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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疼
□路桥小学二（8）班 周子越
一天，我舔到了一颗恒牙从乳牙
后悄悄地冒了出来。“不好，又要
拔牙了！”我大惊失色，牢牢地闭
上了嘴，生怕被发现。直到有一
天，妈妈来检查恒牙长出来没。我
不情愿地张开嘴，被妈妈发现了这

颗恒牙。她果断地说：“走，快去
拔牙！”
于是，我们来到了牙科诊所。我
躺在椅子上，看见医生叔叔拿出牙膏
形状的麻醉药，涂在了我的牙齿上，
然后举起巨大的钳子。
“妈呀，这个钳
子也太大了吧！”我被吓得差点从椅
子上蹦了起来，连忙闭上了嘴巴。
“不

怕不怕，不疼的！”
“男子汉大丈夫，要
勇敢！”……在医生叔叔和妈妈的安
慰下，我鼓起了勇气，张开了嘴。当
医生叔叔拿起钳子夹在牙齿上时，我
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只听心在不停
地打鼓。可钳子一滑，没夹住。第一
次拔牙，居然失败了。医生叔叔很尴
尬，又一次用钳子夹在牙齿上，我的

小山雀学本领

心快从嗓子里跳出来了。他用力一
扭，
“啊——”我一声惨叫。牙齿从我
的嘴里飞了出去，一股血腥味充满了
口腔。最后，医生叔叔用棉花堵住了
牙洞。过了十分钟，血被止住了。牙
终于被拔掉了！
拔牙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疼！
（指导老师 张 茜）

我的植物朋友——荷花

□金清中心小学二（2）班 陈婉柔

□桐屿中心小学二（1）班 陈泓旭

一天，小山雀出门学本领。它看见小松鼠在爬树，就跟小松
鼠说：
“小松鼠，我可以跟你学爬树吗？”小松鼠点头同意，并教小
山雀爬树。可是小山雀爬了一半，突然，一脚踩空，摔了个嘴啃
泥。它觉得爬树太难，还是学点其它本领吧！于是，小山雀跟小
松鼠告别，
去学其它本领。
小山雀看见大雁在飞，时高时低，心想：
“要是我学会像大雁
一样飞行，我就可以遨游世界了！”小山雀对大雁说：
“大雁，我和
你学飞行吧！”大雁说：
“好的！”小山雀和大雁飞过了高山、河流、
山川……小山雀累得翅膀都抬不起来了，它想：
“飞行太累了，还
是学其他本领吧！”
它跟大雁告别，
独自飞走了。
小河边，小山雀看见小鸭子自由自在地游泳，就飞过去说：
“小鸭子，我可以跟你学游泳吗？”小鸭子点点头，让小山雀跳下
水和它一起游。小山雀“噗通”一声跳下水，却发现自己游不起
来，它疯狂地挣扎着，大喊：
“小鸭子，快救救我！”小鸭子飞快地
把小山雀救上岸，小山雀想：
“学游泳太难了，还差点丢了命。我
还是回家吧……”
出门一趟，小山雀什么也没学会，它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
地哭了起来。妈妈走过来问：
“孩子，你怎么了？”于是，小山雀把
这一天的经历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妈妈语重心长地说：
“孩子，学本领的时候三心二意，终究会一事无成。”小山雀终于
知道问题所在，
羞愧地低下了头。

夏天到了，
池塘里开满了荷花，
一池的荷花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莲茎上负荷叶，荷叶上负荷花。荷叶碧绿碧绿的，从远处看就像一张
张立在池塘的小床，那也许是露珠宝宝的摇篮。近看可以发现它的叶子是
盾形的，就像一个个大圆盘。荷花的颜色是多种多样的，有白的，有红的，
有粉的，还有淡紫色的，真是美丽极了！荷花不仅颜色多样，姿态也各异，
有的是花骨朵，胀鼓鼓的，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有的是绽放的花朵，一朵
挨着一朵，像一位出嫁的新娘。荷花全身是宝，荷花里有莲蓬，莲蓬里有营
养丰富的莲子，莲子非常好吃。美丽的荷花生长在淤泥里，真是出淤泥而
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历来为诗人而歌颂。
不过我更佩服荷花的另一个品质，它生长在炎热的夏天，我们都惧怕
这炎炎夏日，它却能坚持地站立在那里，展现出最美的姿态，所以我更佩服
荷花坚持的精神。

