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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球
在我家的阳台上，种着许许多多的植物，有绿

萝、太阳花、月季花……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仙人
球。从远处看，它像一个毛茸茸的小球，让人不由
自主想上前踢一脚；从近处看，仙人掌呈深绿色，
浑身长满了刺，它总是挺立着身躯，一副神圣不可
侵犯的样子。

刺是仙人球的秘密武器，它们又尖又硬，布
满仙人球的全身。我用手轻轻一摸，手就被戳伤
了。我从书上得知，原来这些小刺就是仙人球的
叶子，为了适应干旱的生活，防止水分蒸发，才退
化成了刺。

仙人球的花颜色繁多。小花黄如金，红如火，
粉如霞，白如雪……五颜六色，美丽极了！你看，仙
人球还会结果子呢。它的果子红红的，和花生一样
大小。我偷偷尝了一下，味道是酸酸甜甜的。

妈妈告诉我，仙人球属于仙人掌科，他们的生
命力都很顽强。即使被折断、压坏了一部分，它们
也照样生长得蓬蓬勃勃，只要把折断的那部分插
在泥土里，它就可以生根、长刺、开花。

这就是我家的仙人球，既顽强又让人敬佩，是
我心中最美的植物！

徐江小学302班邓泽铭 指导老师楼俏妹

挖冬笋
快过年了，奶奶整理好工具，带我和妹妹上山

挖冬笋。
我们来到山脚下，放眼望去，山上到处都是竹

子。竹林里很安静，安静得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流
水声。我们兴致勃勃地拿着小锄头爬上了半山腰。
忽然，奶奶停下了脚步，她在一棵竹子的周围看了
看，用锄头将四周的落叶往外扒开，笑呵呵地说：

“快过来看啊，这里有一个小土包，上面有一条裂
缝，下面肯定有笋！”她先用锄头把裂缝两边的土
轻轻刨开，再用手翻开四周的泥土。果然，一段黄
黄的笋尖露了出来。奶奶继续刨土，在笋尖的两侧
各刨了一个深深的坑，不一会儿，就挖出了一棵嫩
黄肥大的冬笋。

我也学着奶奶的样子，低着头，不停地把脚下
的树叶拨开，寻找着小土坡。“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我在一个土包下面发现了一个尖尖的硬
物。“奶奶，我发现了一个笋尖！”我一边大声呼
喊，一边绕着笋尖兴奋地左看右看。笋尖呈锥子
形，外皮褐色，身上全是毛。我挥起锄头，用力往
下一挖，再一提，一小节笋尖被我刨断了……我
很失望。奶奶告诉我：挖笋是有诀窍的。我们要先
把笋尖四周的土刨开再挖笋。我照着奶奶说的方
法，左刨刨，右挖挖，截断笋根。终于，剩下的半截
笋被我挖了出来。

“哇，今天的收获真不少！”不知不觉，我们已
经挖了满满一箩筐的冬笋，今年的除夕夜有冬笋
炒腊肉吃了。

徐江小学302班郑一帆 指导老师楼俏妹

向日葵
周末，我们全家一起去植物园玩。我看到了

很多植物，有五颜六色的玫瑰花、挂满金色小扇
子的银杏树……最吸引我的，是那神奇有趣的
向日葵。

向日葵也叫“朝阳花”“转日莲”“太阳花”。凑
近一闻，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向日葵的秆比较粗
壮，上面布满了毛茸茸的小刺。它的叶子又绿又
大，像一把把芭蕉扇。向日葵的顶端，有一个圆圆
的花盘，周围环绕着一圈金黄的小花瓣。花盘仿
佛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穿着金黄色的花瓣
裙，美丽极了！更奇特的是向日葵花盘里的果实，
一个格子一颗，排得整整齐齐，这就是我们熟悉
的葵花籽。

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向日葵的花盘就朝
向东边。中午，太阳在我们头顶的正上方，向日
葵就会仰起她金色的脸庞正对着太阳。下午，太
阳慢慢从西边落山，向日葵就会逐渐将脸转向
西边。等太阳下山后，花盘会慢慢回摆，到了凌
晨，又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

