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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小学六(1)班 梁可馨

草茎上，一只虫子蜿蜒前行着，
身子一扭一扭的。呼！终于爬到叶
子上了。沿着叶脉往前爬，嘿咻嘿
咻，咦？叶子难道被我压弯了？嚯
——叶子剧烈地一晃，那条可怜的虫
子被弹飞了！砰！砸在一排木桩上
——嘻嘻……又得逞了！

“嗡嗡……”，一只苍蝇落在这片
叶子上，双手碰了叶面，搓了搓，嗯！

有虫子的味道！等等，我在往下降？
哗！嘻嘻……又成功了！

“咯吱咯吱”，一只蜘蛛被一根丝
挂着，慢慢降到叶子上。而此时，就
在蜘蛛的旁边，一只脚邪恶地伸了出
来，抵在叶面上，无声地，轻轻地往下
按，“嘣”，蜘蛛也被弹到了半空。

原来趴在草茎上的幕后“真凶”
是蚱蜢！看啊，它还张着嘴，一脸狡
猾地笑着！

又一只瓢虫飞来，蚱蜢又开始了

这个恶作剧——计划又得逞了。
它还靠在这根草茎上，还是奸诈

地笑着。突然，它止住笑，瞪着眼睛，
触角贴在草茎上，不动了。“嗡嗡
……”瓢虫又飞了回来，它绕着草茎
飞了几圈，怀疑地打量着草茎，心中
似乎打着小算盘。它死死盯着这只
蚱蜢，使这只蚱蜢更紧张了。它依旧
瞪着眼，纹丝不动。

忽然，瓢虫似乎有了什么小主
意，再次飞到天上。瓢虫飞了，蚱蜢

又放松了，又带着嘲讽地笑了起来。
蚱蜢又开始了恶作剧，“嘣——”

“哗——”“唰——”“嚯——”，又有十
几只不知情的虫子被送到了空中，重
重地砸在草丛里。

可这一切都被瓢虫看在眼里，蚱
蜢看见了穗子上的瓢虫，又立即不语
了。瓢虫开始行动了，它抓住草茎顶
端的穗子，努力向下弯，整株植物被瓢
虫往下拽，“咚——”，蚱蜢被弹飞了，
像它捉弄其它昆虫一样被弹飞了。

幕后“真凶”

!横街镇中心小学三（3）班 陈垠汐

炎热的夏天来了，我家的爱狗糖糖热得直伸舌头，似乎在抗
议：“主人，天这么热，为什么不把我这身厚厚的‘毛绒大衣’给脱
掉呢？实在太热了！”于是我们就带着它去“美容”了。

“汪！汪汪！”一来到宠物店，里面许多狗狗都叫起来，像是
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工作人员看见我们进来，抱起糖糖，走向
美容室。我和糖糖被一扇玻璃门隔开了，它趁工作人员不注
意，逃到我面前，那求助的眼神好像在说：“主人，我怕，你把我
带回家吧！”我弯下了腰，隔着玻璃摸了摸它的头，对它说“糖
糖，你不要怕，过一会你就会很凉快的。”糖糖也隔着玻璃舔了
舔我的手。

这时工作人员又把它抱到操作台上，拿起剃毛机，“刷刷
刷”地剃了起来。糖糖这次表现可棒了！非常乖，没有叫，也没
乱动，似乎非常享受。不一会儿，它身上的“毛绒大衣”被顺利
地脱了下来。

工作人员看着剃完毛的糖糖，准备给它来个香薰浴，去除
一下它身体的气味，但这对它来说就是个灾难，它怕水。一进
盆里，它就“汪汪”乱叫起来，拼命想爬出盆外，但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还是没成功。工作人员给它抹上泡沫，它立马就变成了

“小雪人”，一会儿又变成“老爷爷”，用水冲掉泡沫又突然变成
了原样，就像在变魔术。洗完澡，它向我们冲过来，但它还没把
毛吹干。可怜的小家伙，又被拎回操作台。看它那表情，真是
让我哭笑不得。

