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暑假喽！爸爸带着我和几位朋

友去舟山观海。

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

了舟山地界，还未看到大海，就隐隐约

约地听见了“哗哗”的海浪声。来到海

边，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海面上碧波

荡漾，一个又一个的海浪打在沙滩上，

冲走了许多细沙。我和弟弟经不住海

的诱惑，挽起裤脚，拿着铁锹，对着海

面高呼：“大海，我们来啦……”

这里的海水虽不像别处的那么

蓝，但清澈得很。阳光撒满了世界，给

万物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夕阳下

的点点柔光一点也不刺眼。我们站在

海滩边，任浪花轻抚双脚，任海风吹拂

脸颊。湿润的空气散发着海藻的清香

味，驱逐了夏的灼热，解除了人们心中

的烦恼，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海边有许多大小各异、五彩斑澜

的贝壳。海边拾贝的乐趣正在蔓延：

我们几个小朋友趁着海浪退去、沙子

下滑时，弯腰寻找，每发现一个贝壳，

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大呼小

叫起来，在阳光的照射下，洁白光滑

的贝壳在我的手心里闪闪发亮。

我们趁着浪潮退去的间隙，在沙

滩上垒城堡，比赛挖坑、跑步……玩

得不亦乐乎。爸爸他们在一旁看着我

们，不时地给我们来一个个特写，记

录着孩童时代的美好。

南瑞实验学校五（1）班：郭 聪

指导教师：胡益旦

早晨，当一缕阳光照到脸上时，

我就醒来了。妈妈说：“今天天气不

错，我们去杭州太子湾公园游玩

吧！”“好啊！”我听了，高兴得一蹦三

尺高。

经过了漫长的堵车，我们终于来

到了太子湾公园。远远望去，一大片

樱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好美啊！”

我不禁赞叹道。远看樱花，像一朵朵

白云，似乎在云端上飘着；近看樱花，

一朵朵娇嫩的花儿纵情开放，有的花

骨朵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真是美

不胜收。

越过小溪，眼前就是一片郁金香

花林了。远远望去，成群结队的郁金

香竞相开放着，红的似火，粉的如霞，

仿佛天边五彩的云霞，好看极了。我

和妈妈狂奔过去，走近了细细观赏。

亭亭玉立的花朵看起来像一个个高

脚杯，在阳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一

阵微风吹来，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

来，简直要把我熏醉了。看，一只蝴蝶

在花丛中翩翩起舞，似乎也陶醉在花

海中了。

郁金香，你的美，我会一直记在

心里；太子湾，你的娇艳，令人难忘。

南瑞实验学校三（3）班：俞 上

指导老师：陈玉萍

赏郁金香

今日新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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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们不知上了多少

