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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寒假，奶奶生病了。妈妈陪奶奶去了好
几趟医院，最终妈妈告诉我，奶奶要去杭州动手
术。

这可怎么办呢，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爷爷要
上班，爸爸妈妈陪着奶奶。无奈之下，我的午饭
只能将就一下，吃早上剩下的，爷爷下班了才会
做晚饭吃。奶奶临去杭州的时候，我强忍住泪水
不哭。到了第二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和奶奶
视频通话。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哭，没想到一看到
奶奶躺在病床上，那憔悴的面容，那微弱的声
音，听着奶奶亲切呼唤我的乳名，我坚持不住
了，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了。奶奶一直安慰我：

“锶锶，不哭……不哭……奶奶不是很好嘛？等
……奶奶康复了……奶奶回去做好吃的给锶锶
吃。”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画面：每
当放学时，奶奶每次都乐呵呵地忙着到小区门口
迎接我，她笑盈盈的神态简直一下子把我融化
了；一大早，奶奶就会把饭做好，等着我起床；
我不开心了，对着奶奶发脾气，奶奶也不说一句
怨言……如今，奶奶到了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了，可还为我操心这操心那，我觉得特别惭愧。

“奶奶……保重自己……锶锶等着您回家……”
我已经泣不成声。

这段时间，我一个人在家，感到没有奶奶的
陪伴多么孤独，多么乏味。奶奶在病房检查完身
体，要做手术了，我在家中赶紧写作业，等待着
奶奶手术成功后归来，多陪伴奶奶。终于，手术
做好了，而且很顺利。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
落下了！可是我又听说做完手术后的奶奶呕吐不
止，我心酸，难过……

左盼右盼，终于到了这一天——奶奶出院
的日子，我早早地就在小区门口等候了，就像
奶奶等着我放学那样。好久好久，终于出现了
一辆熟悉的车，车里坐着熟悉的身影。啊！是
奶奶，我不停地挥手。奶奶下了车，我一下子
扑上去，什么话也说不出，就是把奶奶紧紧地抱
着……

那一刻，我浑身暖暖的；就在那一刻，我感
觉自己突然长大了……

慈吉小学 五（11）班 孙语锶
小记者证号：A2000800 指导老师：雷培湘

那一刻，我长大了

“所以，如果你不乖，鬼娃就会把你抓进衣
柜里哦……”

“别讲啦，别讲啦，太恐怖了！”话未说完，
一只肉嘟嘟的小胖手就紧紧地捂住了我的嘴，

“再讲下去我晚上就要做噩梦啦！”弟弟说着便一
个劲地往我怀里钻，整个人缩成了一个小肉球，
一双大大的眼睛惊恐地望着我：“姐姐，姐姐，
真的有鬼吗？他不会在晚上出来把我抓进衣柜
吧？”

嘿嘿，这小子方才还说自己是所向无敌的奥
特曼呢，真是让人无语啊，“行了，别想太多，
你乖乖的，就不会来抓你的，快去卧室，帮姐姐
把小毯子拿来。”

“不去不去！”弟弟听了就本能地后退了一
步，见我狐疑地望着他，他微微皱眉，靠到我耳
边轻身地说：“那里有衣柜……”

看着弟弟担惊受怕的样子，我只好作罢，
“算啦，算啦，你先去玩，我要继续写作业去
了。”正准备离开，却又被他拉住了衣角，“那
个，姐姐，我能跟你一起去吗？”看着他可怜巴
巴的样子，我勉强同意了，但是要求他只能在一
旁看着，不能捣蛋。来到书房，弟弟忽然发现我
书桌下，有个刚好能容纳一个人的小洞，二话不
说钻了进去，他长吁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

