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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白塔小学三（4）班 方艺 小记者证号 084467
大家好，我是方艺，我家是一个热闹的"动物园"，欢
迎到我家来参观。
我是一只活泼机灵的“小狗”，因为我非常喜欢爬。从
厨房传来香味时，我就趴在地上闻那香味，所以大家都叫
我
“小狗”
。
我的爸爸非常喜欢钓鱼，
所以我们就叫他
“钓鱼猫”
。
他

“大肚将军”
，听到这个称号，你
会不会觉得他饭量很大啊！那是，他
可是我们班饭量最大的人，就像古
代的将军一样，一顿能吃好几碗呢！
所以啊，
“ 大肚将军”这个称号给他
是理所应当的。
对于他的饭量，
我们可是有目共
睹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在食堂里吃
饭，
刚打好饭，
他啊，
一个箭步冲向了
自己的位置，
立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
来，他一手拿着鸡腿，一手正拿着勺
子往自己嘴里
“倒”
饭。
“唰唰唰”
，几
下便把碗里的饭一扫而光。
瞧，他还
在留恋这饭的味道呢！
那舌头正不自
觉地在盘子上舔来舔去，
这下可吃好
了吧！没有，他可没饱呢！看！他又去
打菜处盛了一碗饭，
然后他像刚才一

每天早上天没亮就起床出门垂钓了！
真是起早又摸黑啊！
我的妈妈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因为她最爱漂亮。妈妈
每天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才愿意去上班。温柔的时候，她
说话轻轻的，柔柔的。可是当她一生起气来，那就立刻变
身为“喷火龙”，一时间家里“火光四射”，我和爸爸都不敢
大声说话。
这就是我家的动物园，
欢迎你下次再来！
（指导老师 崔建芳）

假小子

大肚将军
天台实验小学五（3）班 陈灏
小记者证号 67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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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那吃相，
就
像好久没吃饭的饿狼似的。不一会
儿，这一碗又吃完了，食堂里只剩寥
寥几个人了，这时，几位打菜的阿姨
开始议论他了，
其中一位阿姨说：
“这
小孩，
饭量那么大！
“
”就是，
跟上辈子
没吃饱似的。
”
另一位阿姨说道。
被他
听到后，他可不乐意了：
“不是的，我
吃的又不多，才两碗而已，我在家都
是吃三四碗的。”
这话可逗阿姨们哈
哈大笑，笑着说，
“行，那以后给你多
打点。
”
他的饭量成就了他的体形，胖
胖的脸蛋，胖胖的手，胖胖的“啤酒
肚”。
总之一个字——胖！
你一定会好奇，他是谁呢？他
呀，就是我们班的“三胖”
胡锦腾，饭
量那是“杠杠的”
呢！现在你该知道，
他的肚子大不是天生的，而是吃出
来的了吧！ （指导老师 杨福珍）

三门实验小学三（5）班 俞昕楠
小记者证号 091371
大家好，我叫俞昕楠。我有一头乌黑发亮的短
发，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戴了一顶乌黑锃亮的帽
子。
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经常骨碌骨碌地转着。
我
还有一张樱桃小嘴，能说会道，有时还会说出让你
吓一跳的话来，一笑就露出兔子般的两颗大门牙。
由于我的发型短得像个小男孩，刚刚上一年级时，
还曾经被同学和老师误以为是男生呢！但我觉得这
个发型很适合我，
干练清爽。
我出生在运动员之家，也有很好的运动天赋，
爬山、跳绳、踢毽子……我最喜欢打乒乓球。
在一次

偶然的机会中，我成为了学校乒乓球队的一员。第
一节课，老师告诉我乒乓球被称为“国球”，看着手
中轻如鹅毛的小圆球，包含着如此深刻的内涵，不
由让我心怀敬意。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
国球练好。
在课堂上，老师教我们各种技术，包括握
拍、颠球、正手、反手……
除了在课堂训练外，我还利用课余时间强化练
习。刚开始练球，球很调皮，我又生气又着急，在老
师和妈妈的鼓励下，我克服种种困难，到现在，我对
各种技术有了一定的领悟。
在学校首届乒乓球比赛
中，
我还得了三年级女子冠军呢！
这就是我，
一个爱运动的
“假小子”
。
（指导老师 包红红）

家有虎妈
天台平桥小学五(5)班 何易衡
小记者证号 776868
长着一对古灵精怪的眼睛，大
大的鼻子，一张“可怕”的嘴，组成
了我那
“凶神恶煞”
的虎妈。
我的虎妈虽不是“武林盟主”，
但也非浪得虚名。虎妈的脾气，真
像一座随时会爆发的“活火山”，啥
时我一不小心做错了事，她就大声
嚷嚷，这还算轻的。当我做得的确
不对时，她会闪电般地奔过来，顺
手操起“多毛棍”——鸡毛掸子，嘴
里还唠叨着：
“ 看 我 的‘ 打 狗 棍
法’！”接着就是一阵“狂打”，那个
钻心的疼哟！对，就是这样的虎妈。
记得有一次，我英语考试没有
考好，我也知道这接下来的日子肯
定也不会好过了，回家的路上也一
直忐忑不安，想着这回虎妈又会出
哪招。
“ 幸好这次考得不算很砸，应
该批评一顿就会完事吧！”我宽慰

