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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 鸡大婶

暑假攻略
海南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五（6）班 徐书瑶

保亭思源实验学校四（6）班 黄守仪
午后，小院里传来“咕，咕，咕
咕！”的声音，这“傲娇”的叫声，准是
奶奶养的那只“鸡大婶”又开始炫耀了。
它每天下一两个蛋，圆溜溜、胖嘟嘟的，
特别惹奶奶喜爱，每次奶奶外出都要嘱咐
我好好“伺候”它。
看它，那一双机灵有神的眼睛，老是爱
转来转去，似乎草丛里的小虫都逃不过它
的法眼。每天摆动它那花花绿绿的羽毛，
精神抖擞地来回走动，十足“村妇”之举，时
常还会闹出许多乐子，
让我们哈哈大笑。
它吃饭从不挑三捡四，胃口特好。要
么吃米饭，要么吃青菜，或者扒扒泥土，
钻入草丛抓小虫子吃。如果你给它不喜欢
吃的东西，它就会视而不见，高傲大步地
离开。每次奶奶喂鸡，最好的食物都让它
先吃饱了，其它鸡才敢吃。要是让它看见
有鸡比它先吃，那么它就会开始生气，非
跟那只鸡打一架不可。
它喝水也非常挑剔，一定要喝干净的

水，要用专用的小盆子，要是有鸡敢把盆子
里的水弄脏，那就要小心了。它凶起来，就
连邻居家的“恶狗”也要敬它三分。
它脾气很大，在村子里，它认为它就
是“国王”，其它鸡都是臣民，臣民都必
须服从“国王”的安排。它走路很优雅，
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又显得很威严，
宛如皇帝出宫，鸡群们跟在它后面两排分
列行走。
而在我看来，它就是一只呆头呆脑的
“鸡大婶”，疯疯癫癫的。一次，我用棍子
激怒它，它立刻用它的嘴巴啄我，最终我
弃棍而逃，不理它了。我想了想，如果硬
拼，两败俱伤，还会遭到奶奶的一顿臭
骂，我才不惹事呢！
“鸡大婶”虽然说很凶，但它也有温
柔的一面，在自己孩子面前，百般温柔可
亲，判若两人。你看，它正在领着小鸡们
去觅食了……
（指导老师：黄恒宝）

不知不觉，暑假已经过去一大半
了。在这些天里，我一直在吃喝玩
乐，懒得像只猪。当我站在体重秤
上，望着噌噌噌往上长的体重时，欲
哭无泪。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减肥。
在消灭完两包薯片之后，我终于
想到了一个减肥方案。那就是和妈妈
一起晨跑，但要在早上七点前起床。
相信这一点在座的小朋友都做不到，
我却能在妈妈来叫我之前就从梦乡里
醒过来，坐在床上望着窗口发呆。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前些
天，我的窗帘杆十分不争气地从墙上摔
了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所以，不
用妈妈叫，太阳公公就可以把我晒醒，
于是，晨跑方案就这么定了下来。
尽管如此，我的体重还是没有下
降的意思。我追其根源，就是零食太
调皮，总往我嘴巴里跑。我决定要好
好地教训一下零食们。于是，我拿起

一包薯片，一边撕开它，一边一本正
经地对它说：“薯片啊，你不要再往我
嘴里蹦了，我会长胖的，知道不？”然
后，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对不起，
以上纯属幻想。
现实是我抱着薯片大吃特吃，狼
吞虎咽，5 分钟不到就将它吃了个底朝
天。我又吃完了一包零食，哎，看来
我是不可能戒掉零食了，谁让它们那
么好吃呢？
没事，还有一项减肥运动是打羽
毛球。虽然我怕苦怕累，不咋想打羽
毛球，但为了减肥，我也只能选择背
上羽毛球拍，等待着在羽毛球馆见到
熟悉的小马教练和亲爱的同学们，与
他们一起挥动羽毛球拍，看着羽毛球
飞在空中了。
我希望接下来的减肥运动能顺利进
行，也希望我能减肥成功，永远告别一
只“肥猪”的无聊生活。
（指导教师：李小兰）

广告

年中回馈广大商户，现推出如下优惠活动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582

认刊季度广告，
享 4 折；
认刊一月广告，
享 5 折优惠；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海口办理点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一、
《南国都市报》商业信息：
认刊全年广告，
享 3 折；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经营站 65306703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站 68553522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琼山站 65881361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号

南部区域：13876833603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白龙站 65379383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站 66110882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秀英站 68621176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中高考签约 一对一 全日制 转学、
升学、
落户咨询 13976996417

