橘色。不一会儿，正东方冒出
了弧形的、深红色的太阳。“快上
来，加油！”我不停为太阳打气。

紧接着，太阳露出小半张
脸，旁边的云朵也被染成红
色。随后，一个深红色的圆球

“忽”地跃了出来，整个天空仿

佛一幅如锦似幻的油画。太阳
越升越高，天空也现出柔和的
淡蓝色。

此时，最神奇的一幕出现
了，朝阳的光芒穿过迎客松，变
成千万条金丝，照射到人群中，
大家像是穿上了一身发亮的彩
衣。用一次早起换来一场大自
然的盛宴，太值得了！



芦丁鸡
宋诏桥小学503班 顾鸿喆 指导老师 王燕波

美丽的蝴蝶花
首南第一小学405班 徐子烆 指导老师 俞露巧在外婆家度假

鄞州区实验小学202班 靳婉钰

公交车上做数学
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东）305班 黄靖斐 指导老师 陈凌燕

鸟语花香
钟公庙实验小学603班 刘佳琪

在我的家里，有一间特殊的小屋
子，里面住着一群芦丁鸡。

芦丁鸡很小，只有拳头大小，毛
色可多哩。瞧，灰的、白的、褐色的，
还有灰白相间的……身子下面好似
树枝般的红小爪子，细细的，与支撑
的圆滚滚身子几乎不成比例，一看就
是平时缺少运动。

不过，人不可貌相，鸡也同样。
它们跑起来可快啦。抓都抓不着。
它们求偶时最好玩了，雄鸡会叼起一
些食物，送到母鸡那儿，并发出风一
般呼啸的叫声，母鸡也会啼叫三声作
为回应。求偶完，雄鸡会踩在母鸡身
上交配，不久后，母鸡就会生出一枚
枚青色的小蛋。这蛋可好了，里面有

一种“芦丁”成分，可以降血压，所以，
它们才叫芦丁鸡。

它们特别贪吃。有一次，我端着
一碗香脆可口的虫子干喂它们，我先
扔进去一条，一只灰鸡马上跳起来接
住，飞快地逃到一边准备美美地享
用，而另一只白鸡又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抢走了虫子干。灰鸡见煮熟的
鸭子飞了，又赶紧去抢夺被抢走的虫
子干。白鸡一个躲闪，灰鸡栽进了鸡
群，顿时鸡飞蛋打，羽毛落了一地。
混乱中，脆脆的虫子断为两截，被鸡
群踩成了碎渣。我哭笑不得：“别抢，
都有。”于是，我把食物分给了它们。
早起的鸡儿有虫吃。原来鸡的世界
也是要努力的呢。

小区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全身
雪白雪白的，我叫它小雪球。它长着
尖尖的耳朵，长长的尾巴。它的耳朵
特别灵敏，只要我发出一点儿声音，
它都能听见。

它喜欢睡在树枝上，每当我下
楼时它都在树上。看见我时，它就
飞快地逃跑了。一天饭后我去散
步，它对我“喵喵”叫。原来，小雪球
肚子饿了。我跑到楼上，告诉妈妈
小猫咪饿了，想找点儿吃的喂它。
于是，妈妈拿了两条鱼，放在塑料盒
子里递给了我。我接过盒子飞快地

跑到楼下放在猫咪面前。它小心翼
翼地往前凑，先尝试一小口，然后吃
得津津有味。吃完了，它对我“喵
喵”叫了几声，好像在说：“谢谢你。”

一天，我又遇见了它，它对我
“喵喵”叫了几声，好像在说：“小朋
友，我又饿了，有好吃的吗？”于是我
跑上楼又拿了两条鱼给它吃。吃完
后，小雪球向我摇了摇尾巴，仿佛在
向我说再见，我也扭了扭屁股，跟它
说了再见。

我照顾了小动物，我很开心，觉
得小猫咪真可爱。

风画四季

行知小学507班 郑煜婷

呼呼呼，呼呼呼，风娃娃来画
画。

春天，风娃娃轻松地来到一片
土地前，画满小草和小花，再画上一
片绿油油的森林。风娃娃跳着快乐
的舞蹈在丛林中穿梭，这时他看到
了一条结冰的小河，他用手中的画
笔移开了云朵。太阳出来了，小河
解冻了，发出了“叮叮咚咚”轻快的
音乐。

夏天，太阳十分刺眼，风娃娃把
大树的叶子画得更密了，可还是太
热。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主
意，他拿出画笔在空中画满乌云，没
过一会下起了大雨，给炎热的夏天
带来阵阵凉意。

