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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
博陆小学

305班 张智涛

指导老师 蔡冬萍

我爱吃香蕉。
香蕉和其他水果一样，结果之前会先开

花。可是它的花却和桃花、梨花大不相同：
桃花粉粉的，是朝上生长的；而香蕉的花是
暗红色，花瓣大大的，是朝下生长的，就像一
个耷拉着的脑袋。

时间一天天过去，香蕉花慢慢枯萎，小
香蕉露了出来。不过，此时的香蕉还没有
熟，好像一个睡着的小宝宝。

再过几天，香蕉长大了一点，重量也比
以前重了不少。那直直的香蕉像一位位站
岗的军人，笔直地站在那儿，多有趣啊！

大概再过一周，直直的香蕉慢慢向上
弯，头上的小花也慢慢枯萎，这便是香蕉渐
渐成熟的标志了。等香蕉变得粗壮时，就可
以采摘了！

采下来一整串香蕉像贝壳一样。这时
的香蕉是青绿色，需要耐心等待才会慢慢变
黄。

剥下香蕉皮，露出白色的果实，香甜的
气味扑鼻而来。咬一口，甜津津的，仿佛在
吃蜜一样！

香蕉是我心中的“水果之王”。
姐姐高中毕业，就要去上大学

啦！可是，这么高兴的日子，她却哭
了，究竟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一起看
看吧。

姐姐的毕业典礼前一天，我问她：
“毕业了，开不开心？”姐姐说：“不开
心。”我奇怪地问：“为什么呀？你要上
大学了呢！”“上了大学就要和我最好

的朋友分开了。”姐姐说。
我以为姐姐只是随便说说的，并

不是真的不开心。可谁知，当我快睡
着时，却听见从姐姐房间传来了哭
声。我走过去问：“姐姐，你为什么哭
呀？”姐姐一边哭一边对我说：“明天是
毕业典礼，结束后我就要和相处了三
年的同学分开了，我舍不得他们。”看

着眼前的姐姐，我不禁想到，等到自己
小学毕业的那一天，会不会也像姐姐
一样，舍不得朝夕相处的伙伴们。

第二天，姐姐噙着泪水对全班同学
说了声：“再见，同学们！”老师也帮同学
们拍了最后一张纪念照。这张纪念姐
姐一直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相信姐姐
也一定会把这张照片放进心坎里。

这是一个阳光不太明媚的早晨，
薄雾还没有完全散去，空气也清清凉
凉的。我和爸爸妈妈拿着竹竿、竹篮
和钳子一起去山上打板栗，收获秋天
的果实。

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到了
山上，这里的色彩十分丰富，简直就像
一盘打翻的颜料盒。秋天把绿色给了
松柏，把金色给了银杏，把棕色给了梧
桐，把红色给了枫树……

边走边欣赏沿途的美景，不知不
觉，我们就来到了栗树林。一到板栗
树下，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竹竿想
去打。可是，我抬头一看，并没有看见

栗子，而是看见一个个绿绿的长满毛
刺的东西。于是，我跑去问妈妈，妈妈
说只要把这些刺球打下来就能看见栗
子了。

我又扬起细细长长的竹竿，挥了
好几下都没打着，但我并不气馁，瞄准
了目标又打了几下，板栗在摇晃之后
还是没有掉落下来。这时妈妈走过来
告诉我，外表绿色的还没有成熟，所以
特别难打，可以试着去打一些棕色的，
特别是裂口的。于是我在树下仔细观
察，终于找到了一个被叶子遮住的棕
色板栗，我举起竹竿，瞄准目标，连挥
三下竹竿，终于把一个板栗打了下来。

我高兴极了，连忙去捡，却随即发
出一阵惨叫——哇，这刺刺的球还真
的不好对付！可是这也难不倒我，我
用脚踩着板栗，拿钳子对准裂口一掰，
两个胖胖的栗子就出来了。我如获至
宝，赶紧捡起来放进篮子里，原来刺刺
的板栗里藏着光滑的栗子。

