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味小丸子
□岩寺小学小记者站 吴丞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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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盒里走出的春天
□百鸟亭小学小记者站 孙睿

爬楼梯中的数学问题爬楼梯中的数学问题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卢文艺

放学了，我和妈妈一道回家，进了小
区，我背着书包慢吞吞地走着。

妈妈站在单元门楼梯口大声喊：“快
点啊！像你这样慢吞吞的，走一层楼要
花上个三分钟，从一楼走到我们家三楼，
该花几分钟啊？”我知道妈妈是故意出题
目考我，心想：“哼，还想考我，老师早就
讲过类似的问题了。”我假装说：“我想
想，9分钟？不对不对，是6分钟。”

妈妈看我有些迟疑，问道：“为什么
是 6 分钟呀？”我回答道：“从一楼到三楼

只需要爬两层楼，爬一层楼是三分钟，两
层楼不就是 6 分钟啦！”妈妈笑了，继续
说：“不错，看来你懂得的还真不少呢！
那我问你如果每层楼有 20级台阶，到我
们家，该走多少级台阶？”“这还不是一个
道理吗？40级呗！”妈妈又笑了，说：“那
你数 40 级台阶上来哦！”可当我走到楼
梯口的时候才发现问题，于是大叫：“妈
妈，妈妈，不对啦！”“怎么不对了？我走
40级台阶还真走不到家呢！”“你刚才不
是算好了呀？”“不是，妈妈，你看，我们站

在楼梯口这里是一楼吗？哦，我明白了，
现在的房子底下都有车库或是杂物间，
要走上一些台阶，才能上到一楼，那这样
算的话应该还要加上从平地到一楼的这
些台阶。”“嗯，说得不错。”咦，这个问题
以前还真没发现过，平时做题时不会考
虑这么多。

第二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老师，
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夸我是个善于观
察的好孩子。老师说，以前人们住的楼
房都是从平地起算一楼的，就像我们的

教学楼一样。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平地一般都建有车库或杂物间，之
上才算是一楼，在大城市里还有地下几
层的，像我们这里新开的超市，就是在地
下的呢！到了高年级，我们会学习更多
的知识，我们要用心观察生活。发现、解
决问题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心里美滋滋的，
原来数学就在我们身边，学习数学是一
件多么有趣的事啊！

指导老师：万碧瑞

我的“烦恼精灵”
□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方诗缘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烦恼，我也不
例外。

我是个胖胖的小女孩，今年 11
岁。一到夏天、过年，我的“烦恼精
灵”就来了。夏天，别的小朋友都穿
着漂亮的小裙子，我总买不到合适
的裙子。爸爸每次在网上给我买上
衣、裤子时，都是买最大号的。有时
看 中 的 衣 服 没 有 我 能 穿 的 尺 码 。
唉，真是伤心！去年过年也是这样，

姑姑带我去屯溪，给我买新衣服。逛
了许多店，才买到一件我比较满意的
大棉袄。

我的烦恼不止一个，我真羡慕隔
壁邻居家的小孩。他现在才两岁，一
天吃、喝、玩、睡，无忧无虑，没有一点
儿任务。我呢，早上六点半就得起床
了，接着上一天的课，晚上回家还要
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从周一到周
五，真忙真累呀！周末也不闲着，除

了完成家庭作业，还要学画画，练毛
笔字，没有时间放松。我希望永远是
两岁的小孩，永远长不大。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开开心心地
过好每一天，如果整天唉声叹气的，
人就容易变老，说不定还会得病。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吗？那
么，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忘掉“烦恼精
灵”吧！

指导老师：程亮

“天呐!这也太香了吧!吧哪吧唧！嗯，
好想再吃几个小丸子呀!”一位同学意犹未
尽地说。

没错，这就是我们班同学胡向荣的妈妈
亲手做的米粿。这次“家校共育活动”她带
来了拿手绝技——美味的小米粿，让大家学
习制作和品尝。由于小米粿太小，类似于小
丸子，因此大家戏称它“美味小丸子”。

阿姨先是教大家怎么制作，然后老师请
几位同学练习做米粿，我被点到名字，连忙
起身走了过去。我先拿了点面，然后开始揉
搓成小球,在球上面挖个小洞，一个颜色略
微有点紫的小米粿就在手中诞生了。大家
捏好之后，小米粿就像调皮的小娃娃，一个
个跳进铁锅里洗澡，不一会儿，小娃娃洗完
澡，就一蹦一跳地来到我们碗里。

