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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姑娘回来了！她吹了
一口气，嫩绿的小草们就从
黑乎乎的泥土里探出了绿油
油的小脑袋，宛如给大地披
上了一件绿衣裳。春姑娘笑
眯眯地望着泥地，几簇小野
花像感受到了魔力，争先恐
后地钻了出来，一眼望去，
大片绿色中点缀着点点鲜
艳，分外好看。上个周末风
和日丽，杨柳依依，花儿亭
亭玉立，真是个放风筝的好
日子啊！

明丽、明永和明悠三个
小朋友，抱着各自的风筝一
蹦一跳地走进了公园。公园
里到处都是放风筝的人，抬
头望去，各式各样的风筝，

飞翔在辽阔天空，把湛蓝的
天空装扮得五颜六色，宛如
一幅美丽的画卷。金鱼风筝
摇着漂亮的大尾巴，像在问:

“我美吗？”有上百只脚的蜈
蚣风筝，像在警告我们:“你
敢过来？小心我咬你！”这些
造型各异的风筝，真是有趣
极了！

明丽、明永和明悠也迫
不及待地组装起各自带来的
燕子风筝。明丽抱着风筝，
走到人们边上，心想:“我先
看他们怎么放风筝吧，我还
不会呢。”只见明永一手握着
线轴，一手扯着风筝线，明
悠则踮起脚尖，高举着风
筝，在感受风的方向。明永

转过头，大声喊到:“都准备
好了吗？”明悠马上回答:

“准备好了。”明永就迎着
风，拼命跑了起来，一边放
线，一边不时地回过头看风
筝的姿态，眼看着风筝被气
流吹得“跃跃欲试”，他看准
了时机，大喝一声:“飞起
来！”然后用力将风筝猛地往
上空一投。然而，一眨眼工
夫，风筝就“啪”地一声，
一头栽到了地上，仿佛舒服
地睡大觉。明永和明悠顿时
沮丧极了，过了好一会儿，
他们才重振旗鼓，继续试
飞，明丽在一旁打气：“不能
灰心，一回生二回熟嘛，我
们只是没找到窍门。”

三人不断地练习，手里
的风筝也好像逐渐“有了灵
性”。“耶！飞起来喽！”伴随
着一声激动的尖叫，燕子风
筝迎着气流，一飞冲天，自
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遨翔，他
们三个激动万分。远处就是
幸福的家，小朋友们边跑边
喊：“妈妈，你看，我的风筝
飞得高不高！”三只三角形的
燕子风筝，在云中穿梭着，
像是在和云朵姐姐捉迷藏。

草坪是孩子们的乐园，
天空是风筝的海洋。银铃般
的笑声久久回荡着，真是一
个美好的上午啊。

（指导老师：方颖涵）

看，我们的风筝飞上天了
骆驼中心学校306班 嵇予希

上个星期六的上午，天
气晴朗，微风徐徐，爸爸带
我去镇海市民广场放风筝。
这是一只五颜六色的多边形
风筝，上面印着三个漂亮的
公主。风筝的尾巴是三条彩
虹色的飘带，美丽极了。

开始放风筝了。我先转
动风筝上的手柄，把风筝的
线放长。然后，我逆着风跑
起来，边跑边放手中的线。
风筝飞得越来越高，在天空
中好像一只欢快的小鸟。这
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儿
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
纸鸢。”

放风筝真是一件有趣的
事情。

（指导老师：刘月月）

忙趁东风放纸鸢
鲲池小学104班 叶选宁

妈妈告诉我，坐上飞机
就能到达海南。遥远的海南
岛，四季如春，景色宜人，
椰树成林，还有一大片透明
的大海，柔软的沙滩……我
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
我多想去看看！

爸爸告诉我，坐上高铁

就能到达上海。遥远的上
海，是我国最繁华的城市。
那里有世界闻名的外滩，有
高耸入云的东方明珠塔，还
有童话王国迪士尼乐园。我
对爸爸说，我多想去看看，
我多想去看看！

