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祁山小学小记者站 黄宬晞

春 天春 天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张雯萱

天黑了，小熊一家睡觉了。很快，熊爸爸就打
起了呼噜。

“呼噜——呼噜。”呼噜声惊醒了熊妈妈，熊
妈妈拉了拉熊爸爸的衣服说：“熊爸爸，你别打呼
噜了，吵得我睡不着！”熊爸爸不好意思地说：

“唉，我尽量忍住。”熊爸爸说完，没过几分钟又打
起了呼噜。熊妈妈实在受不了就让小熊和爸爸
一起睡觉。

“呼噜——呼噜。”呼噜声惊醒了小熊，小熊
拍了拍熊爸爸的肚子：“爸爸，你别打呼噜了，吵得

我睡不着觉了！”熊爸爸惊醒了：“对不起，怪我没
忍住。”熊爸爸说完，不多会又打起了呼噜。

“呼噜——呼噜。”熊爸爸的呼噜声越来越大，
就像上山的小火车，断断续续。呼噜声把熊妈妈
和小熊都惊醒了。他们非常生气，异口同声地说：

“你能不能别打呼噜了，吵得大家都睡不好觉了！”
“对不起，可我就是忍不住，我会改掉这个毛病
的。”熊爸爸每晚睡觉前都努力控制着，可是睡着
后，就全忘记了。

“呼噜，呼噜——”听，熊爸爸的呼噜声又响了……

放风筝放风筝
新安小学小记者站 江瑾瑜

春姑娘迈着轻盈的步子来到
了人间，轻柔的春风抚摸着刚抽
出的枝条，温暖的春光照耀着青
青的小草，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色。碧空如洗的蓝天，飘着
几朵白云。

来到广场上，我们看见了展
翅飞翔的“老鹰”，在蓝色的海洋
中畅游的“金鱼”，还有不听使唤
到处乱爬的“蜈蚣” ……我拿着

“蝴蝶”，哥哥拿着“燕子”，好友是
我们的助手。哥哥希望他的“燕
子”先行一步飞上蓝天，我笑眯眯
地说：“好呀！”哥哥拿着线轴做着
起跑的姿势，好友托着“燕子”剪
刀似的尾巴，然而我满怀期待在
一旁看着。

“三、二、一，跑！”我叫道。哥
哥便拽着线和好友一起奔跑起
来，随后把“燕子”向空中一掷，于
是，它渐渐飞了起来，哥哥跑得更

快了。“燕子”飞得越来越高，在我
的视线里也越来越小，但是好景
不长，它摇摇晃晃一头栽向了地
面。我们便又重新开始，“燕子”
最终又一次飞向了高空。

“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的
‘蝴蝶’上场啦！”我急切地问。“当
然了！”好友点了点头，便转头协
助我。因为之前的实践经验，我
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蝴蝶”飞上
了天空。我眉开眼笑，好友也一
脸骄傲，哥哥更是神采飞扬。

蓝蓝的天空衬托着各种各样
的风筝，显得美丽而生动。这次放
风筝让我尝到了生活的乐趣，更放
飞了我的心情和梦想。未来的我
们也将像风筝一样飞向远方，却始
终有一根线牵着父母的心。

夕阳西下，我们只好依依不
舍地朝家走去。

指导老师：凌向红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新教育学校小记者站 吴啟安

看，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清风徐徐，把小
草吹绿了，把花儿吹艳了，也让冬眠的小动物们
醒来了！哦，是春天来了，我也去赴约了。

“轰隆隆——”是雷公公来了；“哗啦啦——”
雨姐姐也来了。你细细去感受，这雨还带有小草
的清香呢！雨后，一道彩虹出现在天空。你看山
上，那群羊玩得可真欢啊！咦？山上那点点黄色
的是什么？让我们走近点瞧瞧——原来是迎春
花呀。

