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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志愿者的感觉真好
东风小学东风校区 402 班 吴旭洋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这
一天是我做志愿者的日子。妈妈早
早地把我带到了市第二人民医院，
在志愿者服务台签好到后，我就开
始了志愿者服务之旅。
我戴好口罩、帽子来到医生阿
姨指定的一楼取药处，开始志愿者
服务。
取药处设有两个窗口，里面坐
着两位医生阿姨，正在忙着给病人
配药。
右手边还有一个小的窗口，那

是给急诊病人配药的。
我想，我还是
站在大厅中间吧，方便给来拿药的
病人或家属做向导。
不一会儿，我看见大门外一位
老奶奶手里拿着一张纸，东转转西
瞧瞧，一脸很茫然的样子。
我大步来
到老奶奶身边，亲切地问：
“奶奶，您
是来取药的吗？”
“ 是的，是的，小朋
友。我不识字，不知道该到哪里取
药。”老奶奶急切地说。
“ 奶奶，您跟

我来吧，我带您过去。”我扶着老奶
奶来到 2 号窗口，把药单交给医生
阿姨。不一会儿，药拿出来了，我帮
老奶奶把药装进袋子里交给她，说：
“奶奶，药取好了，我已经帮您装进
袋子里了。”老奶奶满怀感激地说：
“谢谢，谢谢小朋友，有你真好。”就
这样，我把老奶奶送到了医院大门
口。
一回到取药处，又见一位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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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药房来取药。她手里抱着一个
才两三岁的小娃儿，那娃儿大声地、
不停地哭喊着要回家。她一直安抚
着，
看上去都快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我上去对那阿姨说：
“ 阿姨，我
来帮您取药吧！”
“ 哦，好的好的，谢
谢你，小朋友。”我接过那阿姨手上
的药单，帮她取好药装进袋子交到
她手上，
“ 阿姨，这是您的药，请拿
好。”
“ 囡囡，快，谢谢哥哥。长大了，
你也做志愿者，
去帮助别人……
就这样，我帮助了一个又一个
需要帮助的人。
助人为快乐之本，做
志愿者的感觉真好。
（指导老师 黄远国）

想变女孩的弟弟
第二实验小学 505 班

畅想春天 牟山镇校 201 班

黄诗焓

春天的香樟树
兰江小学 205 班

男孩子在大家的印象中是怎么
心了，嘟着嘴，插着腰，说：
“哼，我不
样的呢？一定是勇敢、坚强吧。可我
管！我不管！我就要扎辫子！女孩子
的弟弟，最近却像切换了角色似的，
可漂亮了！”我屏住笑说：
“别的小朋
变得越来越女性化。不信？那就听我
友会笑话你的。“
”我才不管呢，我就
细细道来。
要扎辫子！”
那天早上，妈妈说：
“梦涵，今天
终于，妈妈架不住弟弟的软磨
我给你梳个漂亮的两角辫吧？”
“好
硬泡，给他扎了个“冲天炮”。弟弟透
呀好呀！”我欢快地跑到妈妈身边。 过镜子欣赏着“冲天炮”，左瞧瞧，又
弟弟听见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看看，用手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手舞
蹦蹦跳跳地跑进卫生间，满脸羡慕
足蹈地跑到奶奶跟前问，他是不是
地看着妈妈给我扎辫子。
和女孩子一样了。又跑到爸爸身边，
眼看我的辫子就要梳完了，弟
炫耀自己多么漂亮。然后从我面前
弟一点一点地挪到妈妈身边，拽着
一扭一扭地走过，瞟了我一眼，说：
妈妈的衣角，向妈妈撒娇：
“妈妈，姐 “哈哈，现在我比你漂亮了吧？”我无
姐的辫子好漂亮啊！我也要像姐姐
奈地摇摇头。唉，我怎么会有这样的
一样。”妈妈吃惊地说：
“你也想要扎
弟弟。
辫子？”弟弟点点头，两眼放出兴奋
现在，弟弟见我表演节目化妆，
地光芒：
“是的！”
他也想化；见我穿裙子，他也吵着要
我和妈妈笑得前俯后仰：
“哈哈
穿。唉，弟弟呀弟弟，你什么时候才
哈……你是男孩子，你想要扎辫子，
能变成真正的男子汉呢？
你想变女孩子啊？”这下，弟弟不开
（指导老师 王亚芬）

