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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立夏

教育

仙居安洲小学二（4）班 许琛杰 小记者证号 083100
立夏那天，
我们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碰蛋比赛。
我挑选了一个又大又硬的鹅蛋，满怀信心地来到学校，
想着我一定能成为冠军。随着暨老师的一声令下，比赛开始
了！首先进行是鸡蛋组的比赛，1 号选手陈科宇镇定自若，而
他的对手王志娴却紧张得满脸通红，脸蛋像个苹果。只见陈
科宇猛地把蛋撞过去，
“啪”的一声，王志娴的蛋碎了。接着，

垃圾雨

多功能衣柜

黄岩实验小学三（6）班 左欣悦
小记者证号 0102711

仙居一小三（9）班 徐森扬
小记者证号 082542

垃圾雨？看到这个题目，你一定会觉
得很奇怪：哪里下过垃圾雨？垃圾雨是什
么样的？遇到垃圾雨该怎么办呢？别着急，
看完这篇文章，你就知道答案了。
故事发生在那条名叫月亮湾的小河
里，河水清澈见底，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
美丽极了！
小鱼们在小河里欢快地嬉戏、玩
耍。如此美丽的风景吸引了一家开发商的
目光，
于是在河边建了
“美好时光度假村”
。
美好时光度假村建好后，游客纷至沓
来，络绎不绝。游客们边欣赏美丽的风景，
边吃着零食，很是惬意。不一会儿，一位游
客吃完苹果，随手把苹果核扔进小河。接
着，有人把香蕉皮也扔进了小河。其他游
客也纷纷效仿，只见饮料罐、啤酒瓶、破鞋
子、骨头、西瓜皮、瓜子壳……如雨点般落
入小河。河里的鱼儿们可遭殃了，被砸得
鼻青脸肿。面对突如其来的垃圾雨，鱼儿
们实在抵挡不住，于是纷纷戴上口罩，撑
起雨伞。河里的垃圾越来越多，河水越来
越脏，鱼儿的身体也越来越糟。有的生病
了，有的中毒了，还有的奄奄一息。
没几天，美好时光度假村出现在了电
视新闻中。原来，度假村的游客们食物中
毒了，正在医院抢救。因为人数众多，引起
了市长的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调查组，
调查游客中毒的原因。不久后真相大白，
游客们是吃了河里的鱼而中毒的。
得知调查结果，人们面面相觑，纷纷
低下了头。

每户人家都有衣柜，它显然是我们的衣
服管家。但是你是否有过找不到衣服的情
况，或者是一大堆的衣服却不知道怎么搭配
呢？现在不用担心了，因为我发明了一个智
能衣柜。
你猜它有什么功能？
让我来告诉你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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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科宇一鼓作气，接二连三地打败了很多对手，最后，他成了
鸡蛋组冠军。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信心百倍地举起我的鹅蛋朝对手
的撞去。只听见“啪”的一声，蛋碎了，我输了，我很受打击，剥
开蛋壳，
狠狠地咬了一口，以解我心头之恨。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比赛就结束了。这真是快乐的一
天啊！
（指导老师 暨诗翔）

多女性都要先化妆再出门，
再加上搭配服装，
那就太费时间了。
不过现在不用担心了，
我在
衣柜上装上了化妆机器人，只要按一下黑色
的按钮，
它就会自动弹出来，
这样就可以一边
穿衣服一边化妆了，
是不是省时又省力呢！如
果你不知道怎么搭配衣服，那你只要站在右
边的大镜子前，衣柜就会根据你今天的活动
安排，
从而给你搭配这一天的衣服。
如果你的
衣柜里藏满了贵重的物品，你也不用担心会

被盗。
因为上面装有指纹识别功能，
如果指纹
匹配不成功，就会发出警报并关闭所有的出
口，并拨打 110。如果你是一名旅游爱好者的
话，
这个衣柜你一定要拥有。
因为这个衣柜还
有缩小功能，
这样就可以带在身上。
如果你没
有找到酒店，
只要按一下红色的按钮，
衣柜就
可以变大，
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房子……
这样的衣柜你喜欢吗？赶紧跟我预订
吧！

就是一门课程，如果上语文课只要翻到语文
这一页，如果上数学，就翻到数学这一页。这
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按键，如果你想看哪
篇课文，你只要对语文这一页说出你想看哪
篇课文的题目，这篇课文就会出现在你的面
前，如果你有不懂的、不理解的地方它就会
像老师一样教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本书里还
有课外书，这本书还有定时功能，只要你连
续使用了 2 小时，它就会自动关闭，让你做眼

保健操。
小学生都是丢三落四的，但是我发明的
这本书还有防丢功能。如果你的书和同学的
书换了，
或者说你的书不见了，
当那个人用这
本书时，
它就会告诉他这不是你的书，
然后它
就会飞回你的身边。
这本书还有防水、防火功
能，
这本书的功能还有很多，
我说都说不完。
你们是不是很期待这本书呀？
（指导老师 许雪红）

