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一生

宋诏桥小学305班 周 名
指导老师 未方圆

我出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
子。

我安静地躺在云妈妈的肚子
里，看着湛蓝的天空、耀眼的阳光，
忽然，云妈妈变得又黑又大，布满
了天空。云妈妈温柔地说：“孩子，
你要出生了，快落到田野里、森林
中……快活地去玩耍。”

其实，我很害怕，这么高落下
去，一定会粉身碎骨。风伯伯来了，
他告诉我，不要害怕，我会护送你一
起落下去。风伯伯把树吹得左摇右
晃，好像在说：“雨宝宝，快下来，我
会接住你的。”雷公公也跑来为我奏
响轰隆隆的音乐。

我勇敢地跳了下去，落在雨棚
上，发出咚咚声；落在小河里，溅起
白色的水花；落在树叶上，给他们洗
了个澡。

我的一生短暂，但我很勇敢、很
快乐，我为大地缓解了干旱而快乐，
为人们送去凉爽而快乐。看，彩虹
阿姨都在为我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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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动物园”
首南第一小学407班 张紫涵 指导老师 熊桑

鱼的记忆只有7秒
鄞州区实验小学（南）606班 杨译博 指导老师 王伟儿

美味灰汁团
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东)402班 吴宇桐 指导老师 陈国英

成长的标记
钟公庙实验小学201班 刘蕴昕 指导老师 朱小妹

劳动课，点赞
黄鹂小学301班 金鑫璐 指导老师 戚维娜



苦槠小陀螺
鄞州区实验小学（南）205班 李柠哲 指导老师 吴余倩

北方的雨

宋诏桥小学 407班 崔郑楠
指导老师 何微波

我的姥姥家在北方的哈尔滨，
这里夏天凉爽宜人，雨也别具风
格。

这里的雨下得急，厚厚的云层
眨眼间就布满大半个天空。白杨树
的树枝伴随着一阵阵的大风摇曳，
树叶哗哗作响。不觉间，雷声由远
及近，“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大，吓
得我们几个在小区里玩耍的小朋友
捂住了耳朵。闪电像利剑一样，在
云层中穿梭。黄豆般的雨点打在脸
上、地面上，小伙伴各自回家。站在
姥姥家的阳台上，看着大风裹挟着
暴雨，树被风吹雨淋得有点喘不过
气来，地上的坑坑洼洼瞬间被雨水
灌满。雨点拍打着水面，激起了形
态各异的涟漪。看着看着，涟漪消
失了，原来是雨停了。

北方的雨来得快，结束得也
快，就像一个号啕大哭的孩子，心
情突然好了，停止了哭泣。阳光穿
过稀疏的云层照射到地面上，孩子
们、大人们三三两两出现在小区
里，就像刚才下雨之前一样，孩子
们继续玩耍，老人们聚集在亭子里
消遣……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北方的雨。

我的童年“挚友”
首南第一小学503班 王健坤 指导老师 胡燕

四季
前徐小学401班 赵羽涵 指导老师 李静静

一场“黄豆”雨

钟公庙中心小学304班 王语暄
指导老师 陈明珠

星期六，我们一家去宁波轻纺
城，没想到遇上了大雨。

一开始雨很小，后来越下越
大，马路的两侧有了积水，汇聚成
两条水沟。渐渐地，马路中间也有
了积水，车开过时，溅起的水花使
劲地砸向隔壁车的车窗。风越刮
越大，吹弯了小花妹妹的腰，吹乱
了柳树姑娘的头发。

黄豆般的雨点从天而降，这
“黄豆”雨又多又密，落在窗户上，
啪嗒啪嗒地响；落在房檐上，滴滴
答答地响；落在行驶的车子上，噼
里啪啦地响；落在撑开的伞上，
声音却没那么大。一转眼的工
夫，暴风雨停了，宁波轻纺城也
到了。

这次“黄豆”雨，我难以忘记。

我家客厅的一角摆着透明
的鱼缸，里面有许多小金鱼，从
去年起，它们就待在这里了。一
年来，它们给我带来了无限乐
趣。

一天晚上，我与一位伙伴
吵了一架，其实只不过是因为
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
我们谁也不肯退让，僵持了好
久。回到家之后，我死死地盯
着鱼缸生闷气，可是小金鱼却
毫不知情地摇着尾巴凑过来，
我真恨不得把它们捞出来红

烧。这时，刚刚做好晚饭的妈
妈见我死死地盯着鱼缸，便走
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趁
机向妈妈添油加醋地说那个伙
伴有多讨厌、多气人、多过分。
原本以为妈妈会哄我、帮助我，
可妈妈只是静静地等我把话说
完。

“你知道鱼为什么永远都这
么快乐吗？”这瞬间把我难住了。

“因为……因为它们傻，只
知道玩。”我的回答明显有些心
虚。

“不，那是因为鱼的记忆只
有7秒。7秒过后，它们就会忘
记一切的烦恼，并且开始全新的
生活。你不想试一试吗？”