“这下鬼娃娃就找不到我了。”
哈哈，想不到平时无所畏惧的弟弟，竟然还

有如此胆小的一面，我不禁哑然失笑。
第三实验小学 五（9）班 章馨元

小记者证号：A2002645 指导老师：张吉珍

我的胆小鬼弟弟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老爷爷曾说过：“人生两
件宝，双手和大脑，一切靠劳动，生活才美好。”
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劳动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
文明，劳动是圆梦的动力，劳动也是幸福的源泉。

文明，始于劳动，劳动之美，源于创新。正是
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五千年延绵不断、灿若
星河的华夏文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
这些硕果累累的中华发明，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
活，更是影响了全世界。从抵御强敌的万里长城，
到如今辽宁舰的英姿飒爽；从气势磅礴的京杭大运
河，到成功抵达 7062深度的“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我们的中华儿女，以劳动为火炬，以创新为
传承，使中华文明得以薪火相传，铸就了一个个伟
大的成就，创造出一个个“中国奇迹”！

绵绵的青山在高歌，碧清的绿水在低吟，汗水
浇开幸福花，劳动铸就“中国”梦，每一个梦想的
实现都离不开辛勤的劳动者。他们中有的伟大如英
雄闻名中外，有的平凡像晶莹的水滴转瞬消失在茫
茫人海之中。伟大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毕生
追求让所有人都吃饱饭，没日没夜地思索和劳作，
最终研制出了中国杂交水稻，让越来越多的人免于
饥荒之苦，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吃上大米的幸
福。走在世界之巅的潘建伟，主持研究量子科学，
最终两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成功。
他们用坚实的臂膀，挺直的脊梁，为伟大祖国的繁
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平凡如我们身边那些默默
无闻的劳动者：打扫大街的爷爷奶奶，看守校园的
门卫叔叔，为我们准备三餐的食堂阿姨。他们用朴
素的双手，不变的热情，为世界带来一抹清洁明亮
的景色，给了我们温暖祥和的宁静，为我们的幸福
生活添砖加瓦。

今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让我们每个人举步维艰。今年的冬天又很
温暖，因为有了那么多坚定勇敢的守护者。面对疫
情，无数劳动者挺身而出，他们为了国家，为了人
民安危，毅然背起行囊奔赴战场，与时间赛跑。为
了救死扶伤，他们甚至一天都睡不到几个小时，只
为了尽最大的努力，争分夺秒地拯救更多人的生
命。正是因为有了这群平凡而又普通的劳动者的坚
守，我们才能携手同行，众志成城，共同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慈吉小学 四（10）班 包潇宇
小记者证号：A2000569 指导老师：陈维丹

美好生活，劳动创造
在我们做作业的时候，总会发生许多的小插

曲。比如说不认真做作业，拿着手机偷偷拍视频
的；或者说是不认真做作业，东走走，西看看的等
等。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昨天下午做英语的时候，因为要背诵，大妈妈
把手机交给了我。起初，我是在看老师的讲解视
频。看了一会儿后，发现大妈妈并没有注意到我，
她在看她的手机。此时，我突然有一个大胆且愚蠢
的想法——要不要去偷偷看一会儿视频。于是我偷
偷地点到视频那里，把声音换成静音，就这样在大
妈妈眼皮子底下看了起来。当大妈妈转向我时，我
又飞快地点回老师的讲解视频，并打开声音装作自
己在听老师的讲解视频，大妈妈见状便没有再看
我，去干她自己的事情了。

一个小时后，大妈妈回来看我了，她问我：
“一个小时了，你英语背出了吗？”我顿时就慌了，
心想：我刚刚为什么要看手机？现在大妈妈回来
了，我该怎么回答她呢？我支支吾吾地说道：“那
我……我来背一下吧。”大妈妈生气地说道：“我不
想听到这样的话，老实说，你这一个小时都在干什
么？别告诉我你又在看视频，你不要撒谎，看视频
就直接说。”“我……我在看视频。”“就知道你在看
视频，你怎么那么不自觉，总是要我操心。”大妈
妈骂了我一顿之后就生气地离开了。

