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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河区实验小学小记者作文选登
新年初雪
四（2）班 崔若冲
“下雪了！下雪了！”正在专心致
志写作业的我听到了外面小朋友的惊
呼声。原来白雪姑娘迈着轻盈的步
子，将裙子里的“白花”撒向了大地。
许多小朋友都喜欢雪，我也不例外。
这是 2018 年的第一场雪。抬头
看 一 眼 窗 外 ，雪 正 在 纷 纷 扬 扬 地 下
着。这雪可真奇异啊！有的像轻盈的
柳絮，有的像洁白的梨花，有的又像漂
亮的羽毛……它们真是晶莹透亮，形
态各异！
漫天飞舞的雪落到地上，地上便
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落到建筑物上，
顷刻间，建筑物与大地融为一色。漫
步在雪地上，犹如踏在一条柔软的白
色地毯上。这雪的世界就像粉妆玉砌
的美丽童话世界！
看这边，几个小伙伴在欢快地堆
雪人；再看那边，一个小朋友刚手忙脚
乱地捧起一个雪球，站起来就朝小伙
伴扔去……玩得不亦乐乎！
雪啊，你是冬天送给我们的礼物，
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雪啊，你白似鹅毛，大似梅花！
雪啊，你是仙女撒下的碎玉，你也
是冬天特有的银蝶！因为有了你，我
们的冬季不再孤独。你下吧，下吧，继
续下吧！继续给我们带来欢乐！

热闹的冬至
五（4）班 盛至轩
我国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传说
“冬至吃饺
子不冻耳朵”
。于是，
在冬至这天人们都会吃饺
子。
刚刚过去的冬至，我们学校开展了包饺子
活动，让同学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老师带
领我们精心准备了此次活动。老师将同学们
分为四个小组，每组有一个家长带领大家包饺
子。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展
示自己的包饺子技能。
活动终于开始了，只见同学们都有条不紊
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擀面的擀面，包饺子的包
饺子，烧水的烧水……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我也拿了饺子皮和大家一起包。几个不会包
的同学到处请教，几个包得好的同学拿着自己
的饺子炫耀。家长们一边忙着自己的任务，一
边指挥同学们包饺子。教室顿时变得热闹起

来，笑声、喊声、锅碗瓢盆的乒乓声不绝于耳。
老师也融入其中，与同学们一起感受包饺子的
乐趣。
在一片欢乐中饺子终于包完了，老师端起
饺子放入锅中，大家个个伸着脖子看锅里“活
蹦乱跳”的饺子。同学们脸上都荡漾着喜悦的
笑容，额头上流淌着劳动的汗水。我想此时大
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描述的。
饺子熟了，同学们连忙夹起热气腾腾的饺
子放进嘴里。
“ 真香，真香……”教室里传出阵
阵赞叹声。是呀，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劳动果实
更美味了。
这个冬至过得既热闹又有意义，既吃到了
自己亲手包的饺子，又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我喜欢这个热闹的冬至。
（指导老师：付钰）

湖光小学

小记者作文选登
我有一双
神奇的翅膀
四（4）班 李晟如
我有一双神奇的翅膀，可以做一个
小小的旅行家。
我可以飞到北京看故宫，可以飞到
上海看东方明珠。现在冬天来了，我最
想去的地方是哈尔滨。在那里，我可以
看一看冰雕，还有大冰块儿堆成的城
堡，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简直像
一座漂亮的水晶城堡，美丽极了！
现 在 的 天 空 灰 蒙 蒙 的 ，看 不 见 蓝
天，也看不见太阳公公那温柔的微笑。
我决定飞到天上把那些云朵拿到家里，
用抹布把它们擦干净，再把它们抱到天
上。蓝蓝的天空再次出现了，太阳公公
给我一个温柔的微笑。
有一双神奇的翅膀真好啊！可以
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可以当一个天
空卫士，捍卫蓝天白云。
（指导老师：庞慧丹）

贴鼻子
四（1）班 贾智博

我家的小可爱
四（4）班 黄熙媛

“哇——哇——”卧室里传来一阵
清脆的哭声，我闻声赶去一看，原来是
我的小妹妹睡醒了，闹着要吃奶呢！
她有一双小黑豆似的眼睛，微微翘
起的小鼻子下有一张樱桃小嘴，她叫小
贝。
小贝不笑就已经很可爱了，一笑起
来简直就是一个灿烂的小太阳。一天，
妈妈给小贝买了一些有趣的小衣服和
一张星空主题的毯子，准备给她拍一些
照片。妈妈把小贝抱到毯子上，给她穿
上带有小翅膀的衣服。小贝发现自己
躺在软绵绵的毯子上，开心地笑起来，
还不停地扭动着身子，以表示她的欢
乐。妈妈趁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后
来，妈妈又给她拍了许多照片，每张照
片都有独特的风格。有的像她在夜空
里自由飞翔，有的似她在奋力地爬一
架天梯，有的如她在与星星开心地交谈
……
小贝吃奶的样子十分可爱，她要先
嗅一嗅，
然后贪婪地吮吸起来，
吃一会儿
还要抬起头来看一看，生怕别人抢了她
的“饭”似的。小贝觉得安全后，对着大
家笑一笑，
就又津津有味地吮吸起来。
我的小妹妹神态多变，有时像一个
可爱的小天使，有时像一朵盛开的花，
有时像一只生气的猫，有时又像一个委
屈 的 小 公 主 …… 我 喜 欢 我 可 爱 的 小
贝。
（指导老师：马红丽）