潘一犇

带弟弟吃早餐
求实小学 501 班
早 上 ，我 带 着 弟 弟 一 起 去 吃 早
餐。对于我这种有选择恐惧症的人来
说，吃什么肯定是得听他的了，他吃
啥，我自然也跟着吃啥。于是，根据弟
弟的意见，我们点了馄饨和小笼包后
开始细细品尝。
“你在干嘛？”忽然，我发现了弟
弟的异常，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旁边
的牛奶。我看出他很想喝牛奶，可是
我的裤兜里仅仅只剩下一块钱了，根
本 不 够 买 一 瓶 牛 奶 。旁 边 还 有 其 他
人，
我不好意思地小声与弟弟沟通。
“干嘛呢？赶快吃早餐。”弟弟却

郝建驰

用他那圆溜溜的大眼睛可怜地盯着
我，仿佛在说：
“ 我就是想喝牛奶嘛！
就让我喝牛奶，不行吗？”我皱起了眉
头，
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就是不行，你哥哥我身上只有
一块钱了，今天买不了牛奶。”老弟叹
了一口气，只好继续埋头吃早餐。看
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我只好去买了
一瓶矿泉水，作为补偿。他喝了一口，
就放下了，
看样子是很失望。
看着弟弟的模样，我的心里有些
内疚：下次出门，我一定要带够钱，一
定不能再让弟弟难过了。

美哉！四明湖

个热闹换一身春装吧！
站在树荫下，闻着阵阵清香，
感受柔柔的风吹过，非常舒服。我
抬 头 寻 找 香 味 的 来 源 ，有 人 告 诉
我，那是樟树花的香味。原来，那一
簇簇淡黄色的小不点儿是樟树花
呀！它们虽然小，但胜在多，盛开在
丛丛的叶子中间，非常可爱。
这些香樟树点缀着春天，也保
护着我们。我们爱护他们，就是爱
护我们自己。

阳明小学 502 班

热闹的美食课
江南新城小学 302 班 孙尔曼
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家乡特
产，傅老师决定周五下午的品生课
让我们带美食相互分享。
我和袁同学锁定了目标——笋
干菜扣肉。
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就
跑向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我和袁同
学也不甘示弱，快速地跑向笋干菜
扣肉。
我轻轻地拿起一块肉，一阵惹
人直流口水的香气扑鼻而来，我迫
不及待地尝了一口，真是太美味了。
正当我狼吞虎咽地吃着笋干菜
扣肉时，一群同学正围着一篮水果
直流口水。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喜
爱的桑葚！我急忙跑过去拿起几颗
桑葚直往嘴里塞，顿时，一股可口酸
甜沁入我嘴中，我有滋有味地品尝
着，
把嘴旁抹出了一堆
“紫胡子”。

清凉一夏 东城小学 204 班

李雨涵

花 横塘小学四〇二班 乔子涵

在我们学校操场的边缘，种着
一棵棵笔直的香樟树，好像一个个
卫兵站在那儿，守护着我们。
香樟树的树干非常粗壮，树皮
摸起来糙糙的，闻着有点淡淡的香
味。
香樟树的叶子大概有我的半
个手掌那么大，叶子有的绿，有的
红。我好奇地想：它为什么会同时
长两种颜色的叶子呢？噢，我明白
了，春天是色彩斑斓的，它也想凑

陈梦涵

我吃完了桑葚，又望见韩同学
的松花团子处也好不热闹。我拿了
一个松花团子，只见它的身子圆鼓
鼓的，身上裹着一件漂亮的金黄色
外衣，就像一只小皮球呢。
我实在忍
受不住它的诱惑，心想，它的味道一
定很美味。
我轻轻地咬了一口，美味
芝麻馅便涌了出来，甜滋滋的芝麻
把我抹出了
“黑胡须”
我津津有味地
品尝着，真是太好吃了！
接着，我又品尝了樱桃、豆酥
糖……直到把肚子撑得饱饱的。
这是一堂热闹的品生课，更是
一堂让人回味无穷的美食课！家乡
的特产各有各的特色，真是让人大
开眼界！
（指导老师 傅松波）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富巷小学 502 班 鲁诗绮

