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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天台平桥前山小学三（2）班 庞铭瑜 小记者证号 876363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五，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平桥湿地
春游，我们都开心极了！
平桥湿地真美啊！始丰溪从中间穿过，溪水清澈见底。河
底的小鱼成群结队地在河里游来游去，好像在捉迷藏。河底
到处都是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贝壳。水面上铺满了水葫芦，
一个个像绿色的小气球。岸边到处是光滑的小石头，有的像

鱼，有的像鸭蛋，有的像轮子。岸边长着高大的树木，一根根
碧绿的枝条垂下来，就像用碧玉装扮的一样。河岸上开着五
颜六色的野花，招引来成群的蜜蜂和蝴蝶，有采蜜的，有跳舞
的，热闹极了。远处有一片茂盛的竹林，竹子又粗又直，直插
云霄。很多小朋友在竹林中尽情地追逐玩耍，传来了阵阵笑
声。
平桥湿地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
真是游玩的好地方！
（指导老师 王桂珍）

卖海鲜啰

我和油菜花有个约会
台州月湖小学四（1）班 樊佳迪
小记者证号 000056
今天，我们学校组织去参加第三届油菜
花大会。刚一走进油菜花田，就看见无数朵
油菜花的上方有许多只美丽的蝴蝶，它们扇
动着翅膀，好像在说：
“ 欢迎你到油菜花田
来！快来欣赏芳香无比的油菜花吧！”
油菜花丛中，还有几只小小的蜜蜂趴在
花朵上，一边吮吸着油菜花的花蜜，一边懒

懒地晒着太阳呢！这番景象让我不禁想到了
曾经学过的诗句：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
花无处寻。”或许，只有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
中，
才能真正感受到这首诗的意境吧！
仔细地看看那美丽的油菜花，伸出小手
轻轻抚摸时，我又发现了许多正在采蜜的小
蜜蜂，见它腿上沾满了花粉，就知道这小家
伙有不少收获。油菜花的四片花瓣，金灿灿
的，在阳光的照耀下，像金色的星星，很可
爱。一团团的油菜花，有的还含苞待放，小小

春天的火山茶

一次有趣的体验

玉环环山小学二（3）班 蔡明廷
小记者证号 081679

仙居实验小学三（1）班 厉玥君
小记者证号 082028

春，让人沉醉的季节；茶，是春天
一道风景，而我成为她的点缀。是的，
就是这么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们踏
着愉快的歌声往火山茶博园出发。
位于北纬 28 度的东海福地玉环
火山茶博园，董事长林招水热情地招
待了我们。在走访的时候我见茶农伯
伯在炒茶叶，茶农伯伯说，这茶是刚
从山上采摘下来的，它通过大自然的
滋养，经过春风的洗礼，在一定的时
间里采摘下来，饱含着露水的茶叶特
鲜嫩、清香。茶农伯伯在讲述的过程
中开始动手操作起来，他的手就如铲
子一样不断地在大锅中操作，
“ 伯伯，
您手不烫吗？”我问道，茶农伯伯对我
微微笑：
“ 我的手已经习惯这大锅的
温度了。你闻闻，这清香味……”我也
学着茶农伯伯，闭上双眼感受着只有
此时此刻才有的这股清香。
接下来，我随春风去寻找那一抹
大自然之绿，寻找茶园的主角。我身
穿红色马甲穿梭在一片绿色林里，这
时候的我似乎被绿色拥入怀中。
“妈
妈，快点上来。”茶园里有很多专业采
茶师忙碌着：
“ 阿婆，请问摘哪里的茶
叶是最好的？”于是我跟在阿婆后面，
伸出小手在茶尖上忙开。嗨，看着手
中一小坨的绿茶，我居然舍不得放进
阿婆的箩筐里。
茶叶在我手里发出清香，在我脑
海里久久不散……

你知道我的课余生活吗？告诉你吧，我很
喜欢画画，只要一有空余的时间，我就会画一
张好看的画。
今天是星期四，正好有信息课，李老师给
我们讲了一些关于电脑的知识后，让我们自
由活动。
哦耶！我可以画画啰！今天不同以往，
今天我要在电脑上画一幅“自画像”，这可是
我第一次在电脑上作画哦。
撸起袖子，说干就干。首先，我画了一个
圆——脸蛋嘛。哎呀，我的圆怎么就变成了三

的花苞，像一双双小眼睛；有的完全绽开了，
四片花瓣成十字形，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
外美丽；有的半开半闭，在微风中翩翩起舞，
引来了蜜蜂和蝴蝶。你看，多讨人喜爱！一阵
风吹来，油菜花们随风摇摆，像在对我们招
手微笑。
金色的油菜花，你是快乐的，因为你创
造出了希望；你也是幸福的，因为你用一生
的努力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指导老师 赵永攀）

“我让妈妈露笑脸，我要做些什么，才能
让妈妈露笑脸……”我嘴上不停唱着自编的
歌,小脑袋不停地转啊转，今年“三八节”我一
定要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
以前的节日礼物都是小店淘来的，今年
我想来点有创意点的。
我想好要送给妈妈的节
日礼物了：
亲手制作的康乃馨和节日贺卡。
有
了灵感，
马上拿起笔，
三两下就把诗写好了，
反
复读过几遍后折成一个爱心的形状，
然后小心
翼翼地放入贺卡中。
一切准备就绪，我听到楼
下传来停车的声音，一定是妈妈回来了。
我悄