碗中的小米粿像是穿上了一件棕色的外
套，外套上面又沾上了青绿色的蒜叶装饰，这
漂亮的模样让人啧啧赞叹。

指导老师：蒋建辉

我的家乡
□岩寺镇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诸葛正洋

诚信，让生活更美好
□新世纪学校小记者站 徐文涛

寒假期间，喜爱阅读的我又
读了一本好书，那就是罗尔德·
达尔系列丛书中的《查理和巧克
力工厂》。

书中的主人公是查理·巴克
特和威利·旺卡先生，旺卡先生的
巧克力工厂非同寻常，它是全世
界最大最有名的巧克力工厂。旺
卡巧克力糖有五个糖藏着金券，
那是参观巧克力工厂的邀请券，
但是收到邀请券的五个参观者除
了查理，其他几名小朋友都没有
听从旺卡先生的劝告，不遵照规
定的方式，结果有的差点淹死，有
的差点变成蓝莓，有的差点被缩
小变不回来，还有的差点永远留
在垃圾车间被烧成灰烬。只有查

理很听话，处处遵守游戏规则，最
后赢得了奖励。

查理的获奖让我明白，成功
的人生是在踏踏实实的奋斗中
获取的，做事情需要勇气，但更
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心所欲，
否则一定会受惩罚。

巧克力工厂里发生的一系
列故事都吸引着我，这个故事让
我边读边羡慕旺卡先生，他居然
有这么好的巧克力工厂，我真佩
服旺卡先生有这么神奇的创造
力，不过我更希望这个工厂还能
增加一项功能——飞行，这样巧
克力工厂就能飞到世界各地，满
足所有孩子的愿望啦！

指导老师：余咏梅

遵守规则的查理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读后感

□甘棠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陈凯伦

诚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是做人的根本，“君子一
言，驷马难追”这句话就是告诉
我们要说话算话，做个诚实守信
的人。

放假的时候，同学约我去她
家玩，我在她的书桌上发现了一
本非常好看的小说，我忍不住读
了起来。里面的情节、人物性格
和内容都让我为之着迷。我读得
津津有味、忘乎所以。这时，同学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既然这么
喜欢这本书，那我就借你两天
吧！”我高兴极了，连忙说了几声
谢谢之后便把书带回了家。

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小说也看得差不多了，得遵守承
诺还书了。可老天好像偏偏跟我
作对，我一出门，便下起了倾盆大
雨，一颗颗雨点仿佛故意似的，全
往我身上落，我只得返回家中。

这时妈妈出来了，上来问我情
况。她听了我的解释之后变得严
肃起来。

“你既然答应了别人今天还，
就必须得做到，这样才是一个守
信用的孩子。雨下得这么大，我
陪你一起去把书还了。”说完妈妈
便和我一起穿上雨衣和靴子，并
用一个袋子把书装好，踏上了还
书的路程。

虽然同学家离我家不远，但
经过雨水的冲刷，那条弯弯的小
路变得泥泞起来，如果不是妈妈
扶着我，我不知道会摔倒多少次。

终于走到了同学家，我敲了
敲门。

“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
“上次问你借的书，说好两天后还
你的，今天拿过来给你。”还完书
后，我轻松地笑了。

指导老师：潘碧霞

小树的成长
——《走近陶行知》读后感

□龙山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查芷萱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走
近陶行知》学生篇，了解了他的一
些故事，从中我获益匪浅。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最具影响
力的教育家之一。毛泽东称他为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为
他题词“万世师表”，郭沫若说：

“2000 年前孔仲尼，2000 年后陶
行知。”陶行知有“爱满天下”的博
大情怀，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
半根草去”的崇高人格，这些影响
激励了无数老师和学生。

当我读到“陶行知说：‘这棵
小树躲在大树底下，吸收阳光和
雨露都会受到限制。大树底下，
小树是生长不好的呀！一棵树，
因为缺少自由生长的土地，无法
充分吸收阳光和雨露，就不能健
康成长！’他停了一下，深情地望
着戴自俺说：‘如果把这棵小树
从大树的阴影下移出来，换一个
地 方 栽 ，它 一 定 会 长 成 参 天 大
树！’”时，我感受到了陶行知对
戴自俺的良苦用心，他希望戴自
俺能接受锻炼，在实际工作中培

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在生活
中我们也一样，不能总活在家长
的庇护下，也要学会独立，闯闯外
面的世界。我们也要在外面的世
界“吸收阳光和雨露”，自由健康
地成长。

我还从“陶行知停顿了一下，
接着说：孩子拆表是因为好奇心，
孩子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求知欲，
是有出息的表现。你打了他，不
就是把他的求知欲打掉了吗？与
其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一顿，不如
引导他去把事情做好，培养他的
兴趣。”感到了孩子们应该要有一
定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们也要
多动手动脑。正值假期，我要在
完成学习任务之后，力所能及地
帮助奶奶做一些家务活，比如拖
地、洗碗、叠衣服等。

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
不仅要学习陶行知爷爷独立自
主 的 品 质 ，还 要 学 习 他 优 秀 的
美德，争做新一代更完美的“小小
陶子”。

