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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古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
嘉善县,是一个宁静的小镇。当你
走进景区,便会看到一条很宽的
河,若想去对岸,可以乘船,也可以
走桥。不过,乘船更能感受到小镇
的古色古香。摇船人一边“叽咕
叽咕”地摇船,一边唱着当地的民
歌。坐在船里,可以看到肥美的鲤
鱼,闻到河水香甜的气息，听到摇
船人那悠远的歌声，仿佛置身于
人间仙境。

上岸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黑
瓦白墙的古建筑,每隔20米就是
一座小桥,让在河两岸的人们可以
看到对面的店铺。店铺的种类很
繁多,卖小吃的店铺是最多的。店
里有:蝉衣包圆、八珍糕、千层
饼、水豆腐、一口粽、水晶馄饨
……应有尽有。扑面而来的香气

十分诱人,让人们都想去尝一尝。
吃完小吃,就应该去石拱桥上

走一走,石拱桥的台阶很平整,虽
然饱经沧桑,但是却给人们展现出
它最好的一面。忽然一阵风吹来,
让正站在桥上栖息的鸟儿斜了斜
身子,险些掉下桥去。树叶沙沙,
好像在弹奏一支动听的曲子。

走下桥去,便看到了烟雨长
廊。烟雨长廊的棚很宽,即便下雨
也不用撑伞。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缠绕着霓虹灯的店铺和街
道，十分安静。仰望天空，可以
看到无数小星星在眨着眼，月亮
却不见了。星光笼着古镇，仿佛
身处幻境……

水乡古镇——西塘，真是名
不虚传！

（指导老师：邹萍）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乐
园。这些乐园中，有的是村头河边
的草地，有的是家里的院子，有的
是满是玩具的房间，还有的是班级
图书角……而我的乐园是美不胜
收、风景如画的公园。

公园里有一个人工湖，湖里长
满了荷花，瞧，那些荷花正在梳妆
打扮呢。湖上有一个音乐喷泉，节
假日的时候，喷泉会开放，一道道
透明的水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
发光。喷泉的旁边是广场，那里比
学校操场还要大，春天的时候总能
看到小朋友放的风筝。广场外还有
一条宽敞的骑行道路，道路两旁成
片的树林郁郁葱葱，树林里藏着一
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每到周末，我
就喜欢去公园待上一整天。

清晨，我会在道路上骑车，双
脚快速蹬着脚踏板，迎着风，绕着
公园一圈又一圈，真是惬意！

晌午，坐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晒
太阳，微风吹来花香，湖面波光粼
粼。水面上时不时地，有几只可爱
的小野鸭窜出来，嬉戏或者觅食，
一会儿钻出水面，一会儿又一头栽
进水里，还会整个身子在水面上立

起来，拼命拍打翅膀，好像要在水
上起飞。

傍晚，夕阳西下，天空倒映在
湖面里，红彤彤的连成一片，分不
清它是火烧云还是湖水。走在小径
上，旁边浅流清澈见底，成群的小
鱼欢快的游着。广场上的人越来越
多，灯光亮起，大家跳广场舞、唱
歌、做游戏、跑步聊天……广场上
霎时热闹起来。我可不是旁观者，
我最喜欢在旁边的石子坑玩石子。
一次，交了个新朋友，我们就开始
了“寻宝”游戏。我找各种颜色的
石子，她找形状各异的石子，互相
展示给对方看。突然她说：“我有
个星星形状的石子怎么不见了，在
你那边吗？”我手里也没有，于是
准备站起来找。脚一动，“咦，什
么东西硌脚的？”我心里想。脱下
鞋子一看，原来是那个“丢失”的
星星。顿时，我俩不约而同地大笑
起来。

这就是我的乐园，一个生意盎
然、热闹非凡，给我带来无限快乐
的乐园。

（指导老师：陈静）

“砰”，阵阵清脆的爆竹声响
起，我们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天。在
这天，家家户户走亲访友，小孩们
也在这几天中享受快乐。

“嗡”，随着汽车的引擎声响，
我们一行人开始向舅爷爷家出发。
明媚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马路
上，汽车的鸣笛声也一阵阵的响彻
耳边。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