直对中高考

初高中数学名师辅导

万宁建设用地转让

170 亩，
民生配套齐全，
背

海大+海师家教

农地转让
三亚城边 15 亩农地转让，30 年
租期，
交通便利 13907600079

山面水。13337626381 李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 格 筛 选 ，重 点 辅 导!13687503268

百灵代写文字

防水治漏高级工程师免砸砖补漏及
疑难杂症补漏包好13976651238

海南侨中刚退休高级教师

真意达家政

本栏目信息：
35 元/行，
每行 15 字

咨询 66810582
电话 66810111
低价格 高效率

二手房
▲金盘 60 平临街铺面、85 平（建面）住宅
三房 230 万(截止年底)13379964502

▲25小和平广场电梯36平(套面)33万(截止
年底)首付5万月供1500杨15348883100

▲电梯小区2房2厅3阳109万（截止年底）。滨海
大道3房精装120万（截止年底）15338915557

出 租
▲府城街道办邻里之家租金 35 元/平
电话:66669091（剩十间老市区旺铺）

海南中南物业诚招商家

仓库招租港澳大道浩业物流园现

有 1000 平米仓库、高 7 米、可分割
租 金 面 议 、李 先 生 13807655786

空调、旧货等回收，电话：13322079283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
消费者谨慎选择，
与本栏目无关

▲私宅报建咨询，求购有证私宅。
现金求购二手房 13876002822

防水补漏
▲海口专业防水补漏，卫生间免砸磁砖补
漏，电话 13518824367

国贸华润大厦写字楼/万象空间商铺
115平5A高大上办公室，267平商铺出租15091997631

代办资质，注册公司，记账报税
商 标 注 册 15208929668

工商税务
▲代理公司注销专户，公司注册，记账报
税 13036044281（同微信号）

报建咨询

大型厂房仓库、空地出租、可
分割南海大道省气象台旁
13807658959、
13907596120

农用地出租

便民信息

▲室内外装修、防水、旧房改造、外墙清洗
拆装、钢结构等 18876699286
▲装修工种全，铝合金门窗，不锈钢防盗网
安装。
电话：
13976924568

地址：龙昆南和信广场66751360 17784628017

英数语及街舞老师各1名。手机:13637592163

管理面积140万方丰富社区资源待出租18389944633

保姆月嫂 照顾老人 开荒保洁
68558857 国贸海德堡酒店 8 楼

装修防水

注册、注销、记账、报税

定安县高档教育机构招聘

全岛旧货回收

项目立项、
报告方案、
自传事迹、
修改出书、
心理咨询 15607584866

初高中数学专业辅导 13807684317

活动时间：
2019 年 7 月 16 日-9 月 30 日

联系电话：13876027558 郑先生

教会学生学习数学的方法，提高学习数
学的兴趣，
加强解题能力 13518815912

优秀本科、
研究生，
小初高各科，
1对1
上 门 辅 导 。丁 老 师 18489875231

告，
享 2 折；
认刊季度，
享 3 折；
认刊一月广告，
享 4 折；

石材厂招普工

尚学家教

海师海大内地优秀大学生一对一上门
辅导，
针对性提高！
电话：
17889988310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二、
《南国都市报》家政、
家教、
回收信息：
认刊全年广

沙发翻新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软包.硬包床头.椅
子.沙发换皮换布 13807594989

征婚交友

▲公司注册、注销、记账报税

南宝电脑城 13138932888

有机化肥

▲优美雅社婚恋介绍 婚姻疗愈 形象礼仪
13379890289、68520585

▲长期有机肥厂价直销，长期收购粉碎
杂草：13976031369
▲内蒙古发酵羊粪（有机肥料）18889870855
江苏干鸡粪（农家宝）18889870855

法律与咨询

招 聘

▲法务(打官司)咨询与服务
1390757543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聘B超医生，公卫医
生，临床医生，护士，药剂师 15869972026

乐东 800 亩农地出租(可分拆)，路水
电齐全，租期 3-10 年.13907600079

回收旧货
▲高价回收旧货废品：空调，家电废铜铁
铝等 13215767586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 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 13322027316

转 让
▲庄园转让面积约 500 亩，交通，水电设
施完善，13807561678 杨先生
▲海甸岛鹏晖商业广场铺面 38.6m2 御质
贡茶转让 15808934125 韩

出 售
2
▲海口龙昆南旺铺出售，26m（建面）
29万
一套(截止八月底）66665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