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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我独一无二的老爸！
小时候喜欢奥特曼，长大了喜欢钢铁侠……不同人生阶段，我们心目中的超级英雄形象也在不断更迭。但，唯有
一个英雄，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不可撼动。他没有拯救人类的超能力，却能为我们遮风挡雨；他没有炫酷拉风的外形，
却连小肚腩都是如此可爱；他不在漫画里也不在大片里，他是我们成长日子里的守护神。
长大的过程，就是渐渐意识到，爸爸不是超人，但他却在用平凡的双手为我们创造着超乎寻常的快乐和满足。

我的爸爸

可爱的爸爸

我的爸爸姓张名永，今年 36 岁。不过那个“永”字本
来应该是勇敢的“勇”，只是后来上户口的时候弄错了，
所以成了现在的“张永”。
他的发型是板寸头，看过去像是个长方体。我妈妈说
他二十岁在大学里的时候是很瘦的，只有 118 斤，可从三
十岁开始就在一直发胖，还好这几年稳定下来了，不然都
要到 200 斤了！
我的爸爸有早起的习惯，
从不睡懒觉，
好像他头脑里就
有一个闹钟。
周末早晨，
我在六点三十分左右醒来，
但他大概
六点十几分就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了。
我一醒来，
爸爸听到声
响也马上进门来，
然后我们一起躺在床上聊天，
好像在上演
中国版《父与子》，
我觉得这是我和爸爸的好时光。
我爸爸吃饭的速度非常快，通常我和妈妈才吃了几
口菜，爸爸就唏里呼噜地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然后说了
句“我吃饱了”，就离开了餐桌，只剩下我和妈妈在那里
慢腾腾地继续吃。
我的爸爸真奇特！
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 201 班 张澈
小记者证号：183194 指导老师：谢丽建

暑假里，我最开心的事就是终于可以天天跟爸
爸妈妈抢着洗碗了。因为平时妈妈总是叫我先去做
作业，结果等我写完作业洗碗的机会早就没有了。
今天吃完饭我又抢着洗碗，妈妈笑着对爸爸
说：
“ 我们去坐着享福吧！”说完妈妈想把我洗碗的
样子拍下来，这时候爸爸飞快地跑过来说：
“ 等等，
把厨房整理一下，这样可以把我的小宝贝拍得更
美。”爸爸一边说一边三下五除二地把厨房里的杂
物都搬到了厨房外面，接着又快速地把厨房的地板
拖得干干净净。本以为这样就好了，可爸爸却像个
忘了按暂停键的机器人一样停不下来了，直到把所
有的房间和客厅都拖了一遍。
过了一会儿，满头大汗的爸爸终于反应过来
了，他兴冲冲地跑过来对妈妈说：
“ 不是说要享福
吗，怎么到最后又是我最累啊！”妈妈忍不住哈哈大
笑起来，然后爸爸也笑了，然后我也笑了，欢乐的笑
声充满了整个屋子……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 206 班 李金瑞
小记者证号：180488 指导老师：王巧君

■图片新闻
为了更好地体验老师的辛苦和付
出，教师节当天，宁波国家高新区第二
幼 儿 园 的 家 长 和 幼 儿 齐 上 阵 ，分 别 担
任家长助教和“小老师”。这一快乐、绿
色、廉洁的教师节，也让家园关系更近
一步。
通讯员 林聪维 郑浅浅

宁波国家高新区第二幼儿园的
“小老师”在给同学们分发点心

■多彩假期

瑞士寻宝记
去瑞士之前，我看了一本《瑞士寻宝记》的书，
里面写到瑞士的三样“宝物”：雪山、钟表、巧克力。
暑假，我到了瑞士，爬了少女峰、雪朗峰、马特
洪峰三座雪山，看了各式各样的钟表，品尝了各种
味道的巧克力，但我觉得瑞士最宝贵的是一条名
叫“BERRY”的狗。它是瑞士著名的救护犬，它的
体重达 100 公斤，身高达 1 米，是名副其实的巨型
工作狗。它在阿尔卑斯山脉救护遭遇雪灾的人们，
它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白兰地酒桶，给雪地里体温
过低的人喝白兰地酒暖身体。它的一生一共救过
40 多人的性命，是“瑞士英雄”。
我在纪念品商店买了“BERRY”狗毛绒玩具，
是火车上的瑞士伯伯告诉我这个故事的。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 206 班 陈禹涵
小记者证号：187112 指导老师：王巧君

小海军夏令营
五天的小海军夏令营活动中，我最喜欢的是
真人 CS 游戏。
教官把我们分成红队和绿队。我们的任务是保
卫自己的阵地，同时攻占对方的阵地。我是红队的，
本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制定作战计划，两个人进攻两
个人防守，但战斗一开始，我们就变得六神无主，想
怎么打就怎么打了。一开始，我选择作为进攻队员，
冲向对方阵地。冲锋中，对方打中了我一枪，我没打
中对方，但攻占了对方一棵树，并叫一个队友和我
一起守住这棵树。后来我们又跑回了自己的阵地防
御，我和绿队的进攻队员在对战的时候，子弹打中
了树，却没打中对方。反而枪坏了，一拉子弹就掉，
只好找教官修了，最后找到了原因，是打到后来我
力气用完了，没拉动枪。教官说：
“停！别打了。”因为
我们力气太小了，拉不动枪，老是找教官修。
真人 CS 太刺激了，我还没打够就结束，等明
年我长大一岁，力气更大的时候，我还想再 PK 一
局，期待明年再来！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203 班 王傅楠
小记者证号：187441 指导老师：王佩波