美容后，糖糖的样子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它抬起脚挠
了挠身子，除了头上的毛，全身光秃秃的，这下应该凉快极了
吧！只见它高兴地在地上滚了一圈，似乎很满意。

糖糖美容记

!路北中心小学二（7）班 丁艺萌

在做了很久准备、很多攻略、很
多设想、很多梦想、很多计划后的
2018年7月暑假，终于踏上了日本的
行程，来到我向往已久的东京迪士
尼，正好遇上东京迪士尼 35周年庆
典。

东京的夏天跟家乡一样炎热，甚
至更热。导游说我们这批游客非常
幸运，因为在我们之前，日本刚经历
了一次洪灾。

坐上迪士尼的粉红色专车，一下
车，就被炎热的气温吓得倒退三步。
不过由于准备充分，我们从专门的
VIP通道进入园区，热情似火的工作
人员见到每个游客都打招呼，有中
文有日语也有英语，妈妈用英语和
工作人员沟通，拿到了一份中文的
地图。妈妈大吼一声：“出发，先去
拿FP”。我傻眼了，什么是FP？妈妈
几乎用奔跑的速度，说：“FP就是
FASTPASS，翻译过来就是快速通行
证，热门项目可以预约时间合理安
排排队，能够尽情的玩项目。”

好吧，跟着妈妈总没错的。妈
妈让我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据说
明日世界里星球大战最好玩，还有
鼎鼎大名的巴斯光年，我做了很久
时间攻略的小小世界、米妮屋还有
过山车，爸爸竟然想玩旋转木马。

于是，按照这个计划，在闷热
的夏天，我们开始了东京迪士尼的
冒险之旅。非常幸运，我想玩的项
目都能排到队伍，而且工作人员非
常耐心细致，在每个排队的地方都
有喷雾降温和风扇，特别对小朋友
尤为关照，秩序非常好。很快，我
们进入了第一个游戏场馆——星际
旅行。

按照指示，我们排队进入两边都

是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仿佛进入了一
个外太空站，然后进入船舱，带上3D
眼镜，虽然我们听不懂日语说什么，
但是大家都非常兴奋。工作人员退
出船舱，灯光关闭，荧幕出现了星球
大战的各个角色，我们仿佛就置身在
星球大战的那个世界里，坐在太空飞
船里，一边要躲避敌人的攻击，一边
要躲避各种奇形怪状的物体。船舱
里尖叫声此起彼伏，我死死抓住扶
手，非常紧张刺激。当游戏结束时，
灯光打开，妈妈说欢迎回到地球，我
松了一口气。

然后又玩了很热门的巴斯光年，
我和爸爸疯狂地用激光枪射击怪兽，
妈妈负责掌舵。

当我们走出来时，游行演出开始
了，我拉着爸爸的手跑到第一排的位
置，和演员互动招手。

“城堡城堡！”我突然兴奋地喊
着。游行结束后，在游行队伍消失
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我梦中的粉红色
城堡。爸爸妈妈拉着我走进了城
堡，里面有什么呢？城堡里原来是
灰姑娘的家，我尝试了灰姑娘的水
晶鞋，还体验了一把坐上王位的
瘾。

从城堡下来，爸爸说要一起玩
旋转木马和小飞象。然后我们进入
魔法剧场看演出，是6D的演出，在
座位旁边有很多配合剧情发展的小
机关，一会喷出香水的味道，一会
有风吹过来，一会还会有水珠溅过
来。总之，在魔法剧场里欢笑声不
断。

从魔法剧场出来后，正好对面
就是米妮屋，里面都是过家家的小
玩具，我真想住在这里。接下来就
是重新开放的游乐项目——小小世
界。出乎意料的是，这个项目非常
热门，非常多的日本人来玩，伴着
美妙歌声缓缓驶入缤纷梦幻的小小
世界，开始世界上最幸福的水上之
旅。五颜六色的卡通外观非常吸引
人。