秋天，风娃娃健步如飞，他拿出
画笔把果树的叶子画成了橙色，再
在树上画满了让人垂涎欲滴的果
实，看着就让人忍不住咬上一口。
风娃娃来到了稻田里，把稻子画成
了金灿灿的，成熟的果实压弯了稻
秆，风吹稻浪，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冬天，风娃娃迈着沉重的步伐
来了，天气十分寒冷。风娃娃画出
了厚厚的云层，天上下起了大雪，银
装素裹，天地一色，犹如给世界披上
了厚厚的地毯。

风娃娃是个小画家，给四季画
出不同的色彩。

宁波有很多好地方，鼓楼、
天一阁、东钱湖……今天我要给
大家推荐的好地方是韩岭老街。

韩岭老街古色古香。这里
的建筑都是用砖瓦砌成的，有
些墙上布满了爬山虎，屋檐上
雕刻了许多吉祥的图案。街道
中间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
河上有拱起的石桥，倚在桥上，
可以看到活泼可爱的小鱼在水
中嬉戏。离韩岭老街不远的地
方，就是宁波的“后花园”——东

钱湖。
早晨，一层朦胧的薄雾笼罩

在湖面上，水鸟轻轻掠过水面，
发出清脆的叫声，让人仿佛置身
于仙境一般。到了中午，阳光在
波澜间跳动着，似乎有金子在湖
面上发着光。黄昏时，又可以欣
赏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的美景。此时，便可
以去老街走走。

韩岭老街店铺林立，商品琳
琅满目。当你走在老街时，一股

诱人的香气就会让你垂涎欲
滴。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特色美
食供你选择，比如：烤串、秘制猪
脚、炒螺蛳、青鱼划水等，还有本
地手工制作的木莲冻，撒上香喷
喷的桂花粒，浇入糖水，吃上一
口，直沁人心脾。最不能错过的
就是被列入非遗技艺的糖画，以
糖为画，画出人间美味，真是好
看又好吃呢！如果来到宁波，请
一定要来韩岭老街游玩啊，绝对
让你流连忘返。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坐公交车
到外婆家吃饭。上车时，我把学生
卡放到一台机子上，显示支付了6
角钱。这时妈妈问我：“如果你的学
生卡还剩 4 元钱，能坐几次公交
车？剩余多少钱？”我仔细地想了
想，回答：“能坐 6次，剩余 4角。”

“那3元5角呢？”妈妈接着又问。“这
不可能的。”我立即答道，“因为我充
了20元，每次用6角，20和 6都是
双数，5是单数。双数一直减双数，
永远不会是单数。”听了我的回答，
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原来生活
中，处处都有数学啊。

一场大雨

宋诏桥小学603班 陆嘉捷
指导老师 王秋霞

这日下午，忽然黑云像千军万
马占领了城市上空，剑拔弩张时刻，
豆大的雨点就好像枪弹般急速落
下。

天空中仿佛有黑布笼罩着，雨
点渗过这块黑布，如水晶般坠下，敲
在地上积成一片片大大小小的水
洼，溅起来又像松鼠跳起，再落下。
风猛烈地吹着，人们纷纷躲进了房
内。

终于，雨慢慢地停了，黑云散
去。我从阳台向东望去，西方的天
际隐约散发出太阳的余光，映着几
缕红云。

看着雨后的天空，我的心情也
豁然开朗起来。

隔壁林奶奶有一个小花园，花园
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每当春天来
时，花园里百花齐放，香气扑鼻。这
里有黄澄澄的迎春花，粉嫩嫩的桃
花，还有被称为“花中之王”的牡丹花
等。可我最喜欢的却是躲在角落里
的蝴蝶花。

从远处看，蝴蝶花就像一只只紫
色的蝴蝶，一阵风吹过来，蝴蝶花在
草丛中翩翩起舞。

走过去仔细一看，它的茎是直直
的，翠绿色的叶子尖尖的，像一把把
锋利的剑。茎的顶端就是花朵，花瓣

是紫色和白色，每朵花有5片花瓣，
中间的花蕊像一个黄色的小月牙。

我忍不住凑过去闻了闻，蝴蝶花
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林奶奶告
诉我蝴蝶花和其他花最大的不同是，
它一般在下午4点左右开花，有时在
晚上开花。