我爱神奇有趣的向日葵！它告诉我：只要面对
着阳光努力向上，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徐江小学302班王筱悦 指导老师楼俏妹

树的讨论
秋风习习，把我吹得瑟瑟发抖。许多人从我身

边走过，他们也不看我一眼，我已经习惯独自矗立
在这里。

忽然，我旁边的一颗老梧桐叹了一口气，说：
“今天天气真冷啊！我活了那么久，还没遇到过温
差变化那么大的一天。昨天还艳阳高照，今天我的
根都结冰了。”

水杉听他那么一说，也开始抱怨道：“昨天我
看到他们穿着短袖满街跑，今天都包成了粽子。什
么时候我们也能穿件外衣啊！”

银杏刚染完发，听见他们的对话，愁眉苦脸地
叹息：“我刚换了个新发色，可惜用不了多久，他们
就被寒风带走了。”

枫树也跟着连连摇头，他也在惋惜自己的一
头红发呢！

樟树听他们在聊天，也凑了过来。大家看到
了他身上的“白棉袄”，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他
们争先恐后地问樟树，樟树听了半天，才听清是
问自己为什么会拥有这么一件“衣服”。樟树回
答说：“是那个……给我涂的。”正在树们要再问
一次的时候，一名穿着制服的工人拿着一桶白
色的液体在我身上涂了起来，我痒痒的，很快我
就不冷了，还有些暖和。不久，其他树也都被涂
上了白色……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那液体是什么，但是它给
了我温暖。从此，树们再也没抱怨过了。

稠城第三小学405班骆煜轩 指导老师何安安

备“年货”
春节快来临了，大人们都忙着准备各种年

货。我想在这个超长寒假，也给自己准备一些“年
货”。当然，我要准备的“年货”可不是好吃的物质
食粮，而是精神食粮——能给我补充各种知识的
书籍！

于是我催着爸爸火急火燎地来到了义乌市图
书馆，生怕好书都被人借走了。图书馆的少儿馆重
新装修刚刚完成，正以全新的面貌对外迎客。只见
图书整整齐齐，各种类别的书籍井井有条地摆放
在书架上。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年货”，我就像一
只如饥似渴的小狼扑了过去。

我认真翻看着各种书籍，这本好看，那本也不
错。很快我就选好了心仪的书，办好借阅手续，高
高兴兴载着我的“年货”回家咯！

保联小学204班杨雨晨 指导老师卢兰花

露营
这几天我和老弟表现不错，老爸决定带我们

去露营。
到达营地后，我们发现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

香，真是个好地方！在营地，我看见一个很特别的
秋千。它是用木头做的，而且非常长，就像一只海
盗船似的，能坐十多个小朋友呢！不远处，放着一
个大大的望远镜。通过它，我看见很远的地方长满
了郁郁葱葱的大树。山脚下还有一座禽舍，那里有
许多小鸡和小鸭。我好像听见了他们在叽叽叽、嘎
嘎嘎地开心聊天。

玩了好久，天空渐渐挂上黑幕。爸爸搭好了帐
篷，隔壁的小朋友跟我约定明天清晨一起看日出，
于是我们开开心心地睡觉了。

保联小学204班陈羽扬 指导老师卢兰花

放烟花
爸爸妈妈“阳康”后，爸爸买了一大袋各式各

样、形态各异的烟花，决定带我们去乡下放烟花。
开始放烟花了，爸爸小心翼翼地点燃了“冲天

炮”，只听“嗖”的一声，天空中绽放出一朵朵美丽
的小花，五彩缤纷的像流星一样光彩夺目，像晚霞
一样绚丽多彩。

我和妹妹手握着“仙女棒”，来回在空中挥舞，在
黑暗的夜空划过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就像是一个个婀
娜多姿的小仙女在天空中挥舞着魔法棒，美不胜收。