“哟，谁来了呀，让我看看呢，这
不是我的宝贝外甥孙女吗？哈哈
哈！”舅爷爷大步上前，摸了摸我
的脑袋。“舅爷爷，我不小了啦”
我嘟囔着嘴，一副小孩子语气。

“哈哈哈，对，大家赶紧先进屋热
乎热乎，外面没家里面暖和，而且
饭马上就做好了，大家就先洗个
手，先吃点小吃垫垫肚吧。”舅爷
爷边招呼着大家伙进屋，边让舅舅
开电视。

饭菜终于烧好了，一阵阵的香
味扑鼻而来。我心想：这么好的厨
艺，为什么不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
店呢?这样既有收入，还可以让大
家尝到美味的佳肴。于是，我便提
出了这个想法，而舅爷爷却说，不
是没有钱，而是那些钱要留给舅舅
娶媳妇用的。听到这，我瞬间觉得
大人的世界好烦啊，娶个老婆都要
花这么多钱。

午饭过后，由于电视机里播放
的不是我爱看的，所以颇感无趣。
这时，舅爷爷跑过来给我个红包便

去忙活了。我拆开一看，瞬间来劲
了，哇塞！里面有好几张红票子，
可把我高兴坏了。但是，我却觉得
就以买零食的方式把压岁钱用光，
一点也不好。我眼睛向四处望去，
忽然看到了放在窗边的扑克牌。于
是，我脑子里瞬间蹦出了一个好主
意，和亲戚们斗地主，这样还说不
定能赢点钱呢！

我赶忙上前拿起放在窗边的扑
克牌，朝着大人们走去，举起了手
中的压岁钱和扑克牌，说：“我现
在有钱了，要不我们来斗个地主，
每把20块咋样！”亲戚们看我如此
的嚣张，于是便决定与我玩两把。

但是，一拿到牌我就后悔了。
好家伙，这是哪门子的运气啊，这
牌这么烂，还怎么打嘛！我嘟囔着
嘴，表示无语。随着一顿操作后，
果然，不出意料地输了。我越想越
气，一下子忘记了每把的赌注金
额，越玩越起劲，到最后，不但没
赢回点钱，反而还一分不剩了。好
家伙，我这手气真的是没谁了，此
刻的我真恨自己为啥会提出这个游
戏，简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自
己坑了。而亲戚们则拿着手里赢来
的钱调侃着，不一会儿，一阵笑声
便从屋里传到了屋外。

于是，新年的第一天就这样在
欢声笑语中过去了。

（指导老师：邵国洋）

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各种各样
千奇百怪的想法：拥有哆啦A梦的
百宝袋，发明了多功能雨伞等。我
也有一个奇妙的想法——发明一座
奇妙的房屋。

这是一幢三层小楼，坐落在青
青草原上，雪白的墙壁，红红的屋
顶，非常漂亮。房子不是方方正正
的，而是圆形的，屋顶也是圆形
的，像是一个大蘑菇。房顶上有一
个风车，可以发电。还有一个旋转
滑梯从屋顶一直通到地面。

建造房屋的所有材料都是用纳
米技术做成的，所以它有各种各样
的奇特功能。房子的大门是一扇多
功能防盗门，只要往门前一站，它
便能自动识别身份：如果是主人，
它就会自动开门；如果是客人，它
就会转告主人，得到主人同意后，
它才会自动开门请客人进去；如果
是坏人，它就会立刻伸出一双手将
坏人抓住，并立即响起警报，提醒
主人。

房子里的床也很特别。床头有
红、蓝、绿三个按钮。当你按红色
按钮时，你就可以让它给你唱歌讲
故事，比如你说“我想听首歌”，
床就会选择一首你喜欢的歌播放。
当你躺下准备睡觉时，床还会自动
播放轻柔的音乐帮助你入睡。当你
按蓝色按钮时，床会按照你设好的
时间第二天早上准时叫你起床；如
果你赖床不起来，床垫就会抖动，
直到你起床才停下来；当你起床
后，按下绿色按钮，床会伸出两只
机械手把床上的被子和枕头都会收
拾的整整齐齐；晚上睡觉前又会主
动把被子铺好，这样就省得每天叠
被子铺被子了。

我发明的房屋很好吧？但这只
是我的梦想，不过，我认为这个梦
想离现实并不遥远。正所谓“世上
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努
力学习，相信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的。

