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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小学小记者站 巨若汐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严爱珍
吧！”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既自责又
担心。妈妈可能看出了我的心疼，
安慰我说：“没事的，休息一下就
好了。”我那不争气的眼泪马上就
要掉出来了，赶紧拿着芒果跑厨房
里去了。
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削芒果，我
想削得跟妈妈削的一样整齐好看，
然而不小心把皮削得太厚，果肉也
被我捏烂了。妈妈看我这样急忙说
道：“小心你的手，水果刀非常锋
利。”我好不容易把芒果削好，递
给妈妈一块芒果肉，妈妈开心地品
尝着我的劳动成果，好像完全忘记
脚上的伤了。
（指导老师：钱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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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

甜甜的芒果
世界上有一种爱，无私付出却
不求回报，那就是母爱。
我随口说了一句，好想吃芒
果，妈妈听了马上去帮我买。可意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妈妈一瘸一
拐地拎着水果回来，我急忙问道：
“妈妈你的脚怎么了？”只见妈妈的
脚肿得像个大包子，她满脸痛苦地
说 道 ：“ 买 水 果 回 来 的 路 上 摔 跤
了，脚就这样了。”我急忙接过水
果，在抽屉里找到酒精消毒棉帮妈
妈清理伤口。看着她痛苦的样子，
我还不忘调侃她说：“你也真是，
下那么大雨还跑出去帮我买水果，
我又不是一定要今天吃到，雨天路
滑也不知道走慢点。看吧，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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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班有个新来的同学，个子高
挑，圆圆的眼睛炯炯有神，粉粉的
小翘鼻，非常可爱，整个人白白嫩
嫩的，仿佛可以掐出水来。虽然她
美若天使，却有着一副公鸭嗓子。
因为声音不好听，所以难免会被别
人嘲笑。
她似乎不是很在意，经常用她
那特别的嗓音幽默地讲笑话给我们
听，逗得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许多
平常不起眼的词语，从她嘴里蹦出
来，却换了个味道，让人想细细品
味。因为这个特点，她在班里逐渐
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大家改变了最
初对她的看法，放大了她的优点，
接受了她的缺点。下课时，她身边

围着听笑话的同学越来越多，她带
给我们的快乐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她在下楼梯时不小心
摔伤了脚，请假在家休息没来上
学，同学们都感到很失落。跟她家
住得近的同学，放学后还特地去她
家探望。当得知她可以来上学时，
同学们个个在教室门口迎接她，向
她嘘寒问暖，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新同学让我明白世界上没
有完美的人。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
点，做好自己，突破自己，努力上
进，是让自己变得优秀的可贵品
质。
（指导老师：朱娜琼）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王承希（指导老师：马佳波）

美丽的桃花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孙梓娉
清早，我刚走出家门，一阵清
香随风飘来。哦，原来是我家门前
的桃树开花了。
树上的桃花已经开了不少，粉
粉嫩嫩，像小姑娘的脸。盛开的桃
花，仿佛在向我们诉说春的故事；
没有完全绽放的桃花，像个刚睡醒
的小姑娘在伸着懒腰；而那些花骨
朵儿，还在做着美梦。
一阵风吹来，桃花四处飞舞，
像一只只美丽的粉色蝴蝶，又像下
起了一场粉色的桃花雨，浪漫无

比。
陶醉中，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
一朵桃花。一阵微风吹过，我迎着
风“飞”了起来。飘啊，飘啊，飘
到小河的上空，小鱼游过来夸我很
美；小蚂蚁在我脚下路过，告诉我
它的旅行梦想……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这美
丽的桃花仙子是我的朋友，我是在
看桃花呢！
（指导老师：赵玲婷）

三月春姿
中兴小学小记者站 沙芸萱
春日的暖阳唤醒沉睡的大地，
鸟语花香，冰雪消融，碧林吐芽，
欢乐和美好充斥着人间。我追随着
春姑娘的脚步，领略到了春天独有
的魅力。
我跟着春姑娘来到梅园。只见
五颜六色的梅花挨挨挤挤地开满了
枝头，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它们在
暖阳下熠熠生辉，微风轻轻一吹，
无数的花瓣随风尽情地飞舞，像翩
翩起舞的蝴蝶，又像是在和游人打
招呼。此情此景，让我如痴如醉。
我跟着春姑娘来到了湖边。湖
边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遍地的小
草钻出了地面。各色的野花繁星似
地密布在绿草之中，风动草动，令