“喷泉王”是最耀眼最夺目的。爸爸一点燃，绚
丽多彩的烟花就在空中尽情地绽放，“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时而像巨龙腾飞，时而像仙女撒花，
时而像菊花盛开，不过还是最像哗啦啦的喷泉，当
烟花飞上天的时候，像波纹一样一圈一圈地放大，
而且每一个波纹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随后，喷泉

“哗”地散落下来，纷纷坠落。五颜六色的烟花交织
在一起，此起彼伏，实在是太美了。

保联小学204班黄易 指导老师卢兰花

摘柚子
今天又下起了雨，妈妈带我去阳台上摘柚子。
每年夏天，这颗柚子树叶子都长得很茂盛，向

四面展开，好像搭起了一个绿色的凉棚。成熟的柚
子，一个个沉甸甸的，由绿色变成了黄色，挂在又
高又细的树枝上，像极了金黄金黄的灯笼，整个阳
台都香香的。妈妈剥开了摘下来的柚子，我尝了尝
里面的果肉，味道可真甜啊！我一口气吃了大半个
柚子，下次我还想再吃。

保联小学204班卢奕宸 指导老师卢兰花

放风
今天天气很好，风很温柔，万里无云。遇上这

么好的天气，心情自然也是好的，就连空气也感觉
是甜的。这正是放风的好日子。

我滑着心爱的滑板车和妈妈一起来到广场游
玩。啊！广场上的人可真多。有的在花坛边上晒太
阳，有的在踢足球，还有的在放风筝。不远处，一群
大妈正在跳广场舞。

我和妈妈一起找了一块风水宝地，妈妈拿出准
备好的吹泡泡玩具，我拿着玩具奋力在空中挥舞，瞬
间飞出来很多很多泡泡。有的两个泡泡连在了一起，
像一个憨态可掬的雪人；有的几个连成一串，宛如一串
冰糖葫芦；还有的十几个抱成一团，仿佛一串晶莹的葡
萄。无数晶莹剔透、五彩斑斓的泡泡在空中飞舞着。

今天玩得真开心。
保联小学204班林钲皓 指导老师卢兰花

我和鲲过一天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在卧室里看庄子的

《逍遥游》，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刮倒在了地
上……

“醒醒，快醒来。”一个声音把我叫醒了。北冥
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呀，难
道是鲲？我激动地大喊：“你……你……你是鲲吗？
我叫小炜，你能跟我一起玩吗？”鲲点点头爽快地
答应了。

鲲背着我去它的家乡——北海。北海遍海都
是垃圾。鲲叹了口气，跟我说：“我的家乡受到了污
染，很多族人都生病了，希望你能帮忙想办法治理
北海。”

看到鲲的大嘴巴，我心中有了主意。“我们可
以用你的大嘴巴把垃圾运到垃圾处理站呀。”“好
主意。”鲲答到。

鲲用它的大嘴把垃圾运到垃圾处理站，它的
嘴巴是真的大，每一次都能运几百吨的垃圾。没几
次就把垃圾运完了。接着我又画了一张“保护环
境，人人有责”的海报，鲲用自己的法力把海报变
成了几万份，再下了一场“海报雨”，城市里的每一
户人家都收到了一份。一天下来，北海的垃圾没有
了，环境变好了。鲲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你！”

田心小学403班陈洪炜 指导老师陈飘萍

挖藕
虽然现在已是秋天，但是天气还是有点儿热。

火辣辣的太阳发出刺眼的光芒，让人睁不开眼。然
而，秋风像个顽皮的孩子，到处乱窜着，给人们带
来了一丝丝凉意。

我和小伙伴们乘车来到了一片田野旁，看见两
个池塘，就像两幅不同的画，一边荷叶茂盛，一边荷
叶全部枯萎了，只留下零零散散的一点儿嫩叶。

今天我们要在这儿挖藕。我穿好防水服，冲进
了淤泥中。一进去就看见一节藕，正想走过去挖，
却发现自己的脚卡在了淤泥里动弹不得。这时，我
看见旁边有一片荷叶，便赶紧抓住它，让自己向前
挪动了一些，才得以脱身。