（指导老师：陈静）

皎洁的月光撒在大地上，微
风轻拂着我的脸颊，路上车辆并
不多。我和妈妈走在回家的路
上，谁也不说话，我们都在享受
这份宁静。突然，路旁的草丛动
了一下，一只虎纹狸花猫窜了出
来，它伏在地上，打量着四周，
我紧紧地盯着它，眼神中满是错
愕。它深深看了我一眼，便飞快
地从我前面跑过，消失在路旁的
树丛中。妈妈注意到这一点，没
有说话，只是叹了口气。

两个月前的那一天，同样是
晚上，我和妈妈去了平时不怎么
走的一条路，正准备原路返回
时，我觉得左边树上差不多离地
一两米的地方好像有个什么东
西，光线太暗看不清楚。我靠近
点一看，原来是一只猫。这只猫
也注意到了我，它从树上跳下
来，看着我。我看它不跑，也没
有摆出攻击的姿势，就蹲下来向
它伸出了手，没想到它一点也不
怕人，缓缓靠了过来，用头蹭我
的手。我顺势一把抓住它，把它
抱了起来。

我 兴 奋 地 向 妈 妈 展 示 ：
“妈，妈，你看它不跑唉，我捡到
猫了！ ”

妈妈满脸无奈，她知道我一
直想养宠物，虽然妈妈本身不喜
欢宠物，但她并没有阻止我抱走
猫，只是一直在说： “你把这猫
放下试试，看看它跟不跟你。如
果它跟你，那它跟你就有缘分；

如果它不跟你，那你也不好强
求，对不对？”

我走到路灯下，认真端详着
小猫，不理会妈妈。小猫应该是
一只虎纹狸花猫，十分好动。当
时我太过喜悦，一意孤行带小猫
回了家。

家里没有小猫可以吃的东
西，我只给它喝了些水。小猫在
家里转了一圈，就在沙发上到处
窜。我将它抱在怀里，抚摸着它
的脑袋。

不久爸爸回来了，他一看见
小猫就暴跳如雷，嚷嚷着“猫来
穷，狗来富”，让我把小猫扔了。
我不愿意，却没有丝毫办法，只
能无助地哭泣。小猫似乎知道眼
前的人类不喜欢它，坐在我身边
一动不动。妈妈抱走了小猫，把
它放在楼下。

我确定这一次我看到的这只
小猫就是两个月前那一只，它长
大了，也消瘦了不了少，可见它
的流浪生活并不好过。它不再像
以前那样亲人，或许是受到人类
的伤害了吧。我想它应该也认出
了我这个只照顾了它几个小时的
主人。

如果再来一次，我仍会带小
猫回家，并且会想方设法留下小
猫。爸爸的话太过迷信毫无道
理。愿所有生命都可以被友善对
待，也希望人们可以对自己养的
宠物负责。

（指导老师：孙笑）

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乐
园，或好玩的游乐场，或美丽的
公园，或热闹的校园……而我的
乐园很生态，那就是老家的菜地。

老家的菜地是一个大长方
形，四周长着许多花草树木，时
不时会有一些小鸟停靠在树枝上
歌唱。当然，菜地里一年四季都
种了品种多样的蔬菜，有绿油油
的青菜，有红彤彤的番茄，还有
白花花的大萝卜……在菜地旁边
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在阳光的照
耀下，河面波光粼粼，像一面明
亮的镜子。

我最喜欢在菜地里帮助爷爷
奶奶干农活。我发现干农活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学习的过
程充满无尽的乐趣。菜地里的蔬
菜可喜欢喝水了，要时不时地为
它们浇点水。浇水的时候，要用
大勺去旁边的小河里舀水，大勺
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总是不听我
使唤，我要用力使它保持平衡，

这样大勺才会乖乖听话，成功舀
上一大勺，让蔬菜饱饱地喝上一
口。拔萝卜也很有趣，我们家的
萝卜长得又大又胖，光用蛮力还
不够，还要动脑筋拔，先把萝卜
旁边的土用铲子铲掉，再一把抓
住露在外面的白花花的身子和绿
油油的叶子，这样才能拔出一个
完整的大萝卜。做完这些活，我
觉得精疲力竭，但是当我吃到那
些美味的蔬菜时，我的心里乐开
了花。这也让我体会到了爷爷奶
奶每天干农活的辛苦。正是因为
他们的辛勤劳作，才换来了餐桌
上的美味。我还喜欢在菜地旁边
的小河里钓鱼，幸运的话，还能
钓到一条大鱼，餐桌上又多了一
份鲜活的美味。