节课，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三年

级上的第一节课。

那时，我们刚换来了新的班主

任———王老师，正式开学后的第一

节课是语文课。铃响后，我们每个

人都端坐在位置上，脸色无比严

肃。王老师走进来了，她走到讲台

上，装出一脸严肃的样子，没有说

话，眼睛扫视了一下全班。这王老

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我的额头

和背上都出汗了，咬着嘴唇想。“你

们谁先来自我介绍啊？”王老师先

打破了沉默。我无语了，这么长时

间原来是要……

我知道不会有人去当这“领头

羊”。“没人来吗？那我先来吧。”王

老师说，“大家好，我姓王，大家以

后可以叫我李老师。”“噗！”不知谁

先笑了一声，然后全班都笑翻了。

王老师也笑了，紧张的神经一下子

松懈下来。这下，大家都不那么拘

谨了，推来推去决定谁先上，教室

变成了菜市场，吵闹不停。这时，王

老师发话了：“承认自己是帅哥美

女的人来自我介绍。”“唰”，班里的

人一下子全站起来了。会有谁在众

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丑男丑女呢？同

学们一个接一个来到讲台旁作介

绍，大家之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拉

近了，不再有老师学生之分，一切

都是那么融洽，那么和谐。一堂课

时间很快过去了，可大家都感觉只

过了几分钟，还没过瘾。下课后，大

家都还在津津乐道地讨论着。

王老师的课这么有趣，我们怎

能不喜欢呢？

南瑞实验学校六（1）班：章艺耀

指导老师：王松姣

难忘那节课

我家面积不大，可植物真不少。

光是客厅，花花草草就有 7株，其

中包括最大的那棵澳洲杉。

“植物专家”非我妈莫属。她是

一位勤劳的家庭主妇，也是一位称

职的园丁。说起来真的是“桃李满

天下”，在她手中成长和死去的植

物不少于三五十株，有的植物虽然

生命短暂，但丝毫不影响这位“植

物专家”的热情。

家中的两棵澳洲杉健壮高大，

一高一矮相邻站立，树干都是又粗

又长，宛如两条超级大蟒蛇。它们

的根也是又大又粗，一部分盘旋在

树干底部，像是笑容可掬的弥勒佛

盘坐着的双腿。澳洲杉的叶子又尖

又细，老辣的树叶像松针，又像苏

铁一样扎手；而新长出的尖叶犹如

新生的娃娃，嫩绿可爱，一簇簇挤

在一起，似乎还有些胆怯。

吊兰是现在的明星。这位优雅

的小姐正在不停地长出细长的枝

叶，绿白相间的叶子中抽出一根根

纤细优美的茎，上面分布着新叶和

花苞，惹人怜爱。这使吊兰小姐变

得娇嫩无比，似乎一次轻轻的触摸

都可以使她痛得呻吟。有一株枝繁

叶茂的吊兰像是一位高贵的公子，

充满了生机。

家里，高大威武的龟背竹，可

爱小巧的小黄花，绽放红花的石榴

树和四季常青的常春藤……真是

应有尽有。妈妈这位“植物专家”为

我们创造了一座微缩的植物园。

南瑞实验学校五（5）班：吕晨儿

指导教师：何蔚群

植物狂欢在我家

今天，我和爸爸一起玩耍。我

如同贪玩的小松鼠，一会儿挠挠

爸爸的背，把他弄得哈哈大笑；

一会儿抓抓爸爸的脑袋，让他喝

醉酒一样直摇晃。我们玩得不亦

乐乎。

突然，我发现爸爸头上隐隐约

约闪着一根白头发。我有些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爸爸还年轻，怎么

可能会有白头发呢？我睁大眼睛，

仔细一瞧，真的是一根白头发。于

是，我大叫：“爸爸，你有白头发

了！”爸爸也有些不相信，说：“小

鬼，你可别骗我，你帮我拔下来看

看！”我小心翼翼地把那根头发拔

下来，放在了爸爸的手心上。爸爸

感叹道：“老了，老了！”