我反复回味着“鱼的记忆只
有7秒”这句话。第二天晚上，
我给那个伙伴讲述了这个故事，
并且送给他一条小金鱼。从那
天开始，我们真挚的友谊继续得
以延续。

妈妈说的“鱼的记忆只有7
秒”并不科学，但这又有什么关
系呢？

读三年级了，课程表里增加
了劳动课。

第一节劳动课，我们学习怎
么钉纽扣。手会不会被针戳
痛？中途线打结了怎么办？最
后一个结该怎么打？带着疑虑，
我们先看老师演示了一遍。轮
到自己动手了——钉两孔纽
扣。我穿好线，把纽扣和植绒布

紧紧捏住，再把针穿过两个孔，
来回几次，最后打了个结。哇！
我人生中的第一颗纽扣钉好
了。随后，我又成功钉了一孔纽
扣和四孔纽扣。看来，钉纽扣也
不是很难。我还利用托管剩余
的时间，学起了绣字。绣什么好
呢，我想来想去，就先绣自己的
姓氏“金”字。我左一针，右一针，

上一针，下一针，不一会，“金”字
就干干净净地绣在了布上。

放学回家后，因为作业早写
完了，我的手又“痒”了，拿出针
线和布，忍不住又绣了“星”字和

“丽”字。看着完美的作品，我心
里像喝了蜜一样。

劳动课，值得点赞！我对以
后的每一次劳动课充满期待。

一天早上，我独自一人去社
区上课。因为担心上课迟到，走
着走着，一不留神，摔了一跤。

随着身子重重地倒地，我感
到了巨大的疼痛。一看，两个膝
盖都破了口子，鲜红的血从伤口
流了出来，来不及伤心，我忍着
痛从地上爬起来，咬着牙赶到教

室。
上课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

水，忍着不让它流下来，精彩的
课堂内容暂时让我忘记了疼
痛。下课后回到家，一看见妈
妈，所有的无助和委屈就像火山
找到了出口一样喷了出来，泪水
像雨水一样落了下来。妈妈马

上给我包扎伤口，仔细地询问
我：“很疼吧，今天的你很坚强，
以后走路一定要小心，这伤口是
你成长的标志。”

“嗯……”我似懂非懂地回
答。几天后，伤口愈合了，留下
了小小的疤痕，我给它取名叫

“成长的标记”。

清晨，暖暖的阳光透过窗
帘，斑驳地洒进我的房间，仿佛
几只金色的蝴蝶轻柔地栖息在
那一副象棋上。看见阳光中的
象棋，嘴角不禁微微扬起，因为
它是我的童年“挚友”。

一次象棋比赛，我拿了第一
名，拿到奖品，我美美地欣赏：它
静静地躺在精致的盒子里，棋盘
中间有“楚河、汉界”4个十分醒
目的大字，共有32颗棋子，每颗
棋子锃亮，上面还可以看到彩虹

般的光芒。
以后，我经常用它与爸爸一

决高下。一次，爸爸明显走错了
一步，我快要赢了，当我得意洋
洋地想着尽快拿下这盘棋时，冷
不防走错一步。爸爸抓住了这
个机会，跳马吃双车。看着很好
的赢棋局面就要被爸爸走和了，
我的高兴劲立马没了，就没注意
到爸爸另一边的进攻，又走错了
一步棋。这步走错后，我的棋子
几乎全动不了了，而爸爸的棋子

很活跃，发起了猛烈进攻，我只
好认输。

输棋后，我又气又恼，一把
把棋盘推倒在地。崭新的棋盘
掉在地上，磕出了划痕，心痛之
余，我仿佛听见它对我说：“千万
不要放弃，加油！你会下得越来
越好，下个月还有比赛呢。”我心
中的怨气顿时消失了。

这副象棋已经变旧了，但没
变的是，它一直默默地陪伴我成
长。

一年有四季，每个季节各有不同
的景色。

春天，树木吐出嫩绿的小芽，小
草调皮地探出绿油油的脑袋，向人们
告知春天的到来。春姑娘的一声呐
喊，叫醒了冬眠的小动物。春天，一
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

夏天，一个非常炎热的季节。每
当太阳公公起床的时候，就意味着一
天的炎热开始了，小花、小草在太阳
公公的面前都失去了精神。太阳西
下，夜间比白天少了几分炎热，小草
又有精神了，青蛙在田间愉快地唱起
欢快的歌声。

秋天，到处是金灿灿的一片。静
静地呼吸从果园飘来的清香。金黄
色的树叶在半空中像一只飞舞的蝴
蝶，静静地、慢慢地飘落下来，落在地
上，一眼望不到头。抬头看天，大雁
时而排成“人”字，时而排成“一”字，
向南飞去。

冬天，寒风凛冽，白雪皑皑，大地
披上了雪白的棉袄。雪花从空中慢
慢飘下来，落在手中，我多想把它留
住啊，可是它慢慢地融化了。雪是洁
白的，寒冷的，也是可爱的。

一年四季，不知不觉中就悄悄过
去了，我们要珍惜美好时光。

平时父母总是叮嘱我们，一
定要听老师的话，可是今天老师
竟然让我们和他“对着干”，我们
哪里敢呀。老师解释后才知道，
原来今天是要玩游戏，同学们兴
奋极了。

既然是游戏，老师为什么要
说“对着干”呢？老师说，“对着
干”就是要和他发出的命令做出

相反的动作。老师先请几位同
学到教室前面示范。老师说，

“请你们走到教室门口”，但他们
像钉子一样站在原地。老师又
说，“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教室，那
就站着吧”，此时他们却走出了教
室。坐在下面的同学纷纷鼓掌，
因为他们表现得太优秀了。