经过一番作战，小伙伴们都陆陆续续上岸了，
小路两旁堆满了我们胜利的果实。这时，大家的肚
子都饿得咕咕叫了。于是，我们便带着战利品来到
同学家。今天的午饭是莲藕大餐，我们用藕做了各
种各样的美食，有排骨炖藕汤、藕饼，还有炒藕丝，
真是一顿美味又丰盛的午餐呀！

稠城第三小学405班王烁 指导老师何安安

我喜爱的玩具熊
我有一个小巧可爱的玩具熊。它有一双亮晶

晶的眼睛，穿着黑色的衣裤，头上戴着一个黄色小

帽子。这个小帽子特别衬托出了玩具熊的萌萌哒。

玩具熊是我今年生日时一个好朋友送给我

的。刚看到玩具熊时，我就觉得它跟我很有缘分。

因为我是个小胖墩，玩具熊也是胖乎乎的。因此我

对它百般呵护，有时对玩具熊的喜欢简直是走火

入魔了，经常会随身携带它出门。

玩具熊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以前，我有了烦

恼，只能默默忍受，没有人可以倾诉。现在有了玩

具熊，我有烦恼就会对它诉说。它仿佛也能听懂我

的话，说着说着我的烦恼似乎也消失了。有开心的

事情，我也会第一时间跟它分享我的喜悦。

玩具熊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爱我的玩具熊。

保联小学204班程意骅 指导老师卢兰花

绿豆成长记
早晨，金灿灿的阳光照在脸上，舒服极了。
今天，我把又小又圆的绿豆放在清水里。她

们的个子小小的，摸起来米粒差不多。单颗的时
候发不出一点声音，像一个安静的小姑娘；但要
是多几个，或一篮，只要你摇一摇，准能发出不
少豆子的碰撞声音，沙沙，沙沙……看来，还是
人多，声音大！

睡前，我又去看了一眼，呀，小豆子们已经
把绿衣上的拉链拉了下来，露出白嫩的胸膛，可
爱极了！

又过了几天，我再去看时，她们有的把头抬
得老高老高，思量瞧瞧外面有什么；有的缩着脑
袋，只敢小心地转转眼珠子。豆豆们已经长出芽
了，嫩茎大约长了六厘米，长得可真快！

她们嫩白的茎顽强地挺立着，个个精神抖
擞，活力四射。两片碧绿的叶子舒展开来，闪着
晶莹的露珠。
稠城第三小学405班张沛然 指导老师何安安

我家的“仙贝”
它有一双珍珠似的眼睛，在阳光反射下显得

异常耀眼。黑白相间的条纹井然有序，头顶上好
似有一个手掌的胎记。耳朵高高竖起，尾巴软软
的，摸起来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家的小猫“仙贝”。

它特别爱吃，只要看到我们就喵喵地叫着，
好像在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如果我们没
在家，它会窜到各个房间翻找零食，还会自己偷
偷喝牛奶。它还特别懒，一有机会就躺在阴凉
处，时常打个哈欠，好像很享受呢！

“仙贝”有个特技，会抓蟑螂。一发现猎物，
它尾巴就高高翘起，前腿缩回，毛发竖直，时刻
准备冲出去。只见它瞅准时机，向着猎物猛扑过
去，“啪”一把将蟑螂盖在爪下，揉搓着。等猎物
奄奄一息，它就围着把玩、戏耍起来。

我虽然不喜欢猫，但是“仙贝”却像我的家
人一般，成了不可缺少的一员。
稠城第三小学405班杨高鉴 指导老师何安安

小小“动物园”
有人说，家是爱的港湾，为我们遮风挡雨；

有人说，家是温暖的阳光，使我们在冬日里感到
温暖；而在我的眼里，我们家是一个妙趣横生的
小小“动物园”。

我的爸爸是一头高大强壮的“大象”，还有
像大象般的食量。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吃火锅。
不多时，大伙肚子就吃得圆鼓鼓的。而“大象”
呢，还在左一口肥牛右一口毛肚不停吃着，边吃
边说：“食物不能浪费！”

