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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教育，同心同“结”

梅墟中心小学邀退休教师共庆第 34 个教师节

宁波国家高新区梅墟中心小学的
新老教师在一起畅谈
九月，没有洁白的玉兰，没有华贵的牡丹，唯有
淡淡而悠长的桂花香气，就像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
老师们。第 34 个教师节，梅墟中心小学开展了“心系
教育，同心同‘结’”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多彩生活

煎牛排
前几天妈妈教我了番茄炒鸡蛋，今天我要学
煎牛排，这是我最爱吃的，要是学会了的话，那我
就每天可以自己做了，想着就让我心花怒放。
我把妈妈早就解冻好的牛排，还有各种酱包
放在一边，先把平底锅放在灶具上，打开火，再仔
细看了一遍说明书，这时，我把手伸到锅上，觉得
有点烫手，赶紧在锅里放了黄油。妈妈在一旁连
忙说：
“ 用铲子翻动一下黄油。”只见黄油慢慢地
在锅里融化了，不停地冒着无数的小泡泡，也不
停地发出“滋、滋”声。有了上次番茄炒蛋的经验，
我不慌不忙地把牛排放在铲子上，小心地滑入锅
里，牛排渐渐地由鲜红色变成了暗红色，我用铲
子用力地把牛排翻了过来，这样连续翻了几次，
牛排的两面变得焦黄，发出阵阵扑鼻的香气。
我赶忙把酱料挤到牛排上，为了调料抹得更
均匀，我上下翻了一下牛排，终于大功告成了！
我很高兴，学会了煎牛排，相信我以后会慢慢地
学会更多的美味佳肴，以后有可能还会成为美食
家哦！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305 班 夏和宇
小记者证号：183796 指导老师：郑良娣

观察燕子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妈妈带着我去上培训
班。当我们路过一家酒店的长廊时，我惊奇地发
现了一窝小燕子正“叽叽喳喳”地叫着。
小燕子身上一片乌黑，肚皮是白色的，小小
的脑袋瓜像一个小绒球，它的眼睛圆溜溜的，尖
尖的小嘴厚厚的，还有一对健壮的翅膀，尾巴好
像一把小剪刀。正当我看得入神，突然，一只大燕
子飞了过来，小燕子们叫得更欢了，我猜得出，那
只大燕子一定是燕子妈妈。燕子妈妈的嘴里还叼
着一条小虫子，正分给饥肠辘辘的小燕子们。紧
接着，燕子妈妈一会儿飞走一会儿飞回来，不停
地给小燕子们找食物喂食物。
我好奇地问妈妈：
“ 燕子是怎么垒窝的呢？”
妈妈和颜悦色地告诉我：燕子窝是由泥巴和干草
组成的，用唾液和的泥，一口一口地把土衔来，一
点点把土垒起来，就这样，它们不辞辛苦，反反复
复地衔土，垒起来……直到呈锥形，够高为止。
我以后一定要把这种“燕子垒窝”精神，用到
学习上来。我想一定也会有不少收获的。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樱花校区 201 班 卢赞泽
小记者证号：184491 指导老师：杨一囡

电台半日游
快乐的暑假开始喽！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
社区的社会实践活动。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在社区老师的带领下去参观宁波人民广播电台。
FM92 宁波新闻综合和广播《今天不上学》的
主持人——李侃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首先，
他带我们去直播间参观体验。我看到一张大大的
圆桌上摆满了好多设备，哇，我好兴奋！随后，他
又给我们讲解了直播的原理和各种装备的用处。

本次庆祝活动共分为三个篇章。
第一篇章：
一张贺
卡，
一份祝福。
老师们随机抽取祝福对象，
填写贺卡。
趣
味多多、祝福深深，体现了梅小大家庭的温暖；第二篇
章：
一束鲜花，
一个蛋糕。
象征老师们的生活滋润美满，
像花儿一样绚丽多彩；第三篇章：一个中国结，一分问
候。
这一篇章也把本次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
梅墟中心小学是一所拥有 110 年历史的老校，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学校邀请了曾在梅小工
作过，为教育事业奉献出自己青春年华的退休教师
们，与在职教师一起共度节日。在校长顾培培的带领
下，教师们开怀畅谈了学校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新
老教师合作，共同完成了中国结的制作。鲜红的中国
结代表着年轻教师对老教师们热情而浓烈的美好祝
愿，也寄托着老教师对年轻一代的殷切希望。
教师节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老师们心系教
育、孜孜以求的态度，却将贯彻一生。
通讯员 刘其娜

从直播间出来后，看到墙上一幅幅照片，李侃叔
叔还给我们讲解了宁波广播电视台的前世今生。
接着，重头戏来了！这次我们有幸到价值百万
的录音室去录一段自己的声音。我早早准备了一
篇散文，我是第一个上去录音的，全场一片寂静，
但是我一点都不紧张，顺利把散文《花的学校》读
完了。当我听到我的声音从设备里传出来时，我感
到好神奇啊！
我的声音好像比平常更好听呢！
我觉得这半天过得非常有意义。
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外国语小学 201 班 汪家铭
小记者证号：184167 指导老师：陈艳

老鹰捉小鸡
夏日的傍晚，我和小朋友们在小区公园里一
起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我们分好角色，大个男
孩当老鹰，高个女生当母鸡，我和其他两个小朋
友当小鸡。
游戏开始了！只见老鹰像老虎一样地朝我们
扑了过来，小鸡们吱呀乱叫地跑开，但小手还是
牢牢地抓着前方小鸡的衣角，母鸡张开她的双臂
保护着小鸡，和老鹰殊死搏斗！老鹰想找机会捉
住最后面的那只小鸡，可是母鸡偏不让，死死护
住我们！几个来回后，老鹰见母鸡累了，想抓住时
机，可是他不知道母鸡早有准备，还是扑了个空。
我们玩得正开心的时候，只听见大人喊：
“要回家
啦，下次再一起玩吧。”我多想再玩一会儿啊！夜
已经深了，公园的灯也熄灭了，我只好回家了，一
路上我在想玩得开心就好，反正明天还可以来
的，不用担心。
宁波市鄞州区江东中心小学华光校区
201 班 刘书彤 小记者证号：181872
指导老师：周幸幸