人心动，清新的芳香让人陶醉。柳
树早已抽出一根根青翠的枝条，吐
露出一簇簇嫩绿的新芽。小鸟在枝
头欢快地唱起悦耳的歌曲……它们
都在迎接着我们的到来。
最后，我又跟着春姑娘来到小
朋友们身边。小朋友们脸上洋溢着
喜悦，脱下了厚厚的外套，来到草
坪上自由地奔跑着，玩耍着，欢快
地放飞着风筝，享受着春带来的活
力。
春天，没有夏的热烈，没有秋
的深意，也没有冬的刺骨，但我们
懂得春天，喜欢拥抱春天！
（指导老师：吴佳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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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鹿纵横华夏之上古风云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李璟睿
路上小白鹿通过和神鸟交流，
同时搜索着关于姬轩辕和姜阿炎的
记忆，断定了姜阿炎应是后世历史
记载中的炎帝，姬轩辕则是黄帝，
他俩联手对付蚩尤的进攻。
小白鹿问神鸟：“姜阿炎和姬
轩辕本是两个部落的首领，而且为
了争权夺地互相侵伐，姜阿炎的部
落战败，带领族人北迁居住。姬轩
辕的部落战胜后，统一了黄河流
域。他俩有着如此深仇大恨，为何
能联手作战呢？
”
神鸟回答道：“姜阿炎和姬轩
辕经过几次战争之后，部落损失很
大。为了繁衍生息，他们约定停
战，然后团结自己的部落，各自发
展。
蚩尤为了争夺适用于放牧和耕
种的中原地带，分别向其他部落进
攻。蚩尤的九黎大军有很多帮手，
他的八十一个兄弟骁勇善战，而且
还可以召唤很多猛兽助阵。姜阿炎
和姬轩辕多次败在蚩尤手中。
所以，姜阿炎和姬轩辕才意识
到，单打独斗是无法战胜蚩尤的，
只有合作才有可能打败他。”
小白鹿点点头，蚩尤非常强
大，黄帝曾经对蚩尤九战九败，况
且他还有很多会法术的兄弟，硬碰
硬很难打赢。
说话的当口，大鸟已将小白鹿
带到了有熊国，找到了姬轩辕和姜
阿炎，在场的还有阿嫘、风后、力
牧等即将要参加战斗的将领。
神鸟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了小白
鹿，告诉他们小白鹿是从异世界请
来协助大家打败蚩尤的使者，有净
化空间、美化心灵的超能力。

众人非常开心，纷纷表达了对
小白鹿的欢迎和感谢。相互介绍熟
悉后，大家决心要协力打败蚩尤，
给老百姓一个祥和的生存环境。
接下来，他们开始商量作战计
划。
姜阿炎说：“我们如何才能打
败蚩尤呢？要不我们先去打探一下
他的老巢再做决定吧。
”
大家想了想，纷纷点头答应。
由神鸟、姜阿炎和小白鹿组成
先行军，去打探军情，其他人在有
熊国等待消息。如若有敌兵来袭，
由姬轩辕带领大家迎战，以守为
主。
大家明白各自的任务后，开始
行动。
姜阿炎和小白鹿坐到神鸟的背
上，飞行了很长时间后，来到了一
座赤红色大山的上空。他们隐藏在
云彩的角落里向下探望。
山上看不到一棵树，却布满了
无数个深深的洞穴。黑烟不时从洞
穴中冒出来，此起彼伏，让整座山
看上去像是个长满了嘴的开水壶。
一股股通红的铁水从山石的缝
隙中流淌出来，代替了山中原有的
溪水。冒着烟的铁水流过的地方寸
草不生，山脚被铁水浇灌成了恐怖
的焦土。
在焦土之外，是一片片被砍伐
得七零八落的树林。倒下的树木横
七竖八地躺在干裂的地面上，剩下
的只是些快死的枯树，歪歪扭扭地
立在光秃秃的地面上。
“怎么被糟蹋成这样？”姜阿炎
痛苦地喊了起来。（未完待续）
（指导老师：王海燕）

疫情带给我的思考
合兴小学小记者站 余晨诚
在被新冠病毒侵扰的那段日子
里，我们在确诊病例公告中感到恐
慌畏惧；在医护人员的日夜坚守
中，看到了人间温暖；在政府主持
大局共克时艰下，不再彷徨……
在居家学习的日子里，我们拥
有了更多静心思考的时间。作为一
名小学生，我能够做些什么？除了
按要求完成每天的学习任务、配合
疫情防控之外，我们能够做的其实
还有很多。
曾经在书上看过这样一句话：
“使我深受感动的不是他们的苦难,
因为苦难到处都有。使我感动的是
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坚持、乐观与勇
气。如意或不如意,并不是决定于
人生的际遇，而是取决于思想的瞬
间 。” 当 有 人 悲 观 地 感 慨 疫 情
“偷”走了我们两年多时光时，有
人却喊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是啊，我们无法改变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重塑自己的思维，改