可是，我心中的爸爸还是那么

年轻。

记得那次去爬穿岩十九峰，我

只有 5岁，力气小如蚂蚁。一开始，

我蹦蹦跳跳觉得好玩，可没多久就

嚷着走不动了。爸爸见了，二话不

说，赶紧把我放在他那宽大的肩

上，“噔噔噔”一口气就爬了十多个

台阶。我佩服得大叫：“爸爸真厉

害！”在我小小的心里，爸爸赛过了

奥特曼，超过了蜘蛛侠。

渐渐的，我长大了，成了小小

男子汉。那一次，我们去爬磕山。我

和爸爸头也不回，一个劲地往上

爬，把妈妈远远地甩在后面。在一

块大石头旁，我说：“爸爸，我们来

比谁先爬到那个凉亭。”“好！”爸爸

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都铆足了

劲，迅速向终点爬去，你追我赶，最

终还是爸爸领先了一步。虽然我有

些不服输，可还是由衷地对爸爸竖

起了大拇指。

就这样，我一天天长高、长大，

渴望早一日像爸爸一样高，早一日

把爸爸甩在身后，早一日让爸爸对

我刮目相看。可是，我又多么不愿

看到爸爸的白发、爸爸的皱纹呀。

如果时间老人能还爸爸年轻，我宁

愿不长大！

就在我出神的时候，爸爸似

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爽朗地笑着，

摸摸我的头，说：“有白发不是很

正常吗？爸爸妈妈虽然一天天老

去，但看着你一天天长大，是我们

最高兴、最自豪的事。”我也豁然

开朗：虽然我挡不住时间的脚步，

但我可以为爸爸妈妈擎起一方晴

空。

南瑞实验学校四（6）班：王国锭

指导老师：盛丽春

爸爸的白发

爸爸带回来几只大青蟹，我迫不

及待地从他手中接过，仔细观察起

来。大青蟹有两只大螯，身上穿着一

身坚硬的铠甲，像一个威武的大将

军，两只圆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我把它们抓起来放进水槽时，大

青蟹拼命挥舞着两只大鳌，那样子还

真有点吓人。放入水后，大青蟹以为

安全了，嘴巴开始一动一动地，吐出

了许多泡泡。“妈妈，你听，大青蟹会

唱歌呢！”我兴奋地大叫起来。

我发现大青蟹的壳可硬了，像是

一面大盾牌。两只大螯边有一圈利齿，

仿佛是它的长矛。我想试一试它的厉

害，就拿牙刷敲它的背，没想到大青蟹

“跳”了起来，好像要用大钳子夹住牙

刷，来和我一决高下，真是吓我一跳。

我想逗逗它，就快速地拎起那只

大青蟹，把它放在地上。好家伙！只见

它脚一蹬，就飞快地横着爬到了角落

里。看来，在地面上，它的胆子变小

了。我继续试探它，发现只要一敲它

的壳，大青蟹的眼睛就会缩进去，似

乎怕沙子掉进眼睛里。我一心想激怒

它，就又敲了几下。终于，大青蟹生气

了，两只眼睛凸出来，感到一股热气

正向我逼近。我赶紧拿出牙刷准备应

战，趁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拎起它丢进了水槽里。看着那只四脚

朝天的大青蟹，我乐得合不拢嘴。

你瞧，多有趣的大青蟹！

南瑞实验学校四（1）班：赵一乐

指导老师：甄 玥

大青蟹

夏天虽然炎热，却充满了生

机，这些生机就躲在菜地里，在跟

我们捉迷藏呢！

看，小葱儿挺着脑袋，站在地

里，那绿色的衣服显得特别引人

注目。看着一根小小的葱敢在这

里跟自己抢威风，“霸王”青瓜忍

不住了，它摇摆着身体，跳起了曼

妙的舞蹈。这时，“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四季豆不服气了。说

是不服，其实是嫉妒，看别人出人

头地，自己心里怎么会好受呢？想

不到，四季豆也有大本事———模

仿。它把刚才青瓜的表演又重复

了一遍。不知是它演得不好，还

是因为没特色，反正人们的视线

没有落在它身上。没办法，四季

豆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安安静

静地躲到绿叶丛中去了。

南瓜也想威风一下，它把画

满线条的身躯伸展开，让自己变

得更加漂亮。小辣椒也展开严严

实实的叶子，和大家一起比起美

来。咦，小茄子去哪儿了？啊哈！

原来茄子正在用小紫花来将自己

装扮得更加美丽呢。

啊！夏天，你是一个美丽的、

充满生机的季节！

南瑞实验学校三（6）班：盛思涵

指导老师：张魁锋

充满生机的夏天

舟山游

春风拂在我的脸上，依旧；蛱

蝶舞在菜花丛中，依旧；放学归来

的哥俩，兴奋得狂奔在归途中，依

旧……平凡中，上演的却是一部惊

魂的电影……

“管你的！”我们初生牛犊不怕