■自然百态

碧玉凤仙
同学给了我几颗凤仙花的种子，外壳呈黑棕
色，圆溜溜的。拿到的第一天，我就迫不及待地把
它种了下去。
种完后，我每天就多了一样任务，给我的凤
仙花浇水。在我的印象中，凤仙花是一夜之间就
可以长好几厘米的那种花。可事与愿违，种下去
的第一周，还是没能发芽。
待到第二周，我却发现它们冒出了小芽，我
兴奋得不得了，第一时间便告诉了家人。虽然种
子已经发芽，但我总觉得它们太小了，一阵风似
乎就能把它们吹倒。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就连
做梦也梦见的是它。
让我惊喜的是，
过了三四天，
它们已经长得很高
了。
再加上我精心养育，
又过了一个星期，
枝头上便有
了几个花骨朵儿，
我仔细地数了一下，
共有六个。
终于，花开了，一朵朵，美丽极了。风儿从阳
台外面吹来，散发出阵阵清香，引来了蜜蜂和蝴
蝶。夜晚，我常常到阳台上，看星星，看月亮，再看
看我的凤仙花，不经意间，露出了丝丝微笑。
宁波市鄞州区堇山小学 511 班 蒉一贝
小记者证号：182048 指导老师：杨美玲

■边走边看

我和天鹅的约会
暑假，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
中央公园和天鹅的约会。
我们早早地来到了奥克兰中央公园。
公园里的
空气清新无比，天空蓝得那么清澈和纯净，像婴儿
的内心一般。
公园里到处是天鹅，
有白天鹅，
黑天鹅
……老师说：
“我们一起来喂天鹅吧。
”
说完，
老师就
给了我一块大面包。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天鹅旁边。
天鹅竟然神情自若地站着，昂着头看着我，让我惊
叹不已。
我喜悦地丢了一点面包给它。
没想到，
越来
越多的天鹅向我走来。看着我被天鹅们围拢，同伴
赶紧拍了一张照片。
忽然，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哎呀
不好了，这些可爱又“狡猾”的天鹅们趁我在拍照
时，把我的一大块面包抢走了一大半呀。我无奈又
开心地看着这群活泼又自由的天鹅们。
我们沿着奥克兰中央公园的一大片青葱绿
地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又看到了一大群天鹅，有
的 在 水 里 游 泳 ，有 的 在 草 坪 上 淡 然 自 若 地“ 散
步”，还有的在天空中展翅翱翔。
奥克兰中央公园的天鹅们给了我无比的快
乐，让我感受了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愉悦。人和
动物成为朋友真好啊！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504 班 祝煊哲
小记者证号：182561 指导老师：陆青春

■我爱环保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小区的垃圾桶都穿上
了不同颜色的“衣服”，有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
和绿色的。原来这是便于我们分类呢！
爸爸告诉我：
像纸板、
塑料瓶、
报纸、
金属、
玻璃
等可回收垃圾扔在蓝色垃圾桶；
厨房里的剩菜剩饭、
骨头、
过期食品等食品类厨余垃圾扔在绿色垃圾桶；
像废电池、
过期药品、
废灯管等要经过特殊处理才安
全的有害垃圾扔在红色垃圾桶；
像卫生间废纸、
瓷器
碎片、
渣土尘灰、
砖瓦陶瓷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就扔
在黑色垃圾桶。
原来扔垃圾也有这么多学问。
垃圾的危害很大，我们既要减少垃圾的产
生，也可以将一些垃圾变废为宝，譬如购物时可
以自己准备好环保袋，少用一次性用品，或者可
以将易拉罐做成笔筒、小饰品等，还有将我们自
己已经没用的东西，如书本、衣服等整理干净，捐
给有用的人。对已经产生的垃圾要仔细地分类，
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
共同保护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
宁波市宋诏桥小学 309 班 章喆瑜
小记者证号：185065 指导老师：章海颖

■边走边看

象山半边山游记
今年暑假，我们一家去象山的半边山游玩，
在那边度过了一个凉爽的夏天。
我最喜欢大海了。在海边，吹着海风感觉夏天
一点都不热。在沙滩边上玩水，一个接一个的浪花
打在身上，
舒服极了，但是不小心把海水溅到嘴里
就不好玩了，又苦又涩，简直要吐了。半边山的沙
滩沙子很细，脚踩在上面感觉软软的，像踩在草坪
上一样。我和爸爸妈妈在沙滩上搭建了一个大城
堡，后来我扮作巨人一脚把它踩塌了。我还发现沙
滩上有很多的小洞，妈妈告诉我，这个是沙蟹的
家，它们可是打洞的高手噢。果然，我远远地看到
沙滩上有很多小沙蟹在爬，但只要我一靠近，它们
就迅速钻进洞里，就算我用铲子挖呀挖，挖得好深
也找不见它们。妈妈告诉我，它们的洞是弯弯曲曲
的，所以挖着挖着就找不到洞在哪里了。但我还是
在妈妈的帮助下，在岩石缝里抓到了好几只小螃
蟹，
它们的壳上有五颜六色的斑点，
漂亮极了。
我爱夏天的海边，期待下次再来这里玩。
宁波市镇明中心小学 201 班 陈远霆
小记者证号：180684 指导老师：沈钶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