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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妈妈从菜场买来了三
只小螃蟹，只见它们穿着一身黑
灰相间的“铠甲”；长着一对小小
的钳子，就像爷爷用的老虎钳一
样；腿上还长着黑色的绒毛，看
上去力大无穷；嘴巴边上长着两
根“小胡须”，嘴里还不时的冒着
泡泡。小螃蟹，可真有趣。
我决定逗逗这三只小螃蟹，拿

来一根筷子，放在了其中一只螃蟹
的眼前晃来晃去。此时，我猜它心
里会想：咦？怎么回事，我们的家园
里怎么会多了一根“定海神针”呢？
可是，它却懒得理我。我又放在另
外一只螃蟹面前，它可不像第一只
那样安静，只见它高举着一对“老

虎钳”猛然向筷子袭击，一下推开
这根“定海神针”，仿佛向筷子示威
“快走开，不然夹你！”

到了午餐时间，我问妈妈：“妈
妈，螃蟹吃什么呀？”“螃蟹一般都
吃小鱼虾。”妈妈说，“有些螃蟹还
吃海草。”听到这里，我急忙从冰箱
里拿出小鱼干，撕成碎片，一点点
地丢下去。我看它们不屑一顾，很
是着急，就问妈妈：“为什么螃蟹都
不吃小鱼干呀？”“因为你在旁边，
他们以为你要吃他们，”妈妈逗趣
地说道，“所以不敢吃了。”
原来，这些有趣的小螃蟹，如果没

有经验其实是比较难养的，希望在我的
喂养下，他们都能长成一只只大螃蟹！

古诗词，

是我国传统文
化的精华，数
量之多，质量
之好，滋润着
一代又一代的
中华儿女。

漫游祖国
各地，面对名
山大川，人们
自然会产生无
限感慨：站在
黄河边上，我
们会想起“黄
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站在高山之巅，我们会想起“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置身古战场，我们会想起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与诗同行，我
们的生活不会单调和寂寞。

在诗的世界里，争奇斗艳的花为数不少。春景
花，白居易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夏景花，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秋景花，叶绍翁的“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
风动客情。”冬景花，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于诗共度，四季里风景如画，令人
陶醉。

一首首诗，一句句词，都是诗人们的杰作：性格
豪放的苏轼，忧国忧民的杜甫，坚贞不屈的文天祥
……呀呀学语的婴儿都能背出他们的名篇，更何况是
我们。李白登上敬亭山，他赞叹：“相看两不厌，只
有敬亭山。”苏轼登上庐山，他沉思：“横看成岭侧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登上六盘山，他豪
言壮语：“六盘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一位位诗
人登上山峰，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真是别具一格，
各有各的风采。

我爱独自坐在窗前，泡一杯清茶，捧着一本
古诗集，颂读那些千古传诵的诗词，李清照的婉
约，李白的豪爽，苏轼的旷达……令我如痴如醉。
最爱那些富有哲理的诗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当我被眼前的困难吓倒时，我就会想起王安石的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告诉我只
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不怕阻挠，不被眼前困难
吓倒。当我在学习时落伍了，我会想起朱熹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告诉我只
有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才能永远走在时代的前
列。当我觉得陷入没有出路的境地时，我会想起
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激励我不屈不挠，努力前进，成功往往就在前面
等着你。

不管做什么事，我心中涌起诗情画意时，不禁感
叹：古诗词，让生活更美好！

古诗词，让生活更美好

小记者 鲍一冉

种花

有趣的小螃蟹

“可惜庭中树，移根逐汉臣，只
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你能猜得
出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吗？就是秋
天里我最爱的石榴。

原本，石榴并不生长在中原地
区，西汉使臣张骞把它从遥远的西域
带来，让我们现在能品尝到这么美味
的石榴。石榴有很多品种，大部分表
皮红中泛黄。成熟的时候，满树的石
榴远看像一团团燃烧的小火球，近看
像一盏盏红灯笼，十分讨人喜欢。
我把石榴拿在手上，用手掂了