这时农民伯伯也忙了起来，一颗颗金色的
汗珠从他们脸上滑落，他们正忙着耕地、翻地、

播种。
天上一片蔚蓝，夕阳西下之时，天空又变成一

片金色，不知从哪里飘来几片云朵，也是金灿灿
的。远处的小河上，还有几只鸭子，它们一动不动
地看着夕阳，仿佛被这美景所吸引了。那边几个
斗蛐蛐的孩子也被家人叫回去吃饭了，此刻的田
野一片祥和。

夜晚，处处都是一片宁静，借着月光可以隐隐
约约地看见几只猫头鹰正在捕食。夜深了，周公
正呼唤着我。春天，咱们明天再见吧。

指导老师：洪子伟

熊爸爸的呼噜熊爸爸的呼噜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吴文俊

保护环境，打造美丽家园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王婧

“地球”，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啊！她是人类
的母亲，大地的摇篮，她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孕育
了世界上的万物。

如 今 ，地 球 母 亲 已 经 千 疮 百 孔 ：地 球 的
“肺”——森林湿地受伤了；地球的血液——河
流、湖泊病变了；地球的肌肤——大地干裂了
……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是我们人类，我们
不仅伤害了地球母亲，更伤害了我们自己……我
们生存的环境恶化了，呼吸的空气浑浊了，饮用
的淡水稀缺了……

昔日，家乡的河水清澈见底，小鱼小虾在快
活地玩耍，小鸭子们在水面上和小鱼儿玩捉迷
藏，时而钻进水里，时而探出头来，让人忍俊不
禁。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宏村旅游业的发展，众
多的游客纷纷前来游玩，宏村的环境渐渐变差了
……许多前来写生的学生把用过的颜料水直接

倒进河里，水渐渐不干净了。村民们往水里丢垃
圾，小鱼、小虾也不见了。

当人们意识到环境恶化给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时，就有了保护小河环境的意识。每天工作人
员乘着小木筏，拿着渔网把垃圾从河水里捞出，
并放进垃圾桶里。他们还组织人员进行巡逻，禁
止人们往河里扔垃圾。政府有关部门特意在学
生写生的区域安放了倒颜料的垃圾桶。在这场
保护小河的行动中，宏村的水资源得到了有效保
护。小鱼小虾也回来了，它们一起在水中嬉戏玩
耍，此时的小河又恢复了往日的美丽。

同学们，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一定
要好好爱惜它，让我们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
起，节约每一度电，珍惜每一滴水，不乱扔垃圾。
携起手来，共同打造属于我们的美好家园！

指导老师：余卓华

芳村赏荷芳村赏荷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詹子昕

当太阳刚露出头时，我和凌叔
叔踏上了前往芳村赏荷的旅程。

我坐在凌叔叔的电瓶车后
面，风在身体两侧呼呼地刮着。
不远处，几座高山在云雾中若隐
若现，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太
阳也被蒙上了一缕轻纱。眼前仿
佛人间仙境一般。一片片绿油油
的水稻在田野里笔直地挺着腰，
仿佛一个个尽职尽责的小士兵。
电线上站着几只小鸟，它们仿佛
也在欣赏清晨这迷人的风景。

大约过了 20多分钟，我们终
于到达目的地——胥岭芳村。映
入眼帘的是一片荷花的海洋，一
眼都望不到尽头。我迫不及待地
下了车，凑近荷花仔细观察，才发
现荷花竟如此美丽。一片片娇嫩
的花瓣尽情地舒展，尽情地向人
们展示自己的美貌，中间淡黄色
的花蕊点缀着荷花，加上身旁几
片荷叶的衬托，荷花的美淋漓尽
致地展现出来了。

继续往里走，满眼的荷花看

得我眼花缭乱。有的荷花看起来
自信勇敢，将花瓣全部展开；有的
荷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含着
苞儿，迟迟不肯开放；还有的荷花
半 开 半 合 ，似 乎 拿 不 准 自 己 的
美。我小心地用手机拍着照。

慢慢的，太阳终于露出了脸
庞，将阳光洒向大地。荷花也在
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娇嫩，更
加鲜艳。有的荷叶上还有几颗晶
莹的露珠在闪闪发光，风一吹，调
皮地滚在一起成为一颗大露珠。
一不小心，“叮咚”一声，又从荷叶
上滚了下来。