形，还带有酷似波浪形的褶皱，上面有棱角，
可接收 X 射线、Y 射线、无线电波以及紫外线
等波。车尾有模仿鸟类尾翼的隔离器，减少
空气阻力，轮胎改成了磁力超音波压缩胎。
它可以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车内的配置更是一流的，车窗是可任意
变化的，内壁软软的，很舒服，可以随天气变
化调节温度。如果车内脏了，有一种特殊的
纳米细胞可以快速地清洁。里面还装有变码

器，
多大，多小，都行。
再谈谈功能吧！如果开车发生了车祸，
别担心，车具有修复功能，它就好比一位医
术高明的医生，危险指数为零，复发指数为
零，完全没有风险。而且它还会自动把车主
送往警局。怕被盗，没关系，防盗系统更是强
着呢！可以智能识别车主及家人。
这样厉害的车，你不想要吗？
（指导老师 江芳）

上课时，讲台是一块大的电脑屏幕，老
师不用站在讲台上讲课，只需坐在椅子上，
按几下按钮，通过大屏幕就可以给学生讲
课。学生只要打开书桌上的电脑，就可以听
老师讲课，不用每天背着重重的大书包去上
学。课后，老师布置的作业，学生只需在电脑
上完成就可以了，当老师想看哪个学生的作
业时，只要用鼠标点击该学生的头像就可以
了，
不必再为收作业而浪费时间了。

教室里的墙壁可以随着季节的变化自
动更改图案。窗户安装上特殊玻璃，这种玻
璃不但能变色，还会随着阳光的强弱而改变
颜色的深浅，从而调节室内的光线，而且能
使房间里冬暖夏凉。
这就是未来的学校，多么令人神往啊！
我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指导老师 曹平波）

有趣的碰蛋
仙居一小二（1）班 张思晨
小记者证号 082152
一年一度的立夏那天，同学们来到校
园的时候，脖子上都挂着个袋子。袋子里
装着个胖乎乎的蛋。在大家胸前摇来摇
去，好像是在说：
“ 小主人，我什么时候才
能出来啊！我等不及了。”
上午第三节课，同学们的蛋终于能出
来“散步”了。老师先让大家给自己的蛋
“化妆”，再取一个名字。我听了，心想要不
我给蛋画两张脸吧！一张哭脸失败的时候
露出。一张笑脸胜利的时候露出。我马上
拿起画笔手忙脚乱地画了起来，很快就完
成啦！我给蛋取名叫“小跳舞”。大家画好
了，老师说我们先同桌相互碰，然后，再选
出小组
“蛋王”
进行比赛。
我转过头，
对同桌
说：
“嘿！我的
‘小跳舞’
一定会成功的，
你的
蛋会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同桌也不甘示
弱，
扬了扬手中的蛋说：
“哼！你才会成为我
的手下败将呢！”
“砰”的一声，我把同桌的
蛋打得粉身碎骨。
我赢了同桌就去找后桌比赛，她正在
用橡皮泥给蛋安假发，
又给蛋敷面膜。
我也
学着她的样给蛋敷了面膜，
就开始了比赛。
“啪啪啪”我们的蛋打了一个平局，谁也没
破。
我们又发起了第二次攻击，
结果两败俱
伤。
在
“砰砰砰”
的声音中，
每组都有了自己
的蛋王。
这些小组
“蛋王”
分别是：
“大坏蛋”
、
“小黄人”
、
“铁头蛋”
。
开始决战了,
“小黄人”
的主人，右脚在前，手紧紧抓着蛋，生怕蛋
掉了。
“铁头蛋”
的主人脸红彤彤的，
手瑟瑟
发抖，
一副紧张的样子，
“啪”
“
，铁头蛋”
的脑
袋开花了，
“小黄人”
还完好无损。
“小黄人”
和“大坏蛋”的对决开始了。
“大坏蛋”的主
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小黄人”，
“砰砰砰”，
“小黄人”光荣牺牲了，我们的“蛋王”主人
一手拿着卡，
一手拿着
“大坏蛋”
，
开心地笑
了，
结果，
一不小心，
手一滑，
“大坏蛋”
掉在
了地上，
这下真成了
“坏蛋”
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放学的铃
声响了，大家吃着、笑着、说着，高兴地回
家去了。

未来的课本
天台福溪小学四（5）班 汤诗怡
小记者证号 762551
现在的课本是厚厚的一本书，不同的科
目要用不同的课本。小朋友的书包都装满了
各种课本，带起来不太方便，鼓鼓囊囊的很
重，
把小朋友的肩膀都压弯了。
2150 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成为
了一位科学家，发明了一本书。这本书一页

未来的汽车
玉环楚门中心小学三（6）班 张在鹏
小记者证号 070397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就到了
2070 年，我也成了一名受人敬重的发明家。
还有科学家在讨论能源危机等问题吗？当然
没有，因为我的发明解决了数个世纪的难
题。
就拿车来说吧。先看外形，整个呈流线

未来的学校
天台街头小学三（3）班 厉瑜萱
小记者证号 775515
未来的学校是高科技学校。
早上，学生们来到校门口，只见一扇玻
璃门挡在前面。怎样才能通过呢？学生只要
将大拇指往旁边的扫描器上一按,扫描器就
会自动读取指纹，并向玻璃门发送信息。如
果你是这里的学生，
大门会立刻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