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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大溪小学五（8）班 周小微
小记者证号 051421

我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骑自
行车。
每次看到我的好朋友小豆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
我心里
便会升起无限羡慕，
羡慕得恨不得让老天马上赐予我骑自行
车的本领。
所以寒假里，
我就开始学骑自行车了。
刚开始学的
时候，
我还没骑几下，
车子就倒了。
我觉得自行车像个小淘气，
老跟我作对！
我把自行车给摔了一下，
想狠狠地教育它。
可是

·

美丽的雪

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妈妈不在
家，可肚子已在“咕咕”地抗议了，情急之下，
我只好自己烧蛋汤，
解决燃眉之急。
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我犯难了，对了，烧
水。我忽然想起，妈妈平日里烧蛋汤就是先
烧水的呀！我赶紧把水倒入锅里，然后将锅
放置在煤气灶上，点火开烧，呀，熊熊大火蹿
了出来，差点把我吓个半死。火苗还是小一
点好，我赶紧把火势关小了一点。
下一步又该做什么呢？我再一次犯难
了。对了，打蛋。我把两个鸭蛋敲碎，倒入碗
中，加盐，倒酒，呀，白白的蛋青，黄黄的蛋
黄，真像两个正发出金色光芒的小太阳呢！
我把筷子插在蛋黄里搅一搅。等蛋打好后，
锅里水也沸腾了。要不要往汤里加上一点油
呢？我犹豫不决，心里似乎有两个小人在争
吵，一个说：
“ 要加上油，加了肯定更好喝。”
另一个说：
“ 别加油，万一加了不好喝怎么
办？”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往锅
里倒油。我拿起铲子，小心翼翼地往锅里倒
入花生油，随后又加了点水，
“ 滋滋滋、啪啪
啪”，那声音也太“恐怖”了吧，我又一次被吓
着，此刻的我忐忑不安的，好像在进行厨艺
大赛呢！
鸡蛋还没有下锅呢！我猛然想起这事，
赶紧端起那碗蛋，学着妈妈的样子，把蛋倒
在锅里的不同位置。可刚倒下去一点，我就
不敢倒了，因为我发现不像妈妈倒进去的蛋
那样是一块的，而是分散在各处。可是，蛋也
不能就这样浪费吧，我只好继续倒。哇，好
烫，坚持一下吧。终于，一碗蛋汤出锅了。我
尝了一口，天哪！这哪是蛋汤，分明是蛋糊
呀！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烧的蛋汤虽然不怎么好喝，但毕竟是
第一次烧。我相信，只要我不气馁，下一次一
定会成功的，我对自己有信心。
（指导老师 赵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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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实验小学四（6）班 曹雪瑶
小记者证号 0102595
校园还是那个校园，可是初春的校
园却多了一份生机。
你看，荷塘边的玉兰花开了，粉白相
间，仿佛是一个个仙女簇拥枝头，又仿佛
皑皑白雪挂满枝梢，绽放着艳丽的生机。
清晨的阳光洒在花瓣上，花瓣显得更加
光洁、柔嫩。
近看，玉兰花翘首向天，开得
大气磅礴，带着一股淡淡的芬芳。
虽然比
不上玫瑰的浓香，也比不上桂花的清香，
可玉兰花的香味却让整个校园弥漫着初
春的味道。

路桥小学二（7）班 赵洪韬
小记者证号 020885
寒假我去了东北，看到了白雪皑皑
的美景，
还做了一回
“雪地小精灵”
。
东北的雪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如同仙境一般的美！下雪了，
鹅毛般的大
雪纷纷扬扬，
就像满天的花朵飘呀飘呀，
又好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天使在跳舞，
美丽极了。
雪花一片片飘下来，
飘到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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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劝我：
“不要放弃！
失败是成功之母！
”
听了妈妈的话，
我就
又振作起来。
一次次摔倒，
一次次又重新站起来，
脚都摔得乌
青了，
依然坚持。
学骑自行车之后，
腿疼得走路也摇摇摆摆，
像
企鹅一样。
但第二天晚上吃完饭，
我还是去学骑自行车了。
我
发现我会骑了，
自行车好像一下子变成了我的朋友，
和我合
作得很默契。
那一刻，
我兴奋得都快要哭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学骑自行车这件事，再一次让我懂
得了这个道理。
（指导老师 於掌珠）