渐渐地，我们采的栗子已经装满
了小篮子，看来今天晚上有香喷喷的
栗子可以吃了。我还带了几颗毛栗子
回家，等准备吃的时候再掰开来，这样
不是更有成就感吗？

我的小闹钟
育才实验小学（荷花校区）

301班 姚敏琦

指导老师 尤浙芬

我有一个小闹钟，它是我刚上一年级
的时候买的，我十分喜欢它。

小闹钟的外形是只可爱的小熊，它有
一双小小的眼睛、一只小小的嘴巴、一双
大大的脚、一个白白的身体和一个圆圆的
脑袋，而那个圆脑袋便是小闹钟的钟盘
了。

每天晚上，我写作业的时候，感觉小
闹钟总是在盯着我，好像在对我说“要按
时完成作业，准时上床睡觉”；每天早上，
它又准时用一阵阵清脆的铃声把我从睡
梦中唤醒，提醒我要按时起床上学。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小闹钟已经
陪伴我快三年了，每次看到它，就感觉小
闹钟在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提醒我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小闹钟真是我的宝贝。

一天早晨，松鼠妈妈出门采松果去
了，小松鼠独自在家里玩耍。

这时，走来了一只饥饿的狐狸，他瞪
大眼睛，流着口水，偷偷地观察小松鼠。
狐狸绕着大树巡视了一圈，发现松鼠妈妈
不在家。狐狸假装松鼠妈妈的口吻，敲了

敲门说：“妈妈回来了，给你带了美味可口
的松果，快下来给妈妈开门呀！”小松鼠一
听，察觉声音不对劲儿，就从窗子里向下
探了探身体。呀！原来是一只大狐狸，这
可怎么办啊？

小松鼠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法子，他

拿来一根木棍，碰了碰窗外的蜜蜂窝，成
千上万只蜜蜂涌了出来。狐狸只听见“嗡
嗡嗡……”的声音，抬头一看，妈呀，是一
大群蜜蜂！狐狸吓得撒腿就跑，一边跑一
边叫：“救命呀，救命呀！”

小松鼠哈哈大笑，正在这时，妈妈回

来了，奇怪地问：“什么事情那么开心？”
小松鼠把刚才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

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直夸小松鼠是个
聪明勇敢的孩子。

放学回家，我走进书房，拿起笔，
看着眼前的试卷，脑海里似乎有堆杂
乱的线缠绕在一起，一点思路也没
有。“你怎么才写了这么点儿作业？”妈
妈推门而入，生气地问。“要是下雪了
该有多好！”我瞟了一眼窗外，在心中
嘀咕着，又不得不重新抓起笔写作业。

妈妈见我走出书房，便对我说：
“作业写完了？把窗打开，透透气吧。”
确实，屋里虽然很冷，但有些闷。“天都
这么冷了，怎么还要开窗？”我嘟囔着
走到窗前，伸手推开窗，凛冽的寒风顿
时钻进了屋子，冻得我直打哆嗦。但

定眼一看，刚才的不快就都烟消云散
了。只见一个个雪白的蓬松的精灵在
夜空中飞舞着，她们悄悄地落在屋顶、
树枝上，变成了雪白的薄被子。我揉
了揉眼睛，再仔细一看：精灵们跳得更
欢了，争先恐后地落到地上。是真的
雪！没有看错！“妈妈，真的下雪了！”
我兴奋地喊道。

“吃完饭就去玩雪吧！”妈妈端上
晚餐说。万一雪化了怎么办呢？得快
点吃！想到这里，我扒拉了一大团米
饭，再夹起一筷子豆芽，硬是全塞进了
嘴里，再喝一大口汤，几乎都没来得及

咀嚼就吞进了肚子。三下五除二，一
碗饭就见了底。

“吃完了！”我含糊着交代一句，就
放下碗筷，冲上露台，奔进雪地里。鞋
子踩在雪地上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
音。我伸出手，雪花落在手心，还没来
得及感受一丝凉意，就变成了小水
珠。要是雪再下大些，那该多好！“别
玩太久，当心感冒！”妈妈喊道。我披
着一身雪花，恋恋不舍地离开露台。