（指导老师：叶惠君）

我多想去看看
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105班 于悦

茶，在我的印象中是微
微的苦涩中带着一丝清凉，
但我从来没喝过，这次有了
机会品尝这传说中的茶。

我观察着它，茶叶在壶
中一会儿向下沉一会儿向上
飘，好像要跳舞似的，渐渐
地水变成淡绿色了，一股淡
淡的带点清香的气息溜入我
的体内，人好像神清气爽
了。淡绿的茶水慢慢地从壁
上流下来，不一会儿就满
了，绿青青的，就像春天的
湖水，在光的作用下发出各
种颜色。茶水还是热热的，
上方冒着白气，手伸到上

方，一阵温暖从手掌传到了
身体，暖洋洋的。

轻轻抿一口，夹杂着苦涩
味，茶还是烫烫的，在口中含
一会儿，渐渐温凉了，但我惊
喜地发现，苦味已经少了一大
半，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又一丝
的甘甜在口中游走。

我向杯中吹了几口气，
杯面出现小小的波纹，快凉
的时候，一大口下去，茶水
中只剩一丝丝的微苦与满口
的清甜，喝下去后身体热热
的，仿佛满血复活，真是太
棒了啊。

（指导老师：颜云）

品 茶
艺术实验小学503班 严馨怡

每到节假日来
临的时候，总有人
去游山玩水，有人
去看外面的花花草
草。而我，最喜欢
就是去爷爷的菜园
了，那是我最美好
的乐园。

爷爷的菜园在
一个小山坡的脚
下，那里原本是一
片荒地，无人问津，
但是经过爷爷的精心打造，终
于，这片荒地变成了一片一年
四季都很美丽的菜园。

记忆最深的就是去年暑
假的一天，我带着满怀的欣
喜，来到了我日思夜想的爷爷
家，在柔和的夕阳下，我又跟
着爷爷来到菜园，这哪是菜
园，这可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一首流动的诗。一边是一个
个丝瓜架，花蔓上开满了一朵
朵金色的小花，有些花凋谢
了，有些花开得正艳。青瓜似
乎要和丝瓜一争高下，长的、
短的。一旁的西红柿、茄子，
也争先恐后地生长着，辛勤的
小蜜蜂一边“嗡嗡”叫一边采
蜜。哦，还有蜻蜓，我去追赶
蜻蜓，蜻蜓飞这么快，我还是

追不上。突然，我眼前冒出了
一个绿蚂蚱，我喜出望外，用
小绳子把它捆起来，准备带回
家，可一转身，它就不见了，只
留下一只腿，弄得我哭笑不
得。

“爷爷，我渴了！”爷爷一
听立马带我来到一片西瓜地，
随手找了一个西瓜，用手一
劈，西瓜就露出了红色的瓤。
我一尝，哇！好甜呀。我吃到
打嗝才罢休。

吃饱喝足后，我就找了块
阴凉的地方，一躺，草帽一戴，
就这样睡着了。

一想起这个乐园，我就美
滋滋的。真希望今年的暑假
快点来临。

（指导老师：陈芳）

爷爷的菜园
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407班 许馨月

星期三下午，学校举行
了陶瓷拍卖活动，我和小伙
伴们拿上钱，兴奋地奔向活
动场地。

到了现场，只见那里摆
着许多摊位，每个摊位都挤
满了人，好不热闹。摊位上
放满了各种精美的陶瓷：有
精巧的小盘子、可爱的小杯
子、漂亮的小摆件、创意十

足的陶瓷项链……应有尽
有，琳琅满目，看得我眼花
缭乱。这时，我走到了一个
卖挂坠的摊位前，上面放着
许多迷你挂坠。我挑了一个
胡萝卜形挂坠，它的表面细
腻光滑，样子栩栩如生，让
人爱不释手。付完钱后，我
开心地拿着它向小伙伴炫耀。

“下面拍卖的商品是……”

远处的一阵阵嘈杂声吸引了我
们，我们循声跑去，挤进围
观的人群，原来是两个同学
在拍卖陶瓷。一个同学小心
翼翼地捧着一件陶瓷，另一
个同学高声喊道：“一百一
次，还有吗？一百两次，一
百三次，成交！”原本吵闹的
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
都被这个巨大的数字惊呆

了。最终，这件精妙绝伦的
陶瓷落入一个同学的手中。
拍到的同学得意洋洋地离开
了，没拍到的同学则像泄了
气的皮球一样呆呆地站在原
地……

就这样，直到上课铃声
响起，我才依依不舍地回教
室。

（指导老师：董遥）

走，去学校的陶瓷集市看看
崇正书院407班 李沁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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