我一个人坐在书房反省：现在让大妈妈开心起
来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认真背。所以我就
认真地背了起来。十分钟不到，我就背得出了，我
跑到大妈妈那边背出后，大妈妈对我说：“你看，
只要你认真背，十分钟不到就可以了，刚刚你为什
么要去看视频呢？你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啊。”“嗯，
我知道了。”

这就是我在做作业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而就
是这个小插曲，让我明白了做任何事都要一心一
意，不能去干其他的事情，否则你就会一事无成。

慈吉小学 六（9）班 毛梅显
小记者证号：A2000951

小插曲

人们觉得太阳系中，太阳最大，地球第二，
这你就错了，天王星才是第二大。天王星差不多
有几个地球这么大呢。

天王星离太阳非常远，它是太阳系中第7颗
星球，离太阳的距离约是地球到太阳的八倍还要
多一点点。

天王星的气候非常冷，最低气温约是负
222.5摄氏度，平均气温约是负 220.15摄氏度，
最高气温约是负216.15摄氏度，因为离太阳太远
了，所以阳光根本照不到那里，导致了此处的温
度极寒。

天王星有一大特点，它有 27颗天然卫星，
有天卫一、天卫二到天卫二十七，它们一直环绕
在天王星边上。天卫二号和天卫四号本来是一颗
卫星，可是，在一次撞击中，由一颗卫星，分成
了两颗卫星。

地球的一天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日出日落，
我们都习惯一天按 24 小时计算。但是精确地
说，地球一天是23小时56分，天王星一天是15
小时 5 分，土星一天是 16 小时 15 分，这样一
看，可以发现天王星的一天比地球短，比木星也
短。

天王星的颜色是蓝色的，是因为大气层中的
甲烷吸收了太阳光中红光的结果，天王星漂亮的
光环也因甲烷消失了。

天王星以斜卧的样子绕着太阳转，它离我们
真的太远了，所以被一些科学家排除在太阳系之
外。

第三实验小学 五（6）班 杨煜祺
小记者证号：A2002362

天王星天王星

双休日，我和弟弟吹鸡毛，妹妹在一旁当裁
判。这个游戏的道具是一根鸡毛与两张桌子，桌子
间要空出至少 30厘米，裁判一放鸡毛，两方就用
尽全力吹，如果鸡毛落在地上，或落在己方的桌子
上那么这一方就输了，还要受到惩罚。

妹妹走到两桌之间 30厘米处，手中紧握的鸡
毛飞了下来，好像一只美丽的花蝴蝶在空中缓缓地
降落，我和弟弟争着去抢，幸亏我比较高，轻轻一
吹，鸡毛像迎接宾客的仙女般向弟弟飞去。弟弟用
力一吹，鸡毛又向我扑了过来，等我回过神来，鸡
毛早就在我的桌上。妹妹像法庭审判官似的说：

“快，熊展灏，深蹲 100个！”我听了，双手紧握，
两脚微微地抖动着，脖子上的青筋一根又一根出
现，可这是在做游戏，我只好照做了。比赛又开始
了，这一次，我万分小心，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

“熊展灏，这回绝对不可以再输了。”时间一分一秒
过去了，我们两个还分不出胜负，妹妹呢，像等了
半个世纪一样，依偎在沙发上，快睡着了。终于，
我用力一吹，弟弟输了！妹妹像见了金钱似的，一
下子站起来，说道：“张浩洋，做深蹲五个。”什
么？弟弟只做五个？我心中愤愤不平。第三次，我
们谁都没有输，妹妹应该已经不耐烦了，“好了，
你们平局！”说完她一屁股坐下，嘀咕道：“真没
劲，都分不出胜负。”