记得那次回家，我还上网查了资
料，原来蝴蝶花不仅只有紫色的，还
有白色的、粉红色的、蓝色的和黄色
的，而且还能起到消毒解痛的作用。

这么美好的蝴蝶花，我怎么能不
喜欢呢？

上周六是我好朋友的生
日，我带着礼物来到他家，我们
一起唱歌，一起吃蛋糕，可开心
了。

吃完中饭，我们一起到楼下
骑自行车。我心想，这是我的拿
手项目，要在朋友面前展现一下

自己的风采。于是，我骑上自行
车，“嗖”的一声向前冲去，很快
就消失在朋友眼前。

我得意地骑着自行车，突
然，一个斜坡挡住了去路，不好，
有危险！果然，骑过斜坡时，我
失控了，“啪”的一声，重重地摔

在地上。
我起来的时候发现，鼻子周

围全是血，吓得大哭起来，心里
好后悔。爸爸妈妈说得对，骑自
行车要沉稳。我应该听大人的
话。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再也
不会飞快地骑自行车了。

到鄞州走马塘村一游，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牌楼。石头做的
牌楼有3扇门，中间的最大，两
边各有一扇小的，柱子上还有对
联，对联的正上方有块黑底金字
的牌匾，上面刻着“中国进士第
一村”几个大字。

经过牌楼，穿过小桥，我便

来到了一个与学校操场差不多
大的广场。广场上有很多小朋
友，有的在玩游戏，有的在骑自
行车，有的在放风筝……

广场南边有一堵石墙，把
半个广场包围起来了。墙的
右边有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
板，上面介绍了走马塘村历代

76 位进士，我忍不住驻足细
读。

广场北面是美丽的荷花池，
听村里人说，在夏天，荷花池是
走马塘村人气最旺的景点之
一。另外，村里还有不少特色的
景点，如百年诊所、“蟹肚脐”
等。欢迎你来游玩哦！

游走马塘
茅山小学403班 楼一如 指导老师 朱维洁

小石蟹，大家养过吗？我养过，
接下来，就请你来听我分享小石蟹的
有趣故事吧。

我刚买来小石蟹的时候，它们都
不敢夹人，也不打架，长着棕色绒毛
的八条腿，两个白色的大夹子，还有
两只乌溜溜的小黑眼睛，深棕色的后
背上有一个白色的“人”字图。一共
4只小石蟹，我给它们准备了一个大
鱼缸，在鱼缸里倒上沙子和咸水，并
给它们取了名字，分别叫：猛虎、独
眼、断夹和坏腿。小石蟹的进食真有
意思，它们饿了,就会快速地在水中
来回爬动，用大钳子死死地夹住虾
皮，然后带到岸上,大快朵颐起来。

我认真观察后，发现4只小石蟹

的性格各不相同：猛虎十分暴躁，喜
欢用暴力解决问题，总是夹人和打
架；独眼十分固执，做任何事都是坚
持不懈去完成；断夹曾经是霸王，自
从被猛虎打断了钳子后，收敛了很
多，不再打仗，性格也温和多了；坏腿
十分胆小，做事小心翼翼，但是从来
不被其他螃蟹欺负。小石蟹们时常
卧藏在沙中，在打架时发现打不过对
方，就会迅速逃进沙区里，挖一个洞，
将自己全身埋进去，让对方找不到，
然后逃之夭夭。

我喜欢小石蟹，因为它们十分机
警；我喜欢小石蟹，因为它们不畏强
敌；我喜欢小石蟹，因为它们生命力
顽强。你是不是也喜欢小石蟹呢？

假期，爸爸妈妈带我和弟弟
去外婆家度假，那是妈妈小时候
住的地方，当天晚上我很兴奋，
都睡不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催妈妈快
起床，我们一起很快收拾好行
李，带上我的作业，还有弟弟的
玩具，大包小包塞了满满一车。
一路上我们都很高兴，很快就到
外婆老家了。

那天天气很好，空气很清

新，有浓浓的树叶的味道。
外婆家的台阶很高很高，

上面有很多藤，还有长长的果
实，妈妈说:“这是丝瓜，一会摘
下来晚上烧给你吃。”我和弟弟
慢慢地走到家门口，累得气喘
吁吁的。我和妈妈放置好行
李，就跟着外公去菜地里摘青
菜。我摘红辣椒，弟弟摘青辣
椒，还摘了长长的茄子。菜的
叶子上还有一只只小虫子，我

们都不害怕，也不伤害它们，小
小的身子毛茸茸蛮可爱的。就
这样，我们提着一大篮子新鲜
的菜回家了。

到了晚饭时间，我在一旁帮
妈妈摘菜洗菜，拿盘子。不知不
觉，我们做了一桌子的菜，全是
自己摘的新鲜蔬菜，味道真鲜
美，一家人吃得好欢乐。

真是有趣又美好的一天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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