家乡的桃花
□路北中心小学二（6）班 陈冠谕

“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深红爱浅红。
”
又到了春天的季节，
桃花竞相开放。
桃花颜色多样，有的白，有的粉，有的红。白的似雪，粉的似霞，红的似
火，多么美丽啊！再说了，别看桃花没有牡丹那么雍容华贵，但是花朵里有
多片花瓣哩！花瓣里的花蕊有多条且长，
顶部有黄色的花药。
走在郊外，我欣赏着桃花，桃花粉粉嫩嫩的，宛如一位娇气的小姑娘。
我发现她不但颜色多样，而且她的姿态更是各种各样，有的是花骨朵，看起
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有的已经展开两三片花瓣儿，像一只只美丽的
蝴蝶停在枝头；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露出了黄色的花蕊，真是可爱极了。
在风妈妈的吹拂下，我能闻到桃花淡淡的香气，一两片花瓣仿佛在跟我嬉
戏，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么多的桃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我仿佛沉醉在一
幅美丽的画卷中。
跟你说哦，桃花的生命很短暂，春天苏醒过来，夏天就凋谢了。不过桃
花凋谢后，
又会结出又红又甜的桃子。我爱桃花，
我更爱家乡的桃花！

多变的云
□路北中心小学二（7）班 许妙佳
“形状像浓烟，变化万万千。雨雪是它造，能挡日和天。”你
们一定猜到了这是云吧？
清晨，金灿灿的太阳缓缓升起，太阳给云编织了一条金黄的
婚纱，
让它看起来又像羞红了脸的小仙女！
过了一会儿，
到了中午，
这时调皮的云像魔术师，
大显身手：
时
而变成陀螺，大概是调皮的小神仙非常美慕别人有陀螺，自己没
有，
就用云捏了一个玩玩；
时而变成一把伞，应该是个粗心的小朋
友，
没有拿好，
风把他的伞给吹到了天上；
时而变成一只小兔子，
大
概是不想呆在地上了，风就把它吹到了天上；时而变成了一颗海
星，
可能它受够了呆在海里，
就让神仙把自己带到了天上。
不知不觉，到了傍晚，云穿上了一件火红火红的衣服，就像
着了火一样美，
真想把它们都带走！
你说，
云难道不是魔术师吗？
（指导老师 陈浩然）

洗红领巾
□路北中心小学二（8）班 应宇龙
今天，妈妈出去买菜了，我来到阳台，发现有好多脏衣服，我
想妈妈每天洗这么多衣服，真辛苦。于是我拿来自己戴了一学
期的红领巾。
首先，我拿来水桶，打开水龙头，接了一些水，把红领巾放进
水里浸湿，可我把它压在水里松开手时，红领巾一下子浮了起
来，像一条小鱼一样游来游去。我把红领巾挤干，再铺平，握住
肥皂，可肥皂一眨眼就滑走了，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我只得捞回
肥皂，把它涂在红领巾上，搓起红领巾，污渍渐渐消失了。正当
我要冲洗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大大的污渍，它瞪着眼睛，好
像在说：
“嘻嘻！搓不掉我吧！”我只好再次拿起肥皂涂了起来，
接着，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搓啊搓，终于，污渍消失了，我心里想：
看你还敢不敢嘲笑我？
泡泡越来越少，红领巾越来越干净，我倒掉脏水，打开水龙
头，把红领巾冲干净，再拧干。干干净净的红领巾被我挂在了阳
台上，
红领巾随着风飞扬起来，
仿佛在说：
“哇！我真干净啊！”
我看着我自己洗的红领巾，
心里美滋滋的。

□路桥小学二（4）班 姜宬泽

搞笑的爸爸
□横街中心小学二（2）班 李恒通
我 有 一 个 朋 友 ，他 呀 ，可 搞 笑
啦！他就是我的爸——爸！
总体来说，他还是一个挺帅气的
老爸。你们瞧，标准的瓜子脸、炯炯
有 神 的 大 眼 睛 、笔 挺 的 鼻 梁...... 可
是，最特别的却是他的肚子。可别小
瞧 了 这 个 肚 子 ，它 可 是 一 个“ 无 底
洞”。就是因为它，才导致爸爸的身
高和体重不成正比了。

每次吃饭的时候，妈妈都会严厉
地叫道：
“ 你少吃一点不行吗？你看
看你自己的肚子，简直就是一个无底
洞，吃起东西来没完没了的。”爸爸砸
吧砸吧嘴巴，摸摸他的大肚子，慢悠
悠地反驳道：
“ 人是铁，饭是钢，少吃
一口饿得慌。”妈妈被怼得说不出话，
只能冲爸爸翻个白眼，一副无语的表
情。
“ 哈哈哈哈哈哈哈......”每次看到
他这样，我都会捧腹大笑起来,真是
太搞笑啦！

不过别看我爸爸胖，脑袋可是聪
明极了！他是我最佩服的人。什么
跑步、跳绳、象棋......样样都在行，而
且都是高手。
我的魔方就是爸爸教的，不过后
来他却成了我的手下败将。记得那
次我们比赛谁复原的速度快。我和
爸爸拿起打乱的魔方，飞快地转动起
来。眨眼间，我就地完成了，激动地
喊道：
“好了好了好了！爸爸，我拼好
了！耶！”我转头一看，只见爸爸还在