在迪士尼玩得不知疲惫，妈妈
说我的童年很幸福，我却觉得能够
让爸爸妈妈重新过一次幸福的童年
也很棒。我喜欢爸爸妈妈的陪伴，
我希望我的快乐能够和爸爸妈妈一
起分享。

东京迪士尼
一日游

!路桥实验中学七（4）班 叶佳颖

夜，很黑。只有那弯弯曲曲的路
通向那一望无际的远方。一盏盏路
灯闪烁着昏黄的光，这对于过路人来
说并没有多大用处。

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
着，我用手安抚着它，继续迈着沉
重的步伐向前走去。没有力气了，
只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这持续
让人不安。

远处，我看到了一缕明亮的光，
我睁大眼睛，对，没错，那缕光几乎近
在眼前，措手可得。我急忙向那边跑
去，它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明亮。
我迈开大步子，使尽全身力气，想跑
快点，想急于看到它的真面目。

我跑近了，这是一家店铺，夜深
了，但还没有关门，里面只有一个女
老板在擦着桌子。这是一家很普通
的店，并没有看到过多的装饰，木纹
的桌子，上面盖着一张桌布，圆形的
凳子。整个店铺，虽然装饰普通，
布局简单，墙壁破旧，但干干净净
的，看起来让人觉得舒适。一进
门，便看见了贴在墙壁上的一行大
字：深夜，给你带来温暖。这也许
就是老板娘大晚上还开着门等待着
一个个无处可去的人的初衷吧！我
的心瞬间就变得温暖，明明是黑暗
的天，好似一缕阳光照进我的心田。

我坐下来，老板娘立刻就走过
来：“来份食饼筒好吗？”

我只点了点头，没力气说话，
没力气思考，“嗯。”我趴下来，听
着“滋滋”的声响，一阵阵香味扑
鼻而来，浓醇，这是家乡的味道，
它们争先钻入我的鼻中。我似乎好
久没有闻过这种味道了。

老板娘端着盘子走过来。白色
的瓷盘上放着老板娘口中的“食饼
筒”，它是圆筒状的，白白的面皮，
似乎吹弹可破，但却很有韧劲。握
在手中，咬一口，咸中稍稍带了点
甜，以及花椒微微的辣味。那吹弹
可破的皮裹满各种各样的馅料：清脆
的生菜；软软的土豆，入口即化；豆
芽，有嚼劲；炒的红红的萝卜丝“躺”
在面皮上，让人感觉像烈火一般，充
满激情；还有那晶莹剔透的粉丝，真
的是让人垂涎三尺，一丝丝，一条条，
塞满你的嘴，一嚼也就碎了，化了，沿
着你的食道滑下去，那感觉真的是让
人难以用言语进行表达，让人拼命想
享受到味蕾的绽放，欲望得到了满足
……

真得很好吃啊！
我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大大的

食饼筒便入我腹中，余味还在我的嘴
中徘徊……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那家
店的，是慢慢的还是依依不舍的呢？
每当我出门在外，我就想起那份食饼
筒，为何它留给我如此深的印象？不
久之后，我也再次吃过，但却没有如
此之美味了！

那一份食饼筒

!路桥小学三（8）班 梁梁

我一直想要骑骆驼，这个愿望终于在鸣
沙山实现了！

早上五点，我和妈妈准备好防沙用的口
罩、面巾和鞋套，乘坐大巴车驶向鸣沙山。

到了鸣沙山，天有点微微亮了，妈妈怕
赶不上看日出，拉着我飞快地跑，跑了几个
弯，眼前一亮：好多骆驼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骆驼，而且是这么多
的骆驼！它们有的站着，有的跪着，有白色
的，有土黄色的，还有赤红色的，大大小
小、胖胖瘦瘦、高高低低……太壮观了。