指导老师:程发丽

我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丰乐河，它从小
镇的街市中流过，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分明，
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春天，公园里的花草树木都复苏了，小
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粉红的桃花像怕羞
似的，一朵挨着一朵密密开放着，就连文峰
塔上都冒出了一些小草，它们也在迎接着春
天的到来。小朋友们有的在公园里踢球、有
的在放风筝、有的你追我赶，真是热闹极啦！

夏天，池塘里的荷叶一朵挨着一朵，像
一把把遮阳伞，一朵朵荷花在荷叶间冒出
来，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已经开花了，露出一
个个嫩黄色的小莲蓬，很多蜻蜓在荷叶上飞
来飞去，它们仿佛在说：“这儿的风景真美
呀！”。

秋天，树叶渐渐变黄了，微风吹来，河两
旁的梧桐树叶随风飞舞，落在地上，像一个个
手掌，踩在上面很柔软，而且还发出“咯吱咯
吱”的响声，真是有趣极啦！

冬天，整个小镇像铺上了一层白色的地
毯，公园里的树木都穿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色
衣服，文峰塔也披上了一层新装，小朋友们
戴着手套在公园里堆雪人、打雪仗，好不开
心啊！

我爱我的家乡，欢迎大家来游玩。
指导老师：余红霞

让空气更加让空气更加““小清新小清新””
□宏潭中心小学小记者站 方梓诺

天蓝蓝，白云飘，我们背起小书包，走
进美丽的校园。坐在宽敞的教室里，窗外
小鸟在枝头歌唱，一阵微风吹来，青草的
芳香，樱花的清香便悠悠袭来，深吸一口，
沁人心脾。但这时，教室的大屏幕里出现
了一张照片：天灰蒙蒙的，行人全都戴着
厚厚的口罩。我们猜这是清晨，雾气还没
散开；我们想这是傍晚，天快要黑了。可
是老师却告诉我们，这是可怕的“雾霾”。

听完老师的介绍，我们不禁唏嘘不

已，看来清洁的空气与疾病的防控是密
不可分的。下课了，我看到班级里几位
男同学在教室里跑来跑去，很快，教室里
就扬起一片尘土，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

“醒目”。我赶紧朝那些跑个不停的同学
大声喊道：“快停下，快停下，你们不能在
教室里追逐打闹，你瞧，空气中全是灰！
灰尘可是影响我们健康的大敌……”听
我这么一说，他们齐刷刷停住了脚步，我
见状一边吩咐几位同学赶紧把窗户打

开，一边说道：“灰尘中含有大量的细菌
和病毒，长期吸入会让我们抵抗力变差，
容易感冒，严重还会引发各种呼吸道疾
病……”看着大家紧皱的眉毛，我知道同
学们对环境保护变得谨慎起来了。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观察到不知何
时，道路旁新增了四个垃圾桶，上面分别
写着“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听妈妈说，在以前，农村
里的垃圾都是随意投放的，路旁到处都

是。一到夏天，道路两旁的垃圾就散发出
阵阵恶臭，严重污染空气，破坏环境。可
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的环保意识增强
了，不仅将垃圾分类投放，还将垃圾最大
限度地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听完妈
妈的话，我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晚上，我做了一个甜甜的梦，梦里，
我们在蓝天下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梦里，我们在阳光下快乐地奔跑！

指导老师：汪杰芳

铅笔盒真是个神奇的王国。里
面有铅笔、橡皮、还有“医疗站”转笔
刀呢！

今天，天气渐渐变暖。铅笔就
想：既然不怎么冷了，我就出去运动
一下吧！于是它就约上橡皮一起去
画画。

开始画画了，可是橡皮不知道怎
么画，只好站在那里，帮忙铅笔拿些
东西。铅笔左画画、右画画，画出了
池塘、小鸟、小花……突然，跟着忙前
忙后的铅笔不小心崴了脚，这可吓坏

了它们俩！于是，橡皮急忙把它送进
了转笔刀“医疗站”。经过转笔刀的
精心“治疗”，铅笔很快就恢复了健
康。

它们又继续画画。画着画着，铅
笔一不小心画错了。本来它想画一
条小溪，却画成了一条泥沟，还一不
小心掉了进去。橡皮急忙跑去，花了
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铅笔拉上来。铅
笔上来了，擦掉了泥，重新又画了起
来。

最终，经过铅笔盒里全体成员的

齐心合作，它们终于把这幅画完成
了。哇……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
呀！圆圆的池塘、清清的小溪、飞翔
的小鸟、绿绿的大树、五颜六色的小
花……

突然，一阵风吹来，把这幅美丽
的画吹走了，它飘啊飘，越飘越高……
最后飘到了春姑娘的脸上。春姑娘睁
开了朦胧的睡眼，看了看画，心想：哎
呀，我这一觉睡醒，春天马上就到了。
于是，它张开手臂，把真正的春天洒向
了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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