虎，压根没有把红绿灯放在眼里，

不屑地瞥了一眼还在不停闪烁的

红灯，快速追上“中国式过马路”的

大部队，全然一股我行我素的大义

凛然。

“嘀嘀嘀———”身后传来刺耳

的喇叭鸣叫声。我连忙向路边一

闪，还没等我站稳脚跟，一辆白色

的皮卡车就从身边倏地闪过，掀起

一股风，差点儿把我吹倒。一转眼，

车影已在我眼前消失了，只留下车

尾腾起的青烟。

就在我惊魂未定地大口喘着

粗气的一瞬间，一辆急驰的大货车

车头一拐，一个急刹，右边的前轮

刚好压到了动作向来超前的小阳，

一声惨叫后，便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慌忙随着周围惊慌失措的尖叫

声，奔向了现场。“咚咚”跳动的心

使我不敢走得过近，只从人缝中瞥

了一眼，只见他的胸部全都被压在

轮胎底下，殷红的鲜血正从露在外

面的手臂和脚上汩汩地向外流淌

……我不敢多看，生怕多看一眼就

会当场晕过去。

从此以后，每次看到红灯，我

总是恍若看到小阳体内的鲜血正

在汩汩地向外流淌。因为，我曾

亲眼看见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

样不经意间在飞驰的车轮下逝去

了。从此以后，每次看到红灯，

我总是觉得它正瞪着一双血红的

眼睛在告诫我：停步，地狱之门，

闲人免进。因为我们无视那殷红

的鲜血般的红灯，才使一个活蹦

乱跳的生命在转眼之间消失了。

前一秒钟，风铃般的笑声还回荡

在耳畔；后一秒钟，痛苦的呻吟却

那么真切。

文明出行，不仅仅是一个标

语、一句口号；安全出行，不仅仅是

一次善意的提醒和一篇孜孜不倦

的教诲。你可知道，前行时的一次

走神，骑车时的一次违章，闯红灯

时的一次侥幸，都可能是一次生与

死的考验。

南瑞实验学校六（4）班：石佳悦

指导老师：唐春红

坚守生命中的每一秒

今天，我哭了。你要问我为什么？

嘿嘿，挺不好意思的，因为刚练完书

法回家，妈妈就逼着我去跳舞，好不

容易到来的双休日又“泡汤”了，我多

难过呀！

不过，哭归哭，最后我还是乖乖

地跟着妈妈去了舞蹈中心。

一路上，我想像着：要是我有一

朵七色花，那该有多好呀！我摘下一

片红色的花瓣，让它变成一支神笔，

有了它，我就成了书法“高手”，写出

许多漂亮端正的字；我再摘下一片黄

色的花瓣，让它变成一个神奇的话

筒，有了它，我就成了小小歌唱家，唱

出无数悦耳动听的歌曲；我还要再摘

下其它花瓣，赐予它们神奇的力量，

这样，我就能跳出优美的舞蹈，弹出

跳动的音符，绘出多彩的图画……

当然，我还要留下七色花的种子，

让它结出许许多多的七色花，把它送

给和我一样的孩子。这样，每个小朋友

都可以拥有一个七彩的童年啰！

青年路小学二（4）班：吕思娴

指导老师：梁美卿

医生、老师、科学家、音乐家、画

家……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同

的职业，人们都拥有自己的梦想，我

当然也不例外。我的梦想，是想成为

一名服装设计师。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梦想呢？因

为每次在服装店里看到一件件漂亮、

时尚的衣服时，我的心中就会产生这

样一个美丽的遐想：如果这些衣服是

我设计的，那该有多好呀！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决心要成

为一名服装设计师。或许在他人眼

中，这个梦想并不伟大，但在我心中，

这却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因为这是我

所热爱的工作。或许有一天，我会通

过付出汗水，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

只有付出才有回报，任何人成功的背

后都有着别人看不到的艰辛。为了梦

想，我愿意付出努力。

有了梦想就会有一个努力的目

标，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

要趁现在年轻，为自己以后的梦想打

下坚实的基础。我是幸福的，因为我

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青年路小学四（3）班：杨元逸

指导老师：张裴中

我的七彩梦

服装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