看！家里的“小蜜蜂”妈妈又在拖地了。只见
妈妈手拿拖把，边边角角都不放过，一遍又一遍
把地拖得干干净净。

我的妹妹是一只“小白兔”。在家时，她跳
舞；在饭店时，她唱歌。妈妈送她去学街舞，她很
快就着了迷。一有空就认真练习，好像一只活蹦
乱跳的小白兔。

而我，是一只“变色龙”，别看在学校里文文
静静的，在家里却闹翻了天。放学一回家，我就
冲进房间：“妹妹，快来开演唱会啦！”只见我在
床上右手拿话筒，左手做动作，声音响翻天。

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妙趣横生的小小“动物
园”，你是不是很想来参观参观？
稠城第三小学405班郑珵晞 指导老师何安安

我家的小狗
我家的小狗叫“十八”，它是一只萨摩耶犬，是

哥哥送给我的礼物。
它的毛又软又白，一张总是微笑的脸，一双

黑色的大眼睛，一对三角形的厚耳朵，格外引人
注目。

“十八”很淘气，它不像别的狗那么听话。每当
看见小朋友跑的时候，它就会紧跟在小朋友身后，
然后猛扑上去，把小朋友吓得直哭。我装出一副要
打它的样子，它竖立的耳朵马上就蔫了。它扭着屁
股，依偎在我身旁，把头伸到我的胳肢窝里，还用
舌头舔我的脸，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不过，“十八”有时也很乖巧。当我拿着食物的
时候，怎么使唤它都可以。它咧起嘴，就像一个“微
笑天使”。这时，我伸出手和它握手，它就会立即伸
出“手”和我相握；我挠挠它的肚子，它就会在地上
打个小滚。

这就是我家的“十八”，“十八力”的“十八”！
徐江小学302班毛雨澄 指导老师楼俏妹

江滨公园
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公园，这儿就是江滨公园。
漫步其中便能感受到鸟语花香，绿树成荫。

瞧，我们来到了花荫小道。春天，这里鸟语花香，春
意盎然。小草从地下好奇地探出头来，花儿悄悄地
露出了笑脸，连鸟儿也愿在树上一展歌喉。夏天，
这儿绿树成荫，蝉声阵阵。夜里，在绿树下乘凉，闻
着蔷薇的花香，聆听着蝉、蟋蟀、蛐蛐等小昆虫的
大合奏，有了几分惬意的感觉。

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啊走，瞧，那儿就是江边凉
亭，江滨公园里有四座。春天，坐在亭子里向远望
去，江面如一面未磨铜镜，忽然一个鱼钩打破了这
片平静，原来是有人在钓鱼。这时又有几只白鹭飞
了下来，在水中抓鱼、戏水。好一幅和谐的“江边垂
钓白鹭戏水图”啊！听了我的介绍，你是否也想来这
儿玩了呢？

稠城第三小学405班许轩豪 指导老师何安安

晚霞
今天放学，我一走出教室，便看见美丽的晚霞

已凌驾在校园上空，真是太美了。
只见太阳如一名出色的厨师，把云朵做成了

一块块蛋糕，下面是黑巧克力，上面铺了一层“虎
皮”，这架势，我还以为下一秒会下“蛋糕雨”呢！

天空像是被棉花给堆满了，红日依在西山顶
上，将天空染得一片橙红。就好像有人在天空上作
水墨画一样，毛笔“唰唰”几下，一幅“晚霞图”便诞
生了。这霞又如一条金龙，在天空中喷着火，把天
空给点着了，好一幅“金龙游天图”啊！

晚霞下的校园，好像被敷上了金箔，湖水如熔
化掉的黄金，水里的鱼儿闪着金光，连池塘边的树
都变成了“金钱树”，好像随时都会“哗啦啦”地掉
下金币。整个校园因为这晚霞变成了一座金色的