贤江小学 四（1）班 熊展灏
小记者证号：B2000710

吹鸡毛

说起关羽，大家一定会想到：赤面长须、身
高 9 尺、跨骑赤兔、82 斤冷艳锯 （青龙偃月
刀）……停！以上这些中有很多其实是罗贯中老
师“加工”过的。那真正的关羽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关羽的身高不到 9尺。9尺换算过来
有 2 米左右了，真实史料记载他身高 1.9 米左
右，应该是当时的8尺。

第二，关羽的武器可不是青龙偃月刀哦。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蕴藏于百万军
中刺良于马下，割其首。”刀这兵器连挑都难，
就不用说刺了，应该是捅。历史上大刀这种武
器，其实要在唐朝以后才流行起来。这可以证明
关羽用茅或枪杀了颜良。

第三，罗老师可能已经把赤兔马的宿命忘
了。它先被董卓送给了吕布，吕布死后归了曹
操，后来又和关羽这么久的岁月，它的宿命变成
了普通的战马。即使关羽真正得到了赤兔，他和
赤兔一起的时间其实也很短。

还有，关二爷应该最害怕箭。武圣可能不会
躲箭，他在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被韩服射了一
箭，在长沙又中了黄忠的箭，在樊城又被庞德射
伤，唉。

虽然真正的关羽和大家熟知的关羽似乎有很
多的不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我心中高大的
英雄形象。

第三实验小学 三（10）班 陆亮吉
小记者证号：A2002473

不一样的关羽

我和妈妈去摘瓜，
摘黄瓜，摘南瓜，
还摘了个大西瓜！
西瓜大，西瓜甜，
人人都爱大西瓜。

崇寿镇中心小学 一（4）班 陈洛瑶
小记者证号：B2000429

摘西瓜

这儿有一条小河，远远地看去，河面波光涟
涟，仔细地看，河里还有好几条小鱼呢！

小鱼成群结队的在河里游动。有的身披彩色
的服装，正要去参加舞会；有的摆着鳞片，在寻
找食物；有的躲在水草里，不时地缩着头偷看，
害怕自己的仇敌把自己吃掉……

小河旁边有一片草地，草地上开满了娇艳欲
滴的鲜花：菊花、百合花、桃花、杏花、桂花
……菊花仙子的颜色可真多呀！有金黄的、紫红
的、淡黄的、雪白的……那桃花摆动着娇艳的身
姿走来了，桂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了它们的中
间，它散发出的香味，几乎要把我们醉倒了。

这是多么迷人的小河啊！有可爱的小鱼在里
面游戏，有娇艳的鲜花在一旁开放。

第四实验小学 三（5）班 应雨晨
小记者证号：A2003642

我爱这美丽的小河

我爱写作文我我爱爱写写作作文文

“爸，你还在吗？”一大早醒来第一件事就
是跑到客厅确认我爸在不在家。“儿子，我马上
要走，单位有急事。”爸手里拿着根油条，站在
门口嘴巴含糊地说着。“今天中午你去李奶奶家
吃饭，我要去外勤不回来了。”咚！我爸转身离
去，只留下一个简单的背影。

我的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基层民警，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他就一直在外面值班排
查。在这场与时间较量的战争中，爸爸义无反顾
地冲锋在前，在一个个潜在风险中摸清一线实
情，建立一手台账。疫情期间，我爸吃住都在单
位，直接把我托付给了小区里热心的李奶奶。他
几乎每天工作 18个小时以上，披星戴月是真实
写照，满头大汗是常见状态，他的脚步遍布各个
街道、小区、单位。我静默地看着爸爸的背影，
蓦然发现他已不再如从前，父亲的背影在我记忆
中永远是挺得直直的，最近却显得略有些驼了。
自从我妈疫情期间去上班后住宿舍，家里就剩下
我和爸爸两个人。

我最爱的妈是个护士，疫情一爆发她就主动
请缨，压根就忘了家里还有一个粗枝大叶的老公
以及“急需母爱”的儿子，临行前把我亲了又
亲，又跟爸爸拥抱了好久，才依依不舍地走上
车，这也是我那段时间唯一一次看到我的爸爸，
在妈妈乘坐的车子离开后站了很久很久。望着妈
妈渐渐缩小的背影，我无力地挥手，泪水在不知
不觉中流下，这一刻我在心中为妈妈默默地祈祷。