太阳已经完全升空了，像个大
火球炙烤着大地。满脸汗珠的凌
叔叔说：“再照几张，我们就回去。”
但我却舍不得这一大片花海，迟迟
不愿离去。回去的途中，旁边的树
林里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蝉鸣。抬
头向上望，早已云开雾散，几只白
鹭在天空中悠闲地飞着。

今天，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大
自然真实的美！

时尚女郎时尚女郎
行知小学小记者站 毛欣妍

记得，那是去年四月的一
天，我背着小山似的书包，一
步步走向公交站台。

放学了，我还要去上兴趣
班，真烦。一阵凉爽的微风扑
面而来，我的心情仍郁郁寡
欢。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
了站台。

忽闻一阵浓浓的香水味，
我皱了皱眉头，看见旁边站着
一位大姐姐，她一身蓝色牛仔
服，穿着一双名牌运动鞋，那
双鞋白得发亮。不仅如此，她
的眉毛、嘴巴和指甲都涂得花
里胡哨的，还拿着一面镜子照
来照去，一看就是个不折不扣
的时尚女郎。我对这种人一
向颇无好感，不由在心中暗暗
翻了个大白眼。

公交来，我随着人流挤上
公交。此时的公交车还真像
个“沙丁鱼罐头”，人挤来挤
去，让我感到又闷又热。

车门“吱呀”一声开了，我
没注意，身体晃了晃便撞上了
一个人，还踩到了她的鞋子。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定眼
一看，原来我踩到了时尚姐姐
的鞋子，鞋子上顿时出现了一
道黑黑的污印。我想她那么
讲究，肯定会劈头盖脸骂我一

顿。没想到她只是笑了笑说：
“没关系！”我惊异地望着她，
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脸上
火辣辣的。

过了一会儿，到了站点。
“啪——”地一声不知怎么回
事，我的书包又撞上了一个东
西。我小心翼翼地回头一看，
居然是时尚姐姐的镜子掉在
地上，镜片已破碎不堪。我吓
得结结巴巴道：“姐姐..……
多少钱……”唉，今天太倒霉
了。估计这次她不会再放过
我了？又一次出乎意料，她摇
了摇头，并关心地嘱咐：“算了
……下次坐公交车要小心啊，
你若是经常这样可不好。”说
完，她小心翼翼地下了车。

我也下了车，目送她远
去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愧
疚之意。我不仅误解了她，
还把她的镜子碰碎了。可她
却不以为然，竟然是那么的
大度。看来人不可貌相，不
能只靠外貌评价人啊。想到
这儿，我的脸一下子又滚烫
起来。

我似乎想到了什么，望着
绯红的夕阳，我大步流星地向
前走去。

指导老师：李春燕

春天是美好的，一切都充
满生机，充满活力。

看，新安江延伸段的草坪
上，那可爱的小草、那美丽的
野花、那翩翩飞舞的蝴蝶，无
不展示着春天的美好，这一切
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绚丽多
彩的画。我闻着青草的清香，
双脚触着它的柔软，顿感神清
气爽。春天的花儿开满枝头，
争奇斗艳，如一个个小姑娘展
现青春、绽放美丽。风卷起淡
淡的花香向我吹来，它不像冬
风那么刺骨，也不像夏风那么
热辣，它只是暖暖的，如一位
和蔼可亲的老奶奶，拂了拂我
的衣，摸了摸我的头，留下一
抹香气在我的身边。那些从
南方飞回来的小燕子停在电
线杆上如同五线谱上的音符，
谱写着一首春天的歌。

漫步在新安江延伸段的人
们，又何尝不是一道景？不论
是大人还是小孩，终于重新获
得了外出散步的机会。他们一
个个兴高采烈地穿着漂亮的春
装，戴着不容忽视的口罩，来到
了户外。瞧呀，一个小朋友抓
到了一条小鱼，旁边的小朋友
们都嫉妒地看着他。那个小
朋友跳起来，把小鱼儿窝在手
心里，想跑回父母身边炫耀一
番，可惜那鱼儿却从指缝中溜
走了。大人们半躺在草地上，
懒懒地晒着太阳，幸福地望着
不远处捞鱼的孩子们。