“杨柳阴阴细雨情，残花落尽见
看，瞧，那一片红杉林，它的根扎
流莺。”说起四明湖，那可是妇孺皆
在水中，身姿挺拔，像一位位战士
知，家喻户晓。
守护着风景秀丽的四明湖。人们有
每次回老家，我和爸爸妈妈都
的在追逐打闹，有的在湖旁静静地
会在四明湖旁停留一会儿，闻着泥
钓鱼，有的骑着双人自行车在湖旁
土的芳香，拂着缕缕微风，我总是
一路高歌，还有的抱着水杉在比
陶 醉 其 中 ， 流 连 忘 返 。 远 远 望 去 ， “耶”的手势，用相机记录着风景如
四明湖就像一块碧玉，镶嵌在崇山
画的美好时刻！
峻岭之中。走近一看，湖水清得可
我躺在草地上，任阳光调皮地
以看见湖底的石头，在阳光的照耀
舔着我的脸颊。轻轻地闭上眼睛，
下，湖面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偶
听小鸟的耳语，听小虫子的歌唱，
尔飞过几只翠鸟，顽皮地往湖面轻
真是妙不可言！
轻掠过，激起层层涟漪。湖旁是一
四明湖，令人痴迷，令人陶
片草地，草地柔柔软软，碧绿碧绿
醉，令人沉醉不知归路！
的，像一块绿色的毛毯。再往远
四明湖，我爱你！

包饺子
老方桥小学 401 班 黄耀翔

海边的童年
临山镇校 501 班 徐任聪
夕阳下，海面波光粼粼，碎金点
点。
沙滩上，一个小男孩，一身泥巴，
举着两只螃蟹，一脸灿烂的微笑。
每
次看到这张照片，我便想起八岁那
年在海边的趣事。
那日，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
们一家来到海边游玩。那时正是抓
螃蟹的好时节，放眼望去，螃蟹黑压
压的一片，在滩涂上成群结队地爬
来爬去。
突然，一只螃蟹出现在了我
的视线当中，它还举起大钳向我示
威，这只不起眼的小螃蟹竟然威胁
我！我慢慢地移动到螃蟹旁边，趁它
放松警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
住了它的身子。
它动弹不得，张扬的

大钳子似乎也没那么威风了。
抓了一只大螃蟹后，我信心倍
增。
一看到大螃蟹我就抓，专挑大的
抓，还一抓一个准！我真怀疑自己上
辈子是螃蟹的克星，不然，怎么抓起
螃蟹来这么顺溜，连爸爸都夸我有
抓螃蟹的天赋呢！
照片里，那灿烂的笑容清晰地
在脑海浮现，那抹阳光，那片海
域，那个滩涂，还有那只张牙舞爪
的螃蟹，成了我永久的记忆。八岁
那年抓螃蟹的快乐，依然在心头蔓
延，想起那个“抓蟹大将”，我不
禁莞尔一笑。
（指导老师 陆杨杨）

车展
第一实验小学 204 班 沈东栋
那天，万达广场在举办一个车
展，远远看去人头攒动。于是，我和
爸爸也加入了逛车展的行列。
走进车展区域，有很多牌子的
汽车我都认识，雪弗兰、宝马、本田、
大众等等，于是熟练地说出车子的
品牌，引得路人对我刮目相看。不
过，这些司空见惯的车子，很快就让
我没了兴致。
正当我提议离开车展时，突然
看到了一辆很奇怪的车。这辆车全
车都是白色的，只有两扇门。
车头的
进气口特别大，车灯也是圆圆大大
的，看起来就像张着大嘴，瞪着眼睛