“大城堡”，看上去温暖极了。
我真想把这奇观用瓶子装起来慢慢欣赏。我

爱这美丽的校园，我爱这自然又浪漫的晚霞。
稠城第三小学405班胡一辰 指导老师何安安

美丽的何斯路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子，那里群

山环绕，像一个幽静的世外桃源，这就是何斯路村。
出了何里隧道，车行不过五分钟，就来到了何

斯路村。村子被群山环绕着，那些山不高，一座连
着一座，像几位妈妈敞开双臂环抱着村子；也像一
座座绿色屏障，隔离了外界的喧嚣，让这显得异常
幽静。此时的山上树木茂盛，放眼望去，一片青绿，
给人的眼睛极大的享受。到了深秋，山上的树木变
成黄色，那又是另一番的美景了。

何斯路村有一个志诚湖。湖的四周有人行
栈道，栈道上方的路上栽着许多树，树的枝条细
细长长的，伸在栈道上方形成了天然的遮阴篷。
走在下面的栈道上真是又凉快又舒服。再看志
诚湖，湖水绿绿的，静静的，像一大块闪着微光
的碧绿玉石。一阵风吹过，湖面泛起波纹好像裙
子上的层层裙摆。那些红的白的鲤鱼便在层层

“裙摆”间游来游去。还有几只白鹭，有时在湖面
掠过，有时在浅滩上梳理着羽毛，给静静的湖面
增添了不少生趣。

稠城第三小学405班陈书影 指导老师何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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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串
阳光灿烂的一天，我和弟弟惬意地走在老街

古朴的鹅卵石小路上。一阵香味扑鼻而来，把我和
弟弟拉进了炸串店。炸串店里品种不少，有韭菜、
金针菇、鱿鱼、生蚝、牛肉串、鸡翅……弟弟看得眼
睛都直了，不停地咽着口水。

等我们选完自己想吃的炸串后，店主熟练地
把烤串一串一串放进油锅里。一股股白色雾气在

“刺啦刺啦”的声响里腾空而起，吓得我们不由得
往后躲了躲。等到雾气略微散去一些，就能依稀看
见串串们在油锅里不停地翻滚，冒着泡泡，伴随着

“滋滋”的声响慢慢变成了金黄。店主拿起筷子在
冒着泡泡的油里面翻了翻，几根外表金黄的炸串
露出了油面，弟弟以为炸串要出锅了，使劲咽了咽
口水往油锅边凑过去。店主却慢悠悠地把炸串按
回了滚油里。弟弟急得跺起了脚，“啊！怎么还没好
啊？”然后又焦急地往锅里看，那眼神比油锅里的
油都烫！等到串串的棍子都被炸得金黄了，店主这
才慢悠悠地夹起烤串，放在沥油架上。

香喷喷的炸串，怎么能少了调料助兴呢？店主
一手抓着炸串，一手调味，椒盐、孜然、胡椒粉、番
茄酱……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我们欢喜地捧着炸串，嘻嘻哈哈吃上半天，满
手满嘴都是滑腻腻的菜油……

田心小学403班王萌 指导老师陈飘萍

外婆家的银杏树
我的外婆家在江苏泰州，那里景色迷人，有着

广阔的平原，是有名的“银杏之乡”。
银杏树是活化石，它的树干笔直笔直的，树皮

摸上去很粗糙，高大挺拔的银杏树，可以长到四层
楼那么高。

春天到了，银杏树抽出了小嫩芽，长出了嫩绿
的叶子，树上仿佛挂着一把把小扇子，清风拂来，
满树的小扇子就唱起欢快的歌。

夏天的时候，翠绿的银杏叶更加浓密了，简直
可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一阵微风吹过，银杏就摇
起了她的小扇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秋天来了，银杏叶争先恐后地开始变黄了。耀
眼的光芒点缀在绿叶丛中，异常美丽。有几片树叶
变成金黄金黄的，像一个个高贵的金发美女；有几
片却慢吞吞的，像一位位穿着黄绿相间摇摆裙的
美少女。秋天的银杏树，真是多姿多彩啊！

冬天是银杏树最美的季节。北风吹过，金灿灿
的银杏叶从树上飘落下来，远远望去，像极了飞舞
的蝴蝶。落在地上，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金色
地毯。

我喜欢银杏树，更喜欢去外婆家！
徐江小学302班赵瑾翧 指导老师楼俏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