老家的菜地是我的乐园，在
这里的每一天都十分开心，给我
的童年增添了许多欢乐。

（指导老师：陈静）

说到“乐园”二字，你可能
想到的是充满欢笑声的游乐园，
拥有各种花花草草的植物园，梦
幻的迪士尼乐园……而我的乐园
是在哪里呢？它就在我老太太
家，那是一个能给我快乐的地方。

跨进大门，你便会看到一个
小院子，院子里种有很多树。“首
将”梨树，在秋天的时候成熟，
摘下来尝一口，简直不要太好
吃，汁水满满溢出，回味无穷。
而老太太喜欢在这个时候，拿两
把椅子，一人坐一把，一边吹着
风，一边吃着梨，简直不要太惬
意！接下来是“战士”樱桃树，
在樱桃树结果之时，一个个害羞
地都红了脸，好可爱啊！酸酸甜
甜，不仅好看还很好吃。走到后
院，你会看到一个小菜园，里面
是各种各样的蔬菜，有青菜、萝
卜、辣椒……这些全都是老太太
亲手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健
康食品。

晚饭过后，在老太太家看日
落是傍晚惬意的时光，你看那太
阳带着光束回家了，这时候天空

总会呈现出从橙到黄的渐变色天
空。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火
烧云，天一块紫、一块红、一块
粉、一块黄，它们给天空铺上了
一块唯美的地毯。那云有时候像
一只小鸭子，有时候像一条在天
空中游着的小鱼，有时候像一只
在这地毯上休息的可爱小猫，有
时像一只威猛的龙。但火烧云过
后，这就像是一场梦。

而我最喜的事你绝对想不
到，那就是喂鸡。小鸡们在鸡窝
里吃饭生蛋，鸡窝外是它们的世
外桃源，它们吃的残羹剩饭，却
天天下蛋。每当我把食物放到它
们眼前，小鸡们就两眼放光，争
先恐后地挤在一起等吃饭。当我
把饭放到它们碗里，它们便吃个
不停，直到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
才肯罢休。看着它们心满意足的
样子，我甚是欣慰。

在这个“乐园”里，我很开
心，也很满足。这是个能养心的
地方。

（指导老师：陈静）

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市民广
场，它位于国泰路和泗杨路的交
叉口。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去那边
散步、休闲。

市民广场的正门在国泰路的
东边。进入大门是一个悬在空中
的天桥，桥两边的围栏是玻璃做
的。沿着桥继续往前走，映入眼
帘的是政务服务中心。这幢大楼
有七层高，是市民办理各项业务
的地方。大楼的周边是一片空旷
的场地，傍晚的时候，有很多奶
奶在跳舞，她们分成好几组，有
人在跳广场舞，有人在跳交谊舞
……

沿着场地边上的楼梯向下
走，就来到了市民休闲区。这里
有花，有草，有树，还有喷泉。
喷泉的一个个水柱奋力向上，仿
佛是一条条龙正在喷水。水池周

围有一圈花坛，里面的花五颜六
色，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黄色
的；有的香味扑鼻，有的味道不
明显；有的长期挂着笑脸，有的
则昙花一现。池里水清澈见底，
池中养了许多小鱼，它们在水池
中欢快地跳着舞。晚饭后，这里
有人在散步，有人在玩滑板车，
有人在练轮滑，还有人在骑自行
车……市民广场充满了大家的欢
声笑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从市民休闲区往北走，就能
看见一个大型停车场。一排排车
子整齐地停在那里，就像一列列
士兵守护着我们安宁的生活。在
停车场与市民休闲区中间的楼梯
可以通向天桥，从这就离开市民
广场了！

（指导老师：陈静）

我的乐园
实验小学（南）小记者站 桑瑜

坑人的运气
合兴初中小记者站 范雨轩

我的奇思妙想
实验小学（南）小记者站 周何懿

游览市民广场
实验小学（南）小记者站 魏王宸

水乡古镇——西塘欢迎你
实验小学（北）小记者站 张笑玮

老家的菜地
实验小学（南）小记者站 贾子骁

属于我的快乐乐园
实验小学（南）小记者站 宋沁怡

缘分
合兴初中小记者站 聂雨瞳

夏之橙
万红小学小记者站 徐艺匀（指导老师：倪萍）

子在巢中望母归
万红小学小记者站 蔡文奕（指导老师：徐益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