变消极的看法，把握住拥有的东
西，不让思维被黑暗蚕食，这是我
们的成长。
梁启超先生在流亡日本时，大
笔一挥愤然写下了慷慨激昂的 《少
年中国说》。少年如何，中国便如
何。我们青少年责任在肩，我们是
未来的栋梁，怎可不用知识武装头
脑？怎可不以强健之体魄塑造自
我？青年人是一定要具备激情、理
想和信仰的。我们所站立的地方，
是巍峨屹立的华夏，只要青少年一
代有光明，中国便会复兴。
我静坐在这空无一人的房间
里，看着窗外那万家灯火，第一次
觉得活着真好。并不是因为没有被
感染病毒而窃喜，而是因为拥有一
颗善良真诚的心去拥抱疫情带给我
们的思考，我们每个人都是应答
者。我坚信，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指导老师：丁奇婷）

我的冬奥情
白鹿小学小记者站 陈方语
今天，我被冬奥会的吉样物
——一个是穿着冰晶外壳、头戴七
彩冰头盔、充满了科技感的大熊猫
“冰墩墩”；另一个是一身中国红、
头顶如意环，面部一团白雪，脑袋
围了一圈和平鸽，在它上方有天坛
图案的灯笼娃“雪容融”，它们敦
厚可爱的模样瞬间萌化了我的心。
冰墩墩的寓意很深刻，“冰”
象征着纯洁、坚强。“墩墩”意喻
敦厚、健康、活泼、可爱，契合熊
猫形象，它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强
壮的身体、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
的奥林匹克精神。冰墩墩左手中的
心形图案，则代表着我们国家对全
世界朋友的热情欢迎。
雪容融的寓意同样深刻，
“雪”象征洁白、美丽；“容”意喻
包容、宽容、交流互鉴；“融”意

喻融合、温暖、相知相融。雪容融
是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制作的，
灯笼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有
着悠久的历史。
在本次冬奥会中，我最喜欢运
动员朱易。她是一名花样滑冰运动
员，她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科学
家，曾赴美国进修，学成后一心想
回祖国母亲的怀抱。如今他的女儿
终于实现了父亲的愿望。朱易毅然
决然地放弃了美国国籍，代表中国
队参加比赛，遗憾的是在比赛前期
发生了严重的失误，未能进入决
赛。我敬佩她的爱国精神，她是我
学习的榜样，我相信在以后的比赛
中，她一定能拿到冠军。
我喜欢冰墩墩和雪容融，也敬
佩朱易。
（指导老师：唐英）

挖竹笋
合兴小学小记者站 刘艺涵
星期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
外婆家吃午饭，还在竹林里挖到了
好多竹笋。
在家上网课的那段时间里，我
和同学们每周一到周五都只能在家
里学习知识，平时也没有出门活动
的机会。上周末，爸爸妈妈终于得
了空闲，立刻带我去看望外婆，顺
便让我呼吸一下农村的新鲜空气。
吃完午饭，我一个人在后院玩
耍，看到了一片茂密的竹林。竹子
长得很高，竹竿是一节一节的。让
我惊喜的是：竹林里竟然还有许多
竹笋。这些竹笋有的又细又高，有
的又粗又矮。最可爱的是刚探出个

脑袋尖尖，躲在泥土里偷偷看着我
笑呢。我连忙叫大人一起来帮忙挖
竹笋。爸爸带着挖竹笋的工具，妈
妈拿着篮子。外婆说：“挖竹笋的
时候不能挖太深，也不能挖太浅。
挖得太深会挖不动，挖得太浅又太
浪费了，要刚刚好。”我们在外婆
的指导下一起分工协作。爸爸把挖
到的竹笋放到地上，我去一个一个
拿起来递给妈妈，妈妈把竹笋放到
篮子里。最后，我们挖到了一篮子
竹笋呢！
吹着暖暖的春风，我们带着竹
笋凯旋而归。
（指导老师：张红）