的机器人。
“ 这是什么车？我可从没
见过？”
我自言自语道。
见多识广的爸爸也说不上来，
于是，我们绕着车子仔细观察，这
时，爸爸好像发现了什么，说是道奇
跑车。
难怪我们一下子说不上来，原
来这车只在赛车游戏中看到过。
这下我的兴致全上来了，看看
这，摸摸那，一副欲罢不能的样子。
有时还幻想着自己长大后驾驶着赛
车奔驰在赛场上，
简直爽呆了。
“走了！再不走，妈妈都要登寻
人启事了！”在爸爸的劝说下，我这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车展回家了。

“哇，
这个饺子好大呀！”
“快看我的，
肉馅都蹦出来了！”
下午三点，食堂里洋溢着同学们
的议论声，原来我们四年级的学生正
在社团课上包饺子。
尽管这是我们第二次在学校包
水饺了，但同学们还是很激动。食堂
里就像一个热闹的大市场，大家满是
期待。老师先发了饺子皮，然后一组
发一盆肉馅，接着每组分到一小碗清
水，大家就开工了。饺子皮洁白如玉，
就像一个个小玉盘，肉馅肉质充足，
肥而不腻，我想今天的饺子一定特别
美味。
我先把皮子平摊在手心，再把一

坨肉馅儿放在皮子中心，然后用手沾
了清水在皮子外围画个水圈，再把皮
子翻起来把肉馅儿管住，并折出花式
来，这样一个标准的饺子就包好了。
没过一会儿，满盘的饺子做完了，中
间还
“潜伏”
着几个小笼包。
最后一步就是煮饺子，看着其他
组 先 吃 到 了 饺 子 ，我 真 是 垂 涎 三 尺
啊。终于，我们的饺子熟了，组员们就
像吃火锅一般，聚拢在一起，共同分
享这幸福的一刻。看着碗里满满的饺
子 ，多 想 给 自 己 加 个 贪 吃 的 表 情 包
呀！
饺子，饺子，快到我嘴里来！噢，
快乐，
快乐，
就在我们身边！

劳动最光荣 小曹娥镇校四〇一班 孙璐桔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经历
二下午还要进行预赛，淘汰三人。
这
过许多事情之后，我对此话感悟颇
无疑是给我们下了个重磅炸弹，因
深。
尤其是不久前的那场
“古诗词竞
为除了第一名遥遥领先之外，我们
赛”，让我更加确信：有付出才会有
其余几个成绩都差不多，淘汰谁都
收获。
有可能。不行，我不能放弃，我最终
五一小长假前一天，老师告诉
的目标是比赛得奖。
于是，从那一刻
我们，五月中旬学校里要组织一次
开始，我见缝插针，一有空就复习古
“古诗词竞赛”，要利用假期好好准
诗词。
“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
备，回来进行初选。我喜欢学语文，
我获得了班级第三名。尽管可以参
也爱积累古诗词，三年级的时候就
加决赛了，但还不能松懈，我反而越
把《小学生必备古诗 80 首》全部背
发用功了。除了读、背，又向老师要
完了。
对我来说，这次比赛无疑是一
来复习资料做。一张做完，不过瘾，
个锻炼的机会。可是，以前背过的，
继续讨教。
现在估计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于是，
周四早上，决赛的时间到了。
我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我就与《小学生
信心十足地走进考场。在短短的四
必备古诗 80 首》做伴了。一做完作
十分钟里，我“过五关，斩六将”，毫
业，我就拿起古诗书来背，有时窝在
不松懈。遇到难题，先放一放，因为
沙发上背，有时站在窗前背，晚上睡 “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一片森
觉前坐在被窝里背。独自一人能背
林”。等后面做完了，再来“一一击
还不算，让妈妈当小老师，对我进行
破”。
抽查。
解决了这本，又找《资料包》里
周五下午，成绩出来了，老师告
的古诗词来背。虽然这个假期过得
诉我，我得了 92 分，是全年级段第
单调了些，但结果还是让我感到欣
二名。顿时，我全身充满喜悦感，因
慰的，因为我以第四名的成绩顺利
为我实现了最终的目标，我成功了！
晋级了。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这句话将指
周一，老师突然告诉我们，最后
引着我不断向前奋进！
参加决赛的只有五名选手，所以周
（指导老师 郑燕飞）

姚乐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