自己。然而事与愿违，当得知我的
英 语 成 绩 后 ，她 开 始 是 臭 骂 了 一
顿，接着使用了独门功夫“葵花点
穴手”，对我的脑门使劲戳过来，一
阵疼痛，还留下了个独指印，接着
揪着我的耳朵用力往外拉，一边拉
一边教训我，
唉，疼死我了！
有时很怀疑我究竟是不是她
亲生的儿子，估计隐藏在我体内中
的“暴脾气”的基因，90%是虎妈遗
传给我的。英语学科是我软肋，所
以在家里还要偶尔跟着电脑读。每
次学英语，这虎妈的“火山”呀，十
有 八 九 要 爆 发 的 。她 先 守 在 电 脑
旁，命令我听个十遍，跟着再读十
遍，紧接着再把我磕磕巴巴的朗读
结果批个一无是处，然后的然后再
听、再读、再纠正……一趟下来我
都不敢再提英语两字了。
家有虎妈，
唉，
吓死宝宝了。
（指导老师 庞灵芝）

我的姐姐
路桥实验小学四（7）班 陈雅婷
小记者证号 021485

我最熟悉的一个人
玉环楚门小学五（7）班 李雅慧
小记者证号 070465
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我最
熟悉的人便是我的小妹了。她一做
动作，我就立刻明白她要干嘛，比
如她急急忙忙跑起来，便是要上厕
所……而那件事，到现在我都还记
忆犹新，或许那是最说明我对妹妹
的熟悉度的。
“唉！”
那年，九岁的我享受着暑
假的欢乐，玩着我的平板电脑，游戏
关卡却都很难啊！正当我近于崩溃
边缘时，只有三岁大的妹妹溜进了
我的房间。
看着她那贼溜溜的表情，
我吐了一下舌头，暗暗叫道“大事不
好”！不过，这可难不倒我！一个“鲤
鱼翻身”，轻手轻脚地下床，躲在床
底下，听着妹妹一下又一下的脚步
声，我的背上满是汗。走近了，走近
了！
“哇！”
妹妹一个“饿虎扑食”
冲到
床上，在底下的我都感觉到床板的
震动，妹妹那与生俱来的“王者霸
气”让我自愧不如，一个 3 岁毛头小
孩的力量太大了，潜力无限，说不定

将来比我这个姐姐都要厉害得多，
我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爸妈创造的
呀！
正当我在胡思乱想时，妹妹已
经大步走出房门，而且走得很大声。
“唉？”
我奇怪妹妹怎么走了，也准备
走时，却意识到——这是个计！刚
才，我吃了妹妹的包子，她不会轻易
饶了我的！想到这里，我朝门那丢了
本书过去，
“哇！”
听到声音的妹妹又
出现了，猛地踩地。什么？躲床底下
的我一脸惊悚，幸好幸好，不然，我
现在已经被妹妹“大卸八块、五马分
尸、揍成猪头”了！当妹妹发现只是
本书后，拍拍屁股走人了。
以我对她
的了解，是真走了，但我却挪不动
脚，妹妹那“狰狞”的面孔在我脑中
浮现着，久久不能散去。
直到奶奶上
来叫我吃晚饭，我才踉踉跄跄地走
下去。
唉！我的妹妹太强悍，我现在又
要躲起来，因为刚才我吃了她的一
片海苔！不行，我得走了，不然，她会
把我揍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指导老师 褚碧云）

我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在我的心中，她
不仅是我的姐姐，
更是我的知心朋友。
姐姐已经读初二了，她学习不是太好，但她的
作文却写得特别棒，好多次，老师把她的作文在全
班同学面前读，
还刊登在报纸上，
我好羡慕她！
从初二下学期开始，姐姐便更努力地学习。每
天早晨 5 点钟就起床去学校，因为自从她报了美术
这一特长班之后，又得在这一方面花时间、花精力，
所以每天晚上她到 8 点才回家。那段时间我看她真
的非常辛苦、非常累。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凌晨 1 点左右，我起床上
厕所，猛地发现姐姐还在床头背诵课文。只见她一
会儿看看书，一会儿嘴里不停地念着。
于是，我问姐
姐：
“你什么时候醒来的？还是压根没睡？
“
”你睡吧，
等一下背完了我再睡。”
回到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姐姐的话，我
的脸红了，姐姐那么用功，而我，有时作业也懒得
写，更不用说动脑筋了，唉，难怪我的成绩那么差！
此时，我下定决心，要向姐姐学习。
下学期就是
五年级了，我要在暑假“笨鸟先飞”，以全新的姿态
迎接新的学期！
（指导老师 陈海虹）

零食大户
仙居一小五（9）班 朱泯瑄
小记者证号 082107
早晨，看到张老师上了公交车，我就知道，今
天，
一定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日子。
果然，今天下午上课，外表“忠厚老实”的洪筱
雄端端正正坐在位子上，咦，他今天抽风了？怎么可
能上科学课那么认真，按照平常，洪筱雄一定只会
和周围同学说话，等做作业时，就和同学们“借鉴”
一下，怎么可能如此认真。
项老师打开科学书开始上课，
洪筱雄微微弯腰，
拿起地上的书包，
小心地拉开拉链，
不知道的还以为
里面有什么机密呢。
洪筱雄竟然从里面拿出一包
“武

汉热干面”
快速拿到课桌下，
并且抓了一大把塞进嘴
巴里，
还装作在下面找东西似的，
直到咽下去了才坐
到位置上去。
在位置上的洪筱雄又低头，把
“武汉热
干面”
一根一根往嘴里送，
不过，
他好像很不过瘾，
又
立起书本，弯了腰，小眼睛向左右扫了一下，确保自
己不被发现，
然后，
又拿了一大把面使劲塞嘴巴里面
去，
老师竟然都没有发现！
厉害了！
洪筱雄。
洪筱雄吃了一大半之后还不忘自己的
“兄弟”
，
将那只剩一点儿的零食偷偷传给了朱绍铤，朱绍铤
也不推脱，一把抓过，也吃了起来，我实在是佩服
啊！
张老师，我跪求您快回来吧，用你的“镇妖塔”
收了这精明的胖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