我一直觉得我的爸妈很不靠谱，直到有一次
在电视上看见了记忆中的背影，有些消瘦，又有
些陌生，我才发现他们的伟大。初心不改，使命
犹在，疫情当前，警徽闪耀，爸爸一如既往地冲
锋在全市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医者仁心，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定不辱使命！口罩下深深的压痕透着瘀血，防护
镜前厚厚的水汽挂在睫毛上，为了更好地工作，
妈妈在防护服里穿上尿不湿，她带着自己的光芒在
深夜的病房穿梭……那匆忙的背影充满了坚定和自
信，虽弱小，但高大，虽单薄，但伟岸。看着他们
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加油！

慈吉小学 四（3）班 徐浙愉
小记者证号：A2000482

那匆忙的背影

我们家门前有一棵桃树，桃花开满枝头，粉
嫩粉嫩的，非常可爱，像一把把粉色的小伞。

这棵树是爷爷在我出生的那年种下的，它和
我一样大，却比我高很多。爷爷说，这棵树刚种
下时，和我现在一般高，春天的时候只开了两朵
桃花。又过了两年，桃树越长越高，春天再来的
时候，桃花已经会开满枝头，可是到了秋天，它
却只结了两个桃子。去年夏天，桃树生病了，本
来茂密的叶子被虫子吃得都是孔，有些叶片还卷
了起来。爷爷就给桃树打了药，到了秋天，结了
不少桃子呢。

看着树上粉嫩嫩的桃花，我仿佛看到了秋天
时候桃子挂满枝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幸
好爷爷栽种了这棵桃树，我们家门前才会有这道
美丽的风景线。

阳光实验学校 202班 华芮
小记者证号：A2001143 指导老师：鲍维维

门前的桃树

五一的清晨，打开窗户，迎接暖洋洋的风，吹
在脸上真是令人开心。更让我开心的是今天爸爸妈
妈要带我去四明山摘樱桃呢！

沿着宽阔的马路开了一个半小时，我们终于到
达了樱桃园。把车停在山下，我迫不及待地就向上
跑去。哇，山路真小呀，弯弯曲曲的好像一条长
蛇，抬头望去，上面是漫山遍野的樱桃树，每棵树
上都挂满了又大又红的樱桃。一颗颗樱桃红艳艳地
躲在树叶下，诱人极啦！我赶紧跑到一棵树下，踮
起脚尖摘了一颗塞进嘴里，汁水满溢，酸中带甜，
真是好美味呀！

我一边吃，一边摘，还不停往小篮子里放，天
气有些炎热，我的额头沁出了密密的小汗滴，但是
看着篮子里越来越满的樱桃，一点儿也感觉不到
累，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

育才小学 一（1）班 黄宥诚
小记者证号：B2000315 指导老师：朱雨馨

摘樱桃
时间一点一点地跑着，我们要开学了，多想和

哥哥妹妹们再玩一会儿呀！
我回想着和兄妹在院子里打羽毛球，你看一个

又一个雪白雪白的“身体”从空中优美地跳过，留
下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彩虹，风暖暖地在小院子里吹
着，吹出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我回想着和伙伴们在小书房写作业，一个个低
着头，握着笔，埋头写着，一心一意，从不开小
差，整个房间非常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只有
那一窝可爱的小燕子在窃窃私语。

我回想着阿姨亲手烧的美食，香喷喷的龙虾，
那是她的拿手好菜；甜甜的南瓜汤，美味又可口；
好吃的猪肉……嗯，一说起它，我的口水就如同瀑
布一样“哗哗哗”直流，反正一切的味道都很赞！