看着游戏这么好玩，同学们

跃跃欲试，于是老师组织全班同
学一起玩。老师说，“用左手拍
右腿”，有的同学用右手拍左腿，
有的很听话，用左手拍右腿，有
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大家你
看看我我看看你，想着刚才的一
幕，笑声充满整个教室。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
游戏的喜悦至今忘不了。

我家有个小小“动物园”，园里
有凶猛的“老虎”妈妈、走路慢吞
吞的“乌龟”爷爷和调皮的“猴
子”。

妈妈是一只凶猛的“老虎”。一
次，我的数学练习题做得很差，本子
上全是红色的圈圈，妈妈一翻开作
业，就瞪大眼睛，随即一拍桌子，一声
大吼：“你怎么做得这么差，不是每天
都在做练习题吗，数学可是你最擅长
的科目啊。快回房间，我给你准备了
十份不同的试卷，每天一份，继续
练。”一气呵成，吓得我不敢啃声。

为什么说爷爷是“乌龟”呢？瞧，
我和爷爷在小区散步，不一会，爷爷

就被我甩在后面。我停了一会，爷爷
还是跟不上我，弯着腰，步履蹒跚。
我跑到爷爷身边扶着他，对他说：“爷
爷，您可以走得快一点吗？”爷爷气喘
吁吁地说：“我老了，现在很累，走不
快。”看着爷爷满头大汗的样子，我有
点不好意思。

我呢，是只小“猴子”，四处闯
祸。这不，今天吃饭的时候，一不小
心，饭碗就滑了下去，碎了。看着五
彩的线团很好玩，就把奶奶缝衣服的
线给剪了。觉得爸爸的胡须刀很神
奇，想拿来瞧一瞧，不知怎么就把胡
须刀摔坏了。

这个“动物园”，我很喜欢。

学校的保洁阿姨是一位勤勤恳
恳工作的清洁工，不怕脏，不怕累，是
我最敬佩的人。

拖地、擦瓷砖、清理垃圾……每
次见到保洁阿姨，她总是忙碌着，有
时还看到她面带微笑帮助同学做事。

今天轮到我值日，我一手提着
桶，一手拿着拖把，哼着歌轻快地来
到洗手间，可我犯难了：怎么清洗拖
把呢？

这时，保洁阿姨向我走来，她一
边用袖子擦拭汗水，一边用不标准的

普通话对我说：“小朋友，我来帮你。”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将我手中的拖
把拿了过去，还笑着问我：“小朋友，
你在家是不是不用做家务？”我羞愧
地点了点头。

我不禁又打量起保洁阿姨，她手
上布满老茧，脸上爬满岁月的痕迹，
额头上满是汗水。

“小朋友，洗好了，给你。劳动也
是一门功课，要好好学习。”保洁阿姨
的声音轻轻的，但重重地叩击我的心
灵。

要是你来宁波，又是个小吃货，
不妨来尝尝宁波的灰汁团吧。

灰汁团，不是里面有灰色汁水的
面团，而是一种棕红色、软乎乎、美味
的小团子，超好吃。

你知道灰汁团是怎么做的吗？
周末，我倒是体验了一回。说不上
难，我们小朋友也可以自己学着做。
先要在手上涂抹一点食用油，然后将
磨成粉的大米、碱水、红糖和融化了
的冰糖汁混合起来，揉搓一番，棕红

色的面团就制作完成了。至于形状，
可以是传统的丸子形状，也可以像我
一样自己来点创意。瞧，一个“金元
宝”诞生了，又有一只“小鸭子”呱呱
坠地，还有一本“书”……接着把它们
放进蒸锅里蒸，30分钟后取出，喷香
的灰汁团就成了，一口一个，个个带
着一丝甜味。

千万要记住，不要出锅就吃，那
样不仅烫，还没有嚼劲。怎么样，灰
汁团，你喜欢吗？

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去郊外秋
游，我发现了很特别的小果子。

这是偏棕色的小果子，妈妈告诉
我，小果子叫苦槠，也可以叫苦栗，苦
槠可以食用，还可以当小玩具，是个
天然的小陀螺。

“这个怎么当陀螺呀？”
“让妈妈教你吧。”

我和妈妈拣来牙签般大小的小树
枝，然后把苦槠的小帽子摘掉，把小树
枝插进苦槠刚摘掉小帽子的中心位
置，最后把小树枝折断一点，剩一两厘
米长留在苦槠外面，小陀螺就做好了。

妈妈又教我怎么玩这个小陀螺，
它能正着转，也能倒着转，真是太好
玩了。

“对着干”
江东中心学校（中山）303班 薛亦箴 指导老师 毛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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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敬佩的人
钟公庙中心小学604班 倪舒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