跟着驼工，我要去找即将驼我去沙漠的
“560”号骆驼。这一路上简直可以用“大开
眼界”来形容。这边，一只土黄色的骆驼正

在拉屎，一颗颗屎“啪啪”掉下，又大又
圆。那边，一只白色的骆驼正在拉尿……看
得我连忙捂住鼻子和嘴巴，拉着妈妈的手加
快了脚步。大概走了三四分钟，找到了我们
的“560”号。哇，它好可爱啊。白白的颜
色，高大的体型，圆圆的肚子，双峰高高的
耸立。它跪着身体，仰着头，鼻子还不时的
喷气，好像就是在等着我和妈妈的到来。

驼工让妈妈先上，妈妈紧张得一直在
问：“安全吗？高吗？怕不怕？”但妈妈还是
小心翼翼地上去了，等妈妈坐好，驼工就将
我抱起，坐在妈妈的前面。这时，驼工说：

“抓紧前面的扶手，骆驼准备起来喽。”这
时，我有点紧张了。感觉身后的妈妈也紧张
起来。我们紧紧地抓住前面的扶手。骆驼是
后脚先起的，我和妈妈的身体像翘翘板一样

往前倾斜，马上，骆驼的前脚也站了起来，
我觉得一下子就被往上顶起。过程有点快，
感觉有点怕！驼工牵起领头的骆驼，骆驼脖
子上的驼铃也随着响起来。

我的“560”排在第二个，我随着它的前
进，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摇摇晃晃，不一
会儿，屁股就像被谁暴打了一顿一样，好疼
啊！和我同行的小伙伴们，各个叫疼。妈妈
说，这就是痛并快乐着。我发现，骆驼在上
坡的时候，就不是很疼，因为它放慢了脚
步，感觉温柔了一点。可是，一旦到了下
坡，那就简直是“痛苦”。感觉自己快要被摇
散架了！就这样，我被“560”一路摇摇晃
晃，颠颠簸簸。这短短的几十分钟，让我终身
难忘！

第一次骑骆驼！就一个字：疼！

第一次骑骆驼

桐屿中学七（2）班 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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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小学一（6）班 陈善同

!路北小学五（2）班 於欣妍

时间：2018年9月9日
地点：家里
我：爸爸，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记者这个职业呢？
爸爸：因为喜欢这个职业。当时，这个职业被称之为“公正

的化身，社会的良知”，我怀着好奇心就加入了这个行业，开启
了十五年的记者生涯。

我：嗯，爸爸，在这十五年您有什么有趣或者难忘的经历
吗？

爸爸：（笑）当然有了！当记者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人和事，
总有很多难忘的经历。2004年云娜台风登陆前，我跟随路桥区
区长到金清采访防台工作，在海塘边，我扛着摄像机，正准备拍
摄，但在海塘边，风雨实在太大，刚想开始拍人就站不住，一直在
晃，随行的三个工作人员上来抱住我，但雨也太大了，眼睛都睁
不开，但是为了把图像拍好，要忍受着暴雨袭击过来的疼痛，屏
住呼吸，坚持把图像拍完，在回来的路上，经过台州农垦场时，一
阵大风刮过来，把农垦场一棵8米高的大树给吹倒了，刚好倒在
离车子15米远的地方，让车上的人惊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当记者既辛苦又危险，但有时候为一些弱势群体呼吁，帮
他们解决一些苦难，也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被称作“截瘫女孩”的陈苗苗，由于小时候一场大病导致下
半身全部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我从她9岁时开始关注，对她
身坚志强的学习经历进行了跟踪报道，从她上小学、中学、高
中，每个人生的关键时刻，我都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上的强
烈反响，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纷纷为她伸出援手，使她顺利地完
成学业。今年，陈苗苗以优异的成绩被台州学院录取，看到她
走进大学的那一刻，感觉这些年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记者不是别人看上去的那么光彩，而是背后付出了努
力，所以每个职业都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去付出，才能使自己的
人生更加有意义和丰富多彩。

爸爸的记者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