“李花宜远更宜繁，惟远惟繁更足
看。”吟着诗人杨万里的佳句，我们踏上
林荫道。初春的林荫道上一切都显得那
么富有生机，那么唯美。瞧，李树枝头的
那一树繁花，她的白，像天上的云，有时
停滞不动，装点一树的纯情；
有时微风揽
着她的腰，在时空中不停招摇。风儿轻
拂，花瓣也随之飘落，散落一地。枝干中
没有嫩叶，但一朵花就美了一枝萧条的
沉寂。
细细欣赏，小小的李花别有一番风
味，精致绝伦，五片雪白薄亮的花瓣捧着
嫩黄的花蕊，如精灵歇在枝头。
有的花朵
大而密集，把树枝压弯了腰；
有的藏在墙
角，宛如害羞的女孩，不敢直视世界。我

是多么爱初春恬雅的李花呀！
穿过林荫道，这就到了大榕树旁。
一
根根枝条没有规律地缠绕在树干上。它
经过岁月的蹉跎，留下的尽是沉淀的美！
初春时节，大榕树渐渐冒出嫩芽，在阳光
的照射下更加绿得发亮。
细听，那是新芽
绽放的声音，娓娓动听。斜看左边，教学
楼仿佛也因为榕树的生机而更加显得有
活力了，
这真是春的魔力啊！
操场上草儿竞相生长，它们你追我
赶，都迫不及待地看着初春校园的模样，
远处的杨柳也吐出嫩芽，拥抱着春天的
诗句，句句入眼。
初春的校园，不妨多走走……

上，
飘到树木上。
远看，
白茫茫的一片，
近
看，
像一大堆面粉洒在大地上。
看着这满
地洁白的“面粉”，我真想把它拿过来，
揉成面团，
擀好饺皮，
做一些正宗东北饺
子，
请你们都来尝尝我的手艺。
积雪越来越厚，树上有的像铺上了
棉花，
有的像冰柱，
银装素裹，
晶莹剔透。
我开心地穿上雪地靴和羽绒服到雪地撒
欢。
踩着厚厚的积雪，
发出
“嘎吱嘎吱”
的
声音，
有趣极了。
我在雪地里散步、打滚、

做雪球、打雪仗，痛快极了，甚至还忘了
寒冷。
捡一根树枝，
在雪地上画画、写字，
树枝发出“吱吱”的声音，快乐无穷。最
后，我还在雪地上写了一个特别大的
“大”
字，
你知道我是怎么写出来的吗？
哈
哈！我躺在雪地上，人陷在雪里，伸展开
双手和双脚，写了一个人体那么大的
“大”
字。
我爱你，东北的雪！我爱你，美丽的
冰雪童话王国！ （指导老师 牟超俏）

第一次包饺子
天台赤城二小六（5）班 王逸轩
小记者证号 876029
“儿子，晚上我们包饺子吃！”
一听到有饺
子吃，我乐坏了，因为饺子可是我的最爱呀！
于是，我就准备和妈妈一起包饺子。
我和妈妈分工合作，我洗芹菜、香菇等蔬
菜，妈妈剁肉，当我洗完菜看到妈妈手拿菜刀
一上一下娴熟地剁着肉时，心里痒痒的，说什
么也要来剁一剁。
我接过菜刀，迫不及待地往
肉上砍，结果，不是把肉弄得到处乱溅，就是
把刀砍在砧板上，三两下就累得我够呛！妈妈
拿回刀子，边剁边说：
“儿子，剁肉也是有窍门
的，拿刀不能太用劲，要使巧劲。
”
和好馅，我们就开始包饺子了。
我学着妈
妈的样子，拿来一张饺子皮，放在左手心上，
然后夹来肉馅，对折封口。就这样，一个饺子
在我的手里诞生了。
我正沾沾自喜呢，等放在
妈妈包的饺子边上一比，实在太丑了。
肯定是
馅太少了。我重新再包，夹来大大的肉馅，一
对折，肉都满到外面去了。
唉，馅弄多了。
都说
事不过三，我得再来。于是，我认真地包起第
三个饺子来。这回，我放的馅不多不少，包好
后看看，终于像样了。
但跟妈妈的比起来还是
逊色多了。
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儿子，你好棒！
自己懂得总结。
包得不错，
继续努力！
”
接着，
妈
妈开始教我怎么弄褶子了，
可妈妈教了我好几
遍，
我都弄不好。
我突发其想，
想到一个锦囊妙
计——自创
“花样水饺”
，说做就做！我开始做
起了
“包子”
水饺、
“花形”
水饺、
四角水饺等等。
妈妈看了我包的水饺后还夸我有创意呢！
包好饺子，该下锅了。一会儿工夫，热腾
腾的饺子就上桌了，吃着亲手包的饺子，别提
有多美味了！
（指导老师 王桂飞）