沙漠遇险记
中兴小学小记者站 刘家豪
在茫茫的大漠中，太阳火辣辣
地炙烤着大地，空气中的水分犹如
被抽干了一般，让人嗓子干得发
疼。我、表哥和李叔叔三人迈着沉
重的步伐往前走，每走一步，犹如
踩在软绵绵的棉花上，让人脚下使
不出力气。偶尔一阵风吹过，我们
的嘴巴里便都是沙子。
我晃了晃水壶，里面一滴水也
没有了。此刻的我犹如泄气的皮
球，早已没有了出发前的神气，一
心只想快点走出这片无人区。走在
前面的表哥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情
绪，回头看了看我，鼓励道：“再
坚持一会，我们马上就能走出这片
沙漠了，现在可不能放弃！给！”
说完，他把水壶递给了我。我不好
意思地接过水壶喝了起来，顿时感
觉神清气爽。
喝完水我加快步伐，准备追上
他们。没走几步，突然感觉脚下踩
到了一个硬硬的凸起的沙堆，紧接
着那个沙堆开始慢慢变大，里面还
不断地传出“嘶嘶”声。随着沙堆
周边的黄沙不断下落，里面露出了
黑色的鳞片，一条巨蟒出现在我面
前。我吓得倒退几步，摔倒在地

上。我胡乱地抓起一把沙子准备扔
向这条巨蟒。
“不要动！不要攻击它！稳
住！”不远处的李叔叔赶紧制止了
我的行为。李叔叔是一位经验丰富
的探险爱好者，出发前的各种装
备，比如指南针、地图、饮用水等
都是他准备的，是一位非常值得信
任的探险家。我只能乖乖地呆在原
地不动，可是身体却控制不住地颤
抖。对面的巨蟒似乎看出了我的胆
小，吐着红色的信子，抬着头高傲
地 看 着 我 。 只 听 “ 啪 ——” 的 一
声，巨蟒突然倒下了，原来是李叔
叔在不远处用麻醉枪瞄准了它并精
准地射中了它的头部。我松了一口
气，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李叔叔抬起手看了看表，用指
南针确定了方向。他提醒我们要赶
紧赶路，天黑前一定要离开这片沙
漠，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我吓得
立马从地上跳了起来，快步跟上他
们，生怕再遇到刚刚的巨蟒。
在李叔叔的带领下，我们成功
地离开了这片沙漠，这可真是一次
毕生难忘的探险啊！
（指导老师：朱娜琼）

四季的美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徐 荧
俗话说：“春天不播种，夏天
就不会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
天就不能品尝。”是啊，一年四季
就是这样，春天是生机勃勃的，夏
天则骄阳似火，秋天是秋高气爽
的，冬天则银装素裹。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随着新的一年来临，春
天也徐徐揭开了她的面纱。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似剪刀。”春天，是一位慈祥的母
亲。她温柔地抚摸小草，不知是有
什么魔力，枯黄的小草被注入了旺
盛的生命力，探出脑袋好奇地看着
世界。花儿们看见小草褪去了黄大
衣，换上了新衣裳，不禁露出娇羞
的脸蛋望着春天，似乎在说：“妈
妈，我也想要新衣裳。”这时，小
溪走过来，将滴滴甘露奉献给小草
和花儿，小草和花儿们十分享受，
变得生机勃勃。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春天过去了，迎来的是
烈日炎炎的夏天。“欲把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夏天，是
一位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将天气
变得十分炎热，知了爬上大树，唱
起一首又一首乐曲，歌声清脆悦
耳。大黄狗跑到阴凉处休息，一边
趴着一边吐着舌头。火热的太阳毫
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天地间仿佛
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使人

喘不过气来 。但是夏天依然魅力
十足，你看池塘中的荷花，争相盛
开，忽然有几只蜻蜓立于上方，荷
花、荷叶、蜻蜓一起构成了一幅明
丽多姿的画。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
对愁眠。”夏天过去了，来临的是
金风送爽的秋天。“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天，是
一位神奇的魔法师，一挥手，世界
便成了金黄色。田野边，农民伯伯
正在勤劳地收割麦子，麦子就像一
条金黄黄的地毯，让人忍不住想要
去摸一摸 。果园里，有黄澄澄的
橘子、红彤彤的苹果……这里的水
果应有尽有，果农们看着累累硕
果，露出了欢快的笑容。秋天带给
人们的是丰收，是快乐。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春、夏、秋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轮
到冬姑娘闪亮登场了。“梅须逊雪
三 分 白 ， 雪 却 输 梅 一 段 香 。” 冬
天，是一位冰清玉洁的美人，美得
无法形容，美得令人陶醉，使人久
久无法忘怀。雪花一片又一片地落
在地上、房屋上、窗棂上……孩子
们团成一个雪球，开始打雪仗。另
一边的孩子正在堆雪人。看！一个
个雪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个个活灵
活现。孩子们有玩不尽的游戏，也
有玩不尽的热情。
（指导老师：姜梅婷）

梦幻雪山
福前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陆晓林（指导老师：张维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