掂，好家伙，足足有一斤重呢！曾听
卖水果的人说，石榴的表皮越粗糙，
里面的果肉越甜美，这可是挑选石榴

的小技巧哦。凑近观察，石榴顶端像
五指聚拢在一起，又像小鸟尖尖的嘴
巴，可闻着果皮，却有股臭臭的味道。
剥石榴可是门技术活，我顺着

它顶部的“花骨朵”入手，怎么掰也掰
不开，用尽力气也无济于事，最后还
是请老师“出山”才搞定。把丑陋的石
榴皮剥开后，里面露出一颗颗晶莹剔
透的石榴籽，让人惊喜。我赶紧挖了
几颗塞进嘴里，味道鲜美极了，正如
李商隐所写的“榴膜轻明榴子鲜”。
石榴在象山很受欢迎，特别是

女士，因为它具有美容的功效，所
以我准备把石榴带点回家给妈妈，
希望她变得更漂亮。

石榴

小记者 张世逸

又是一年金秋时节，又是一个
10月 1日，新中国已匆匆走过了
七十个年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了纪念这
个伟大的日子，我和爸爸怀着一颗
赤子之心，早早地等到电视机前观
看阅兵式。

上午 10点，寓意全国 56个民
族的 56门礼炮齐鸣 70响，国旗护
卫队伴着雄壮的国歌声，护卫着鲜
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目光
注视着五星红旗，随着电视机声音
大声地唱着国歌。

党旗、国旗、军旗迎风招展。习
近平主席站在红旗轿车上，沿着宽
阔的长安街检阅部队，响亮的问好
声回荡在天安门上空，犹如春风般
吹拂着每个人的心。

15个徒步方队踏着整齐的步
伐，向我们走来，接受祖国和人民
的庄严检阅。32个机械化装备方
队、12 个空中梯队出现在人们眼
前。一辆辆坦克、步战车、装甲车披
坚执锐，一门门榴弹炮、滑膛炮、加
榴炮……缓缓驶过，军乐声声，马
达隆隆。整个天安门广场，整个北
京，整个中国，都在这一刻产生了共
鸣！
这次阅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群众游行了。游行群众涵盖各行
各业、各族各界。各式各样的彩
车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充分
结合，精准选取了生动传神、便
于理解的人物形象和造型载体，
代表了我们祖国的飞跃。车上那
些胸前佩戴着奖章的英雄模范
人物，他们有的战功赫赫；有的
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科研事业；
有的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为社会
主义建设书写新的时代故事。他
们的出现，充分展现了党和国家
推崇英模的价值取向，激励大家
在自己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为祖
国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看着威武雄壮的阅兵场面，心
里涌起一股热潮，作为中华民族儿
女的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坚信在
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祖国的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
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祖国的
明天更美好！

祖国妈妈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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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伴随着观众的惊
呼，我情不自禁
地捂上脸。事情
原本不糟，但是
在那只白虎躺在
地上久久不肯爬
起来之时，饲养
员似乎有点生气，
用食物很不耐烦
地搓了它一下，
一向自尊心很强
的白虎大吼一声，
“唰”地坐了起
来，两只蓝宝石一般的碧眼望着饲养员，眼里暗藏杀
机，好像一下子就会扑过去，吸食饲养员的血，把食肉
动物的野性毫无保留得显现出来。但是，它和他之间犹
如隔了一堵无形的墙，这大概是平时的感情吧！

饲养员不甘心，拿来了一串肉，走到白虎旁边，
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它的皮毛，小声地说：
“乖，起来吧！”白虎扭过头去，想接受，但却怕自
己会被以为是个经不起的“下三烂”。
“乖，乖”……一声声温柔而又动听的声音灌入