临海临师附小二（4）班 方祉渊
小记者证号 031155
快过年了，舅妈的海鲜摊特别忙，特地
打电话让我帮她卖海鲜，我卖的钱归我，就
当舅妈今年给的压岁钱。我一听，乐坏了，居
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舅妈先一一告诉我各种海鲜的价格，再
教我用电子秤的方法。五分钟后，我上岗了！
我缩在摊后面的一张大椅子上，心里七上八
下的，似乎周围的人都盯着我看。旁边的舅
妈大声吆喝着：
“海鲜便宜卖了，快来买啊！”
从没卖过东西的我，觉得好好笑，就像一个
小丑一样。可是没办法，卖东西就得吆喝呀！
我轻轻地说着：
“卖海鲜啰！卖海鲜啰！”不一
会，一位穿着时尚的阿姨走了过来。指了指
小白虾，问我：
“ 多少钱一斤？”我立马站起
来，不好意思地回答：
“20 元！”我眼巴巴地盯
着她，真希望她能买一点。她站在那儿，思考
了一会儿：
“ 好，就买小白虾！”我忙拿起袋
子，撑开袋口，让她把挑好的虾放进袋子里。
不一会儿，那阿姨挑好了，我一称，
“ 再来几
个就算八元钱。”那位阿姨拉开手提包，掏出
钱给了我。我乐呵呵地接过，把虾给了她。哈
哈，
这是我挣到的第一桶
“金”。
舅妈向我笑了笑，我又兴奋又不安，感
到脸上火辣辣的。舅妈说：
“ 傻小子，胆子这
么小，怎么行呢？”好一会儿没人来。我都有
点心急了，便情不自禁地大声喊着：
“卖海鲜
啰！螃蟹、贝壳、虾，便宜卖。走过路过，千万
别错过！”万事开头难，接下来就容易多了！
我一边欢乐地吆喝着，一边整理海鲜。一位
穿牛仔装的大叔走过来，问这问那。我笑着
给他介绍，最后他挑了些贝壳，我边称边说：
“十元八角，就算十元钱。”舅妈笑了：
“ 今天
表现棒棒的！”
夕阳西下，我数了数我卖的钱，一共有
183 元。耶！卖海鲜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更
是让我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我有机会还要
来卖！
（指导老师 谢琴青）

学骑自行车
角形了呢？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画，我再
画，画了好多好多次，勉强画好了，接着我又
画了几竖“土”
头发——头发弯不了？好吧，我
不再在转弯上浪费时间了。接着，我画眼晴。
我想，既然圆不能画，画个点总可以吧！我点，
我点……咦？怎么也点不起来？哦！原来电脑
还不能用点！于是我把眼睛画成了一条非常
短小的横。
眼睛下面画了一条短竖鼻子。
鼻子
下面又画了一只短横小嘴巴。一连串动作一
气呵成。
啊！一幅“美丽、可爱”的“画作”大功告
成。嘘！这是抽象画，你们不懂！哈哈，这真是
一次有趣的体验。

我让妈妈露笑脸
仙居实验小学五（2）班 王亦嘉
小记者证号 08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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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地躲在门后，
准备吓她一下，
果然，
妈妈被我
的调皮吓到了。我趁她没生气前赶紧拉着房
门，把准备好的贺卡递给了她，在灯光的照耀
下，妈妈手中的贺卡显得更加美了。
我催着她
打开贺卡，因为里面有我亲笔写的一首诗，妈
妈边打开边问：
“这是什么呀？”我神秘地说：
“你自己看！
”
妈妈笑着读起来，
转过头对我说：
“没看出来呀，你啥时候变成诗人了，这么厉
害！”
我顿时得意地笑了。
我看到妈妈也笑了，
趁她没注意，又递给她一支花，一把搂着妈妈
的腰说：
“妈妈我爱你！“
”我也爱你，宝贝！”
妈
妈咧开嘴笑了，
眼里还闪着泪花。
这个三八妇女节，我很高兴让妈妈露笑
脸了！
（指导老师 娄巧燕）

路桥小学二（5）班 罗子康
小记者证号 020665
一直以来，我都很想拥有一辆又酷又炫
的自行车。寒假里，爸爸终于满足了我的心
愿，送给我一个特大的惊喜——一辆我梦寐
以求的自行车，我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推着自行车来
到操场上。心想：骑自行车还不简单，坐上去
脚一踩不就可以了。于是，我一屁股坐到坐
垫上，双脚踩在脚蹬上，用力一蹬，轮子滚动
了起来。车子开始前进，我心中兴奋不已。可
没想到，车子就像个不听话的小孩，我往西
它往东，东摇西晃，最后我和车子一起摔了
个四脚朝天。
我马上站起来，拍拍屁股，顾不上疼，又
开始学了起来。
“ 我就不信驾驭不了你。”然
而车子根本就不听我的使唤，接下来我一次
又一次摔倒……看着车子，我又爱又恨，想
放弃了。
这时，爸爸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走了
过来，温和地对我说：
“宝贝，不要放弃。骑车
要有耐心，找到平衡感，眼睛向前看。”说着，
爸爸到车尾扶着车子的后座，我按照爸爸的
方法学了起来。有了爸爸在后方的“保驾护
航”
，我似乎没有那么害怕了。
我的眼睛牢牢地盯着远方，勇敢地骑了
起来。经过几天的练习，车子果然听话多了。
还记得那天，我不经意间一回头，发现爸爸
竟然悄悄地放手了，而我却没有倒下，依旧
稳稳地向前移动。我欣喜若狂，我终于学会
骑自行车了！
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做任何事情都要
有耐心，
只要坚持不懈，
就一定会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