星期四下午的语文课上，我们班举行了一
把我的眼睛蒙上，眼前瞬间一片漆黑，我心里
次有趣的活动——贴鼻子。
开始恐慌了，这可怎么办？我能把“鼻子”贴在
上课了，只见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两张大大
准确的位置吗？我会在同学们面前出丑吗？
的“脸”。我们感到非常疑惑，正当同学们都在
真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可开始了就没有回
纳闷时，老师说：
“ 今天我们要举行一次有趣的
头路。
贴鼻子活动。”老师宣布了游戏规则，上台的同
我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沉重的脚步，真是举
学要蒙着眼睛把吸铁石贴在鼻子相对的位置， 步维艰，手终于碰到黑板了，可我不知道贴哪
就算胜利了。
儿，几次伸手，又几次缩了回来。我犹豫不定，
游 戏 开 始 了 ，同 学 们 争 先 恐 后 地 走 上 讲
下面的同学都等得不耐烦了，不管了，放手一
台，有的人胜利而归，有的人扫兴下台。有的
搏吧！只听“啪”一声，吸铁石稳稳地贴了上
把“鼻子”贴在了眼睛上，还有的把“鼻子”贴在
去。还没等我解下红领巾，同学们就哈哈大笑
了耳朵上，惹得其他同学开怀大笑。
起来，我迫不及待解下红领巾一看，原来是把
终于轮到我了，我胸有成竹地走上讲台。 “鼻子”贴在了脸上，我也羞愧地笑了。
拿起黑黑的“鼻子”举起手，瞄准黑板上鼻子的
伴随着同学们的欢声笑语，
游戏一直持续到
位置，然后对老师说：
“ 开始吧。”老师用红领巾
下课铃响起才结束，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活动啊！

有趣的抢凳子游戏
四（4）班 张校铭
星期五下午第四节课，
马老师走进教室对我
们说：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抢
凳子。
”
同学们听了，
高兴极了，
都欢呼雀跃起来。
老师先讲了游戏规则：每小组选一个人参
加游戏，8 个人抢 7 个凳子坐。鼓声响起来的
时候，选手围着凳子转，鼓声一停，就要坐在凳
子上。如果谁没有抢到凳子坐，他就被淘汰，
凳子也要去掉一个。反复几轮，抢到最后一个
凳子的人获得冠军。
老师刚说完游戏规则，第一局游戏就开始
了。第一局的选手上场了，
他们个个精力集中。
只见这 8 个同学围着凳子转起圈来，
有的用一只
手扶着凳子，
生怕凳子被别人抢走。有的用小碎
步慢慢地移动，
随时准备坐下来。转眼间，
第一
轮、
第二轮都有了结果。最后一轮结束，
段庆宇
在第一局游戏中获胜，
同学们都为他鼓起掌来。
我很幸运，被选上参加第二局游戏。我怀
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上场了。游戏开始了，

我们 5 个伴随着鼓声慢步小跑起来，我的眼睛
一直盯着凳子，不敢离凳子太远。一圈、两圈、
三圈，正当我们跑得起劲的时候，鼓声突然停
了下来，同学们立刻坐下来，我也抢到了一个
宝座。只有郭子豪站在那里，没抢到凳子，他
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
到自己座位上。游戏继续进行，第二轮我和杨
文涵同时坐在了一个凳子上了，我们俩都说是
自己先坐到凳子上的。同学们的眼睛是雪亮
的，都说是我先坐到凳子上的，老师宣布杨文
涵被淘汰了。过五关斩六将，到了最后，只剩
下我和林家豪两个人比了。我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抢到凳子。刚开始，我俩围着凳子转
圈，鼓声一停，我屁股一扭，抢先坐到了凳子
上。哈哈，我赢了，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老师
用手机给我拍下了这精彩的瞬间。
游戏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结束，放学铃
响了，同学们恋恋不舍地走出了教室。

摊煎饼
五（4）班 宋家仪
那个周末有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
趣事——摊煎饼。我为什么会对这件
事很感兴趣呢？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亲自下厨做煎饼。我对爸爸妈妈说：
“这真是太好玩了！”我想象着，面糊就
像牛奶一样，在锅里流淌，缓缓地流动。
终于，我找到了做煎饼需要的食
材，可以开始做了。我把面粉和其他原
料倒进瓷碗里，多放了一些水，这样面
糊变稀了才会在锅里流淌，做出的品相
会更好。我把稀面糊倒入平底锅内，把
锅拿起来，摇一摇，让面糊布满整个锅
底，在摇的过程中，面糊像淘气的小娃
娃一样来回流动。我向左摇，它就从锅
的右边跑下来，我向右摇，它从左边跑
下来，这让我很开心。我把火开大，看
着煎饼从白色变成肉色，再变成淡黄
色，像变色龙一样不停地更换颜色。做
煎饼太好玩了，太开心了！
这次尝试，我收获到了快乐，同时
也掌握了做煎饼的技巧！
（指导老师：耿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