耳朵，手指的轻抚，像一条缓流的小溪一般，舒适，
柔和。它经不起这番温情，终于趴在地上，温顺地
接受了。后来才知道，这虎娃牙口 1岁半，正是黄
金时节，那对蓝眼显摆着这只孟加拉虎的高贵。
“哇！”观众又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它后退

5步左右的距离，紧盯着一棵大树，忽然，气势恢弘
地吼叫一声，一蹬后腿，向前冲去，一跃而起，跳到
树上，叼起肉块，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落在石板
上，来了个狗刨式游泳。它滑动四肢，前腿和后腿错
落有致，像美人鱼似的，那对蓝宝石的碧眼，让人赞
叹不已。真不愧是高智商，强体魄的好虎。

表演很精彩，那个小“插曲”也很令我难忘。

我永远会记住这场惊心动魄的 tiger表演。

偶遇“蚂蚁大军”

小记者 郑杰豪

我和妈妈去
爬山，爬到半山
腰时，看到惊人
的一幕。

一大群蚂蚁
排列整齐，真像
国庆节的军队方
阵一样，一步一
步走着，整齐划
一。听科学老师
说，蚂蚁是用触
角交谈的。我仔
细一看，它们还
真是边走边不时
用触角触碰一
下，一大群整齐的蚂蚁就是依托这个触角行动。我趴
在了地上，发现蚂蚁并不害怕，连看也没看我一眼，
仍然迈着整齐的步伐，一步步坚定地走着。
“咚”的一声，一颗果子掉落到军队中间。猛然

间，蚂蚁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地立刻向四面八方逃
窜，就像失去了主帅的军队，没头苍蝇一样全线溃
退。有的情急之下窜进草丛，有的慌不择路爬上大
树，有的一头撞进前面的亭子…还有一小部分蚂蚁不
知所措，晕头转向了一阵后，跑进草丛。

不到两分钟，地上已经没有一只蚂蚁。大难来
临，团结一致的弱小动物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我们只
好继续爬山了。

老虎的表演

小记者 林宜橙

有 一天 ，

癞蛤蟆经过青蛙
家，它看见青蛙
种了许多五彩缤
纷、绚丽多彩的
花，于是它就向
青蛙要了许多花
种子。癞蛤蟆拿
到花种子以后就
飞快地向家里
跑，到家后的它
把种子深深地埋
在土里。每天，
癞蛤蟆记得给花
浇水、施肥，早

上一起床去看看，中午饭没吃过就去看看，晚上睡不着
就拿着手电筒去看花。可是，花还是没长出来。
有一天，邻居小白兔告诉癞蛤蟆，说：“小花喜欢

听美丽的歌声，优美的乐声，琅琅的读书声，大自然的
声音。在这样的声音中过一周，花种子就会探出脑袋
了。”癞蛤蟆一听，恍然大悟。
在它美妙的歌声，优美的乐声，琅琅的读书声中，

花种子真的发芽开花了。

小记者 黄丽臻

小记者 彭歆媛 小记者 赵意晨

接到画封面的任务，哇！我终
于能和张世逸还有叶子宁一组了。
我想，这次我们一定能做得很好！

制作之前，我们你一言我一语
地讨论起来，各有各的想法，可就是
选不出最好的。这时，叶子宁自告奋
勇地说：“先让张世逸剪英文字母
吧！”大家一致同意。张世逸认真地
剪，叶子宁和我一起设计草稿图，等
张世逸剪完了英文字母，我们就把
Mum Love Baby给贴了上去，我

再画妈妈带着宝宝在放风筝的图
案，然后又把线给贴在了底板的边
缘，接着把它绕了一圈，在上面打
了一个结，真完美！还缺点儿什么
呢？我们都在开动脑筋默默思考。
对了，应该写上落款，经过选拔，
还是决定写上张世逸。叶子宁趁我
们没注意的时候，用线贴了一个爱
心，这个创意真是锦上添花！

有这样一群可爱的队友，我
们的合作还真愉快！

合作愉快

小记者 谢璐婧

象山县传媒中心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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