难忘的第一次
仙居实验小学六（7）班 应雨悦
小记者证号 08289
我这个第一次呀，
真的是够折腾了，
也是
经过这件事，
我才明白了感恩两个字的含义。
我的小阿姨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那
天她有事儿，便嘱咐我要照顾好她的宝宝，
我自信满满地答应了，心想：这点小事还做
不好吗？带小孩如此简单，
包在我身上。
说干就干，
小宝宝现在应该饿了，
我赶紧
去厨房为她热了一点粥。盛了一勺往宝宝嘴
里喂了一点，可她不仅没吃，还哭了起来，我
愣住了，难道不好吃吗？不会呀，我只热了一
下什么都没放呀！
等我反应过来时，
宝宝已经

哭得没声了。
我有些不知所措，
赶紧放下碗去
找玩具，一路上将花瓶弄翻，水洒了一地，把
椅子踢翻，
碰伤了手，
甚至把小宝宝的碗给打
碎了，
回来时已是满头大汗。
心想：
天哪，
为什
么拿个玩具都跟“上刀山下火海”似的，那我
还要喂她吃饭、
换衣服不是更折腾了吗？
我拿着玩具，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她见
到玩具，终于安分下来，我也松了一口气，将
温热的粥给她喂下。本以为“战斗”已经结
束，没想到才刚开始，小宝宝将粥含在嘴里
不肯下咽，我拍拍她的嘴，她无动于衷；我在
她耳边说道理，她装作听不见。我心急如焚，
待会还要睡觉呢！我心想：天哪，这宝宝太倔
了，这跟鱼似的鼓着腮帮子，好受不？真不知

道这些小孩子的心里怎么想的。
突然我脑子里灵光一现，可以将她逗笑
啊，运气好的话就咽下去，运气不好就喷出
来，反正总比含在嘴里强。我赶紧做了个鬼
脸，见有效果，便多做了几个，果然，她喷出
来了。真是皆大欢喜，不过，都吐到了我的身
上，我感觉瞬间崩溃了。我是招谁惹谁了，孩
子没照顾好，自己还得洗一件衣服。我将身
上的脏物清理干净之后，又将她的嘴擦干
净，她也渐渐有了睡意，我便将她放在床上，
盖好被子，
便去清理战场了。
俗话说得好，
“养儿方知父母恩”
。
这次经
历让我更加懂得了要感恩父母。
（指导老师 王淑燕）

第一次“逛”淘宝网
椒江云健小学五（3）班 陈雨濛
小记者证号 001294
这天，我正要画美丽的冬景，拿起水彩
笔作画时，糟糕的事出现了——水彩笔竟然
没有水了，
在纸上留下了刺眼的
“色彩”。
我不禁发起愁来，突然我灵机一动，想
起了妈妈平常都在淘宝网上购买自己所需
的物品，说不定就有我需要的水彩笔呀！于
是我三步并成两步急匆匆地到妈妈的身边，
跟她说了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想法，令人激
动的是，妈妈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妈妈拿起了手机，点开了淘宝网软件，
再跟我讲了搜索的方法，便让我自己“淘宝”
了，我睁大眼睛，仔细地看着。一会儿输入物
品的名称，一会儿将物品进行筛选，第一次
“逛”淘宝网的我被这强大的功能惊呆了，这
里面有着琳琅满目的物品，使人眼花缭乱，
不管你要什么物品，它都会给你一个满意的
答复，可谓应有尽有！
大概“逛”了七分钟，一个完美的水彩套
装映入眼帘，它的价格实惠，颜色鲜艳，还有
创意的包装，
都令我动心，
我便将它加入购物
车，
接着，
又将许多我中意的物品加入了购物

车。最后，我进行了认真的筛选，选出几样既
实惠又好用的，便找妈妈付款。付完款了，我
好奇地问道：
“妈妈，
水彩笔什么时候能到呢？
是不是很快呢？
”
妈妈微笑地答道：
“不能说快
也不能说慢，
厂家在广州，
大概三天能到。
”
我
听了，有点迫不及待，真想穿越时空，立刻到
三天以后接到快递的那一瞬间。
时间艰涩地流动着，终于等到了那一瞬
间，我满怀激动地拆开包裹，立马拿出水彩
笔进行检测，啊！这笔真漂亮，质量又好，我
不禁啧啧称赞。
淘宝网真神奇啊！（指导老师 王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