聚精会神地努力着。终于，他也还原
了魔方，猛地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地
叫道：
“ 耶，我终于胜利了，哈哈......”
我一脸茫然地望着他，狐疑道：
“明明
是我赢了，为什么你还这么高兴呢？”
爸爸得意洋洋地说：
“ 我好不容易得
了第二名，为什么不开心呢？”果然是
搞笑的爸爸呀！
这就是我的爸爸，我最好的朋
友！
（指导老师 蒋丹丹）

游街心公园
□路桥小学四（8）班 梁熙璇
听人说，路桥的街心公园，曲径
通幽，风景万种。我便不自觉地步入
这佳境之中……
穿过公园西门，
抬头一看：
道旁古
木参天，
金黄的阳光突破树叶的重围，
在
泥土上留下斑斑驳驳圆点，
相比于公园

外的嘈杂，
公园内幽静得别有一番滋味。
在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上漫步，道
旁的翠竹吸引了我的注意。顺着翠
竹望去，一座长廊出现在眼前，远远
望去，长廊呈“L”形，白柱顶着黄梁
子，越看越可爱。白色的长廊映衬出
树叶的新绿，也凸显出了自身的简
约。长廊顶部装着一块大玻璃。下

雨时，雨点儿在玻璃上上蹿下跳，像
一个个顽皮的小精灵。倘若你在长
廊下避雨，就可以看见雨点儿是怎样
落在玻璃上，又是怎样溅起水晶般的
雨花。有时在玻璃面上会滞留下几
片枫叶，但这丝毫不减长廊的美丽，
反而增添了一丝典雅的气息。
我穿行在长廊之中，
眼角轻轻一瞥，
视

骑自行车

线便聚焦在了蘑菇亭上。这蘑菇亭高
达五米，
经过多年的雨水冲刷，
早已沟
壑纵横，
却丝毫不失那文雅的美。一阵
清风吹过，
似乎还能闻到那一丝蘑菇的
清香，
顿时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天 渐 渐 深 了 ，我 一 步 一 回 头 。
啊，街心公园，愿我变成一朵浮云，在
你这里悠闲地徜徉……

迷人的西塘

□横街中心小学三（3）班 陈锦浩

□路桥实验小学五（4）班 赵雅瞳

今天下午，我正悠闲地骑着四轮小自行车，妈妈突然叫我：
“浩浩，你都这么大了，该学着骑两轮自行车了，我来帮你把辅助
轮拆了吧。”我连忙摇头：
“不，不，不，我不敢！”可是，最后还是禁
不住妈妈的劝说，
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被拆掉辅助轮的自行车，怎么看怎么别扭。没有我扶着，它
还站不稳呢。
看到妈妈扶着自行车，我才小心翼翼地坐上车。没想到还
挺顺利，我骑得又平又稳。就这样骑了两圈，我觉得也没什么可
怕的。正当我得意时，妈妈突然松手了，我一慌，手一抖，车就像
一只横冲直撞的小鹿，完全失去了平衡。我赶紧从自行车上跳
下来，
一边大口喘气，
一边暗暗庆幸自己没被自行车压到。
妈妈笑着对我说：
“ 你跑得倒是够快，还要不要骑呀？”我生
气地大喊道：
“我才不要骑呢！你刚才干嘛松手啊！都不说一下
的，
除非你把辅助轮按回上去，
不然，
打死我都不骑了！”
就这样，妈妈看我生气了，拗不过我，只好把辅助轮按回去
了。
（指导老师 陈丽君）

□路桥实验小学二（7）班 林纯伊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西塘，我是今天的讲解
员。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西塘之旅。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充满历史气息的石板，
这些石板来自明代，
都是
“老人家”
了，
可千万要放轻脚步哦。你如果问我西塘的历史，
那我
肯定会骄傲地告诉你，
西塘古名斜塘，
是明代建市镇。这西塘啊，
像个
小姑娘，
有时柔情似水，
有时内心火热，
你们别看现在大街上人少，
到了
晚上却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来，
大家继续跟我走。
我们已经走了大概一小时，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听我再深入讲讲
这个迷人的地方。西塘大约一平方公里大，差不多有一万多个教室，
而且这里还是浙江非常出名的古镇。不论是景色还是名气，都是有
目共睹的。你们瞧，那水静得和镜面似的，把美丽的景色映得清清楚
楚。这里房子都十分有古韵味，一片片乌黑的瓦片，诉说着这里发生
的故事，一面面白墙，看着这儿的人一代一代成长。好了，大家在这
先解散，
晚上在这里集合。
大家又见面了，
你们看现在够热闹吧！122 条街巷挤满了人，
有各
种小吃、
漂亮的手工制品……每一家店铺都有宝藏等着你去探索。
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永远记住美丽又迷人的西
塘！
(指导老师 程玉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