春天是美好、温暖的，希
望所有的美好都如春天一般
如期而至，希望这场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能够圆满取得胜
利，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共同享
受春天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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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臭鳜鱼家乡的臭鳜鱼
长干小学小记者 杨子儒

每个人的家乡，都有让人
垂涎三尺的美食。我家乡的臭
鳜鱼，只要你品尝之后，定会对
其回味无穷。

臭鳜鱼是徽菜代表之一，
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它
色泽鲜亮，呈金黄色，像是打了
蜡一样，让人看着非常舒服；它
的香味浓厚，“臭”味飘香，让人
口水直流；它的美味更让人流
连忘返，闻着微臭，食之飘香，
入口即化。臭鳜鱼制作方法也
很复杂，要把鲜活的鳜鱼宰杀
洗净，加入秘制调料腌制数日
后取出，经过精心烹制，才能成

为一道口感绝美的臭鳜鱼。
相传，徽州本地鳜鱼出产

不多，都是用木桶从外地挑来
的。由于路途遥远，活鱼在路
上就死去了，徽商舍不得扔，就
加些作料腌制后烧着吃，结果
发现鱼的味道更加鲜美了。这
就是臭鳜鱼的来历，也是我喜
爱臭鳜鱼的原因之一，因为它
代表了徽商吃苦耐劳、拼搏进
取的精神。

我爱家乡的臭鳜鱼，因为
它别具风味；我爱家乡的臭鳜
鱼，因为它饱含着家乡人的优
良品质。 指导老师：张艳

前几天，妈妈下班回家对我
说，大洪古道的杜鹃花盛开了，问
我想不想去踏青赏花，我愉快答
应了。随后，妈妈告诉我：“赏花
的同时可要劳动的噢！”我急忙
问：“什么劳动呀？”妈妈说：“古道
两旁有很多游客随处乱扔的垃
圾，我们要去把这些垃圾清理干
净。”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更要
参加了。

这一天终于到了，我和妈妈
同她所在党支部的叔叔们一起坐
上了去大洪古道的公交车。车
上，叔叔们告诉我，这次活动的主
题是：清洁古道当先锋、保护环境
作表率。

一路上，灰尘漫天，我望向窗
外，原来是沿途正在修建“德上高
速”。路边有大大的工棚，也有小
小的帐篷。妈妈告诉我，这些铁
皮搭建的板房，冬冷夏热，可见工
人们生活条件多么艰苦！远处的
山上，各色山花竞相开放，茶农们
正辛苦采摘茶叶。我深深体会
到，现如今方便快捷的交通，平日
里喝着可口的茶水，都是来之不
易的！

“到了，在想什么呢！”妈妈问

到。我拿出准备好的钳子和垃圾
袋下了车。沿着青石铺就的古道
拾级而上，两旁的杜鹃花迎风摇
曳，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红
得像火，粉得似霞，一片片的，好
像一块块美丽的幕布。可是低下
头，古道两旁的路边、山坡上随处
可见丢弃的方便面盒、矿泉水瓶、
纸巾和一些食品包装袋，与这美
丽的风景极不相称。

见此情景，大家都撸起袖子、
弯下腰、迈开步子，捡拾这些大煞
风景的垃圾。我们不放过视野内
任何一处垃圾，有位叔叔小心翼
翼地扶住树干，缓缓往下，捡拾河
岸边的垃圾。在我们的带动下，
许多游客也都自觉加入到捡拾垃
圾的队伍中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是啊，美丽的环境可以让人的心
情瞬间变得舒适。

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大洪
古道焕然一新，道路两旁的杜鹃
花在夕阳余晖之下，显得更加鲜
艳美丽。看到这美丽如画的景
象，我顿时感到十分惬意。

指导老师：余小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