雪后，空气格外清新，我趴在窗
前，望着雪景，盼望着下一场雪的到
来。

打板栗
育才实验小学413班 汤景行

指导老师 陈海飞

美丽的西湖
临平一小

304班 姜屹

指导老师 殷婷

西湖风景优美，是个可爱的地方。
春天，柳树抽出了嫩绿的芽，花儿散发

着迷人的香味，暖和的阳光照射在西湖的水
面上，波光粼粼。

夏天虽然烈日炎炎，但也是西湖物产最
丰富的时光。一个个胖嘟嘟的莲藕悄悄地
从淤泥里探出脑袋来，似乎在说：“快来给我
洗洗澡吧！”湖底的胖螺蛳，也在懒洋洋地蠕
动着……西湖的夏天真是生机勃勃啊！

秋天，西湖边五颜六色、瑰丽无比：有霜
叶红于二月花的枫叶，有成片成片杏黄的银
杏叶，有常年翠绿的松柏和水杉，有金黄金
黄的桂花。这些颜色相互交错，描绘出一幅
色彩斑斓的画卷。

冬天，西湖是白色的。远山积着一层厚
厚的雪，树枝也被染成了雪白色。但白得最
有趣的要数断桥了：从宝石山往下看，断桥
的拱面没有雪，两边积了一层皑皑白雪，仿
佛桥真的断了一样。此时的湖面结了一层
厚厚的冰，像一个天然的溜冰场。冬天的西
湖游人渐少，没有以往那么热闹了。这时的
西湖看起来真的好大呀。

西湖四季如画，真是人间天堂！希望，
可爱的西湖变得更加美丽！

小仓鼠
良渚七贤小学

305班 楼思钰

指导老师 赵露倩

放学后，妈妈带回来一位家庭新成员
——小仓鼠。它全身是褐色的，身上有个黑
色的“十”字形状的花纹。它还有一双肉色的

“手”，每只手上分别长了 4个爪子。仓鼠最
有趣的就数它的尾巴了，我以前以为小仓鼠
没有尾巴，后来趁小仓鼠睡觉的时候仔细观
察，才发现它的身后还藏着一条又小又粉的
尾巴。

小仓鼠不仅贪睡，还很贪吃呢！我就给
它取名为“小吃货”。当我在吃核桃时，小仓
鼠会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好像在对我说:“小
主人，请给我个核桃吧!”

我给它了三个大核桃，它居然还会高兴
地发出“吱吱”声，好像在对我说:“小主人，谢
谢你。”我观察着小仓鼠吃核桃的过程。首
先，它小心翼翼地把外壳咬碎，然后把核桃仁
取出来，最后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看看它
那可爱的样子，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但它
还在埋头开心地吃着美味的核桃仁。

我太喜欢我家可爱的“小吃货”了！你们
呢？

姐姐毕业了
仁和中心小学405班 傅圣杭

指导老师 王芹芹

盼雪
临平二小603班 过怡然

指导老师 张燕玲

老家的白果树
良渚七贤小学

303班 胡思源

指导老师 余小红

在老家的院子里，长着两棵水桶般粗
细的白果树，它们笔直地屹立在院子的西
北角。听说这是爷爷年轻时种下的，年龄
比爸爸还大呢！

春天，白果树光秃秃的枝干上抽出了
嫩绿的枝芽，随着气温慢慢升高，小枝芽变
成了一把把小扇子，越来越绿，越来越密。

骄阳似火的夏天到来了，白果树就像
两把密不透风的大伞，为我们遮挡刺眼的
阳光。微风轻轻吹过，“小扇子”发出哗啦
啦的响声，好似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我和弟
弟经常搬着小板凳坐在树下静静地听着它
们演奏。

秋天，秋风掠过树梢，一片片金黄的叶
子像一只只优雅的蝴蝶纷纷飘落，三五成
串的白果圆溜溜地挂在枝头。这时，奶奶
的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她总是乐呵呵
地对我们说：“白果全身是宝，它的果肉可
以食用，核仁可以做成中药，就连叶子也是
名贵的中药材，它还是树中的“活化石”
呢！

冬天，北风呼呼地吹着，大地万物都沉
静下来，大白果树也静静地睡着了。但它
一点儿也不会冷，看它身上盖着一层厚厚
的“棉被”呢！这一床厚厚的“棉被”是我们
院子里冬天独特的美景！

这两棵白果树好似忠实的卫兵，守护
着我们一家人的平安。随着四季的变化，
白果树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我爱我家
的白果树。

聪明的小松鼠
树兰实验学校208班 沈子洋

指导老师 岱苑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