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是用来给皇帝办公的，中和
殿是用来给皇帝换衣服的，保和殿是请客吃饭和
考状元的。博物院里色彩斑斓，黄色是用金石做
的，蓝色用蓝宝石制作的，绿色用翡翠镶嵌，让人
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科技馆里有气泡成像、光的原理、恐龙化石，还
有巨杉的树干化石。巨杉非常大，直径可达 5 米，这
虽然不是整个树干化石，
但还是看得我目瞪口呆！
科
技馆里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感觉怎么也玩不完。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天文博物馆，它里面有大
大小小的各种模型，有火箭发动机模型，卫星模
型，神舟一号返回舱……其中的火箭发动机，为了
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必须做得很大，直径有 3 米多，
而且还做得很复杂。我觉得这些模型都很先进，非
常吸引人！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
宁波市海曙中心小学 301 班 王清林
小记者证号：182878 指导老师：姜霓

五龙潭游记

北京夏令营记

暑假，我和张宇辰一起去五龙潭玩了。站在山
脚下，我看到一座座青山矗立在五龙潭溪水的两
旁，溪水清澈如明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成群结
队的小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没多久，我们到了一潭。这个潭可真大，潭水
深不见底，前方瀑布从高处飞泻而下，溅起很高的
水花，看起来很壮观！随后，我们又沿途欣赏了二
潭、三潭、四潭、五潭。每个潭都各具特色，美而不
雷同。这下我终于明白了这里为什么叫五龙潭，因
为这里有五个很深的潭和如龙般的瀑布。最后，我
们接近了山顶。天呀，这里的路又小又陡，最后几
乎没了路，接近山顶的湖时还有一个将近我人这
么高的峭壁。这真是太难攀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
爬了上去。山顶的湖水真是太美了！湖水就像一块
碧绿无瑕的翡翠，深不可测的水里小鱼在自由地
捕食、嬉戏。湖水的三面环绕着茂密的树林，满溢
的湖水从另一面的大坝流了下去，远看像一块白
色的布帘。因为水太深太险，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潭
顶。随后也离开了五龙潭。
我喜欢五龙潭，我希望下次还要去五龙潭玩。
宁波市鄞州区堇山小学 405 班 曹宇轩
小记者证号：183401 指导老师：顾育倍

今年暑假，我有幸参加了金报小记者组织的
夏令营活动。我们去了首都北京，游览了雄伟的天
安门广场、壮观的故宫博物院、先进的科技馆、高
科技的航天博物院、蜿蜒曲折的长城等。
故宫博物院是皇帝常用的三个宫：太和殿、中

一放暑假，我就参加了由金报组织的北京夏
令营。说到北京，可能许多人都会提到故宫长城

我吃到了北京烤鸭

之类的名胜古迹。但我可不一样，我可是响当当
的 吃 货 一 枚 呀 。所 以 ，此 时 此 刻 ，想 必 你 们 已 经
知道此次北京之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
么了吧。不错，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北京“全聚德”
烤鸭。
烤鸭的皮是金棕色的，上面一层薄薄的油在
灯光下呈金黄色，看着就像马上要滴出油一样；
烤鸭的肉已经被切成了块，肥瘦相间，被放置在
皮的下面，冒着热气还散发着阵阵香味。另外则
配以面皮、蘸料、青瓜条和大葱丝。在盘子的右上
角还摆着一朵梅红色的小花和一棵绿油油的小
草，煞是好看。
虽说这看着好看，但是大家抢起来可就没有
那么美观了：十几双筷子蜂拥而上，我在“一片混
战”之中抢到了三块。鸭肉辅以鸭皮和其他配料，
脆、香、甜、咸、辣，还夹杂着一些被烤出来的鸭油，
各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冲击着我的味蕾，怎是“好
吃”两字可以形容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果然名不
虚传，大家有机会也一起来尝一尝吧！
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外国语小学 503 班 熊浩宇
小记者证号：184714 指导老师：卢小霞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漠
来埃及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坐上大巴车，出发
去红海省。
虽然旅途漫长，但我并不寂寞。一路上，我看
到了好多长着杂草的沙漠，荒无人烟。渐渐地，眼
前出现了“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海水”的景象，那
就是著名的红海了。红海虽然叫“红海”，但是它
的海水却像矢车菊花瓣那样蓝。透过车窗，我看
到一辆辆车在马路上飞快地行驶，但我却看不懂
他 们 的 车 牌 号 码 ，上 面 的 数 字 更 像 一 根 根 小 蚯
蚓。问过导游，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阿拉伯人又
发明了新阿拉伯数字，当全世界人民使用阿拉伯
数字时，他们却开始使用新阿拉伯数字了。但我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红海省的海边宾馆住了一夜后，我们一早
又出发去了埃及古城卢克索，此城相当于中国的
西安，那里有很多埃及著名的古迹如卢克索神庙、
帝王谷等等。神庙都是由大大小小的石块建成的，
有巨型的石像，巨大的石柱，还有方尖碑等，爸爸
说看到这些就想起《木乃伊归来》、
《蝎子王》、
《尼
罗河上的惨案》等电影里的场景。
耳边响起了阵阵悠长的阿訇念经声，一种神
秘和虔诚感，回荡在城市上空。
宁波四眼碶小学樱花校区 301 班 王临方
小记者证号：183972 指导老师：杨一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