我回想着小院里的花草树木，柚子树又高又
壮；玫瑰如同火在燃烧；碧绿的葱在风雨交加中站
立着，生机勃勃；一个个小金桔挂在树枝上顽皮地
荡秋千。

你看，一转眼，我们就要分手了。
我真想和他们一起多呆一会儿呀！明天就要

回学校了，我要努力学习，期待暑假里我们再相
见。

阳光实验学校 204班 徐静涵
小记者证号：A2001208

居家·快乐·再见居家·快乐·再见

想一想，一双勤劳的手有一天突然罢工啦，生
活会变成什么样呢？

早上我被闹钟叫醒，准备穿衣起床。但是手不
听我使唤，它罢工啦！我只能靠头和双脚，结果衣
服没扣上，裤子也穿反了。

我走进卫生间，准备刷牙、洗脸。但手不听我
使唤，它罢工啦！我只能用嘴巴去蹭牙刷，把脸凑
到水里，结果弄得满脸牙膏，头发也湿了。

我来到餐桌前准备拿起筷子吃饭。但是手不听
我使唤，它罢工了！我只能用嘴去蹭饭碗，结果弄
得满脸都是饭粒，像小花猫一样。

我坐在书桌前，准备阅读课外书。但是手不听
我使唤，它罢工啦，我只能用脸蹭着来翻书，结果
书没翻过来，还不小心把水杯打翻了。

双手罢工的日子里，生活真是一团糟啊！勤劳
的双手，请你赶快复工吧！

城区中心小学东校区 三（4）班 冯柯扬
小记者证号：A2001468 指导老师：胡梦央

手罢工啦

我的表妹今年六岁了，一双美丽动人的眼睛，
里面嵌着一对乌黑灵动的黑眼珠，小巧精致的鼻
子，像是一个文静的小淑女。可这只是她的外表，
每次玩起来，她能比男孩子更野蛮更奔放，活脱脱
的一个女汉子。

有一天，妈妈给表妹买了一个儿童化妆品，本
来是装在礼盒里让她当装饰的。结果表妹回到家就
拿了出来，开开心心地打扮了起来。她先拿出了粉
底，在脸上涂了厚厚的一层，一张脸上顿时血色全
无，看起来真像电视里的女鬼，可吓人了。她还乐
呵呵地从房间里跑出来，一边跑，一边唱：“我是
女生，漂亮的女生。”看见我们目瞪口呆的反应，
表妹一下子明白过来，回到房间擦洗了好长时间。

其实妹妹的“美丽”还有很多，穿妈妈的高跟
鞋摔得额头出血；用油画棒画眉毛变成包公；用鸡
蛋清做面膜把头发粘住了……

女人的爱美之心真是难以理解，哎！
第二实验小学 二（1）班 任朔铖

小记者证号：A2002115 指导老师：郭亚娜

臭美的表妹

我的外公有一片菜地，那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蔬
菜，有绿油油的韭菜，有迎风招展的小麦，还有碧
绿碧绿的蚕豆。我们都把它叫作“百菜园”。

今天，天气晴朗，外婆带着我去地里劳作。首
先，我弯下腰，拔除了许多杂草。接着，我给菜苗
浇了水。菜苗们喝足了水，仿佛在对我说：“谢
谢！”最后，外婆还让我帮她一起摘蚕豆。我忍不
住剥开一枚豆荚，看到四颗胖乎乎的豆宝宝安静地
躺在摇篮般的豆荚里，可爱极了！摘了满满一篮豆
荚，累得满头大汗，让我想起了李绅的《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中午，我吃着香甜的豆子，心里美滋滋的。今天

的劳作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育才小学 一（2）班 章睿承

小记者证号：B2000323 指导老师：郑杯杯

“百菜园”劳作记

桑果大，桑果甜。
咬一口，香又甜。
买来一篮回家吃，
吃得肚子圆又圆。

南门小学 二（2）班 李雨芯
小记者证号：A2003389

桑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