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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点亮幸福路

彩色的人生

校运动会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 之 《筑梦新时代》 中，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就是强国梦。“现在的中国
已不再是世界体系边缘的旁观者，也不再是国际秩
序的被动接受者。”我们让世界见证了我们的崛
起，沉睡的雄狮终将苏醒，我们也在世界的舞台大
放异彩。
飞天梦
提到载人航天，人们可能会想到一系列词语：
复杂、尖端、深奥、风险与挑战……载人航天代表
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科技实力，是大国科技实
力竞技的舞台。在六百多年前的明朝，万户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尝试利用火箭上天的人。他为了实现自
己的航天梦想，坐在绑上了 47 支火箭的椅子上，
手里拿着风筝，飞向天空；但是火箭爆炸了，万户
也为此献出了生命。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他为整
个人类向未知世界探索的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科研是一个不断“爬楼梯”的过程，在通往太空的
天梯上，中国科学家的探索永不止步。从 1992 年
立项之后，中国科学家们着手准备实施载人航天工
程。从 2003 年 10 月 15 日“神舟五号”飞船被送上
太空到 2021 年 6 月的“神舟十二号”，一次次的失
败一次次的胜利，都是我们的动力。如今，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美好的现实，而我们，
还正出发！
科技梦
如今我们的科技发展是越来越好，Al、人脸识
别技术等等已经开始大范围普及。人工智能作为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深
刻改变世界。至现在为止，这些技术已经“飞入寻
常百姓家”，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服务我们。超
市能够无人售货，贩卖机可以刷脸支付，不少家庭
都开始享受 AI 智能电器带来的便利，就连农民们
在农忙时节的播种、洒水都可以用无人驾驶的机器
在手机上控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更加便捷
的科技服务人类。似乎曾经只会在科幻电影中存在
的情节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富强梦
2020 年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
但是这时疫情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不便。我们
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确保尽快使农民生活
达到全面小康的水平，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富裕起
来。党指派专家领导，对贫困地区进行考察，再一
一提出致富思路，因地制宜。既然疫情影响了线下
农副产品的销售，有人想到：可以乘上互联网的快
车，开直播卖菜，利用互联网的销售渠道，推销本
地特产，为自己的家乡贴上独一无二的标签。通过
互联网，一个个农民支着手机，推销售卖着特产。
他们在手机屏幕中一张张淳朴的笑脸，就是对“富
强”最好的诠释。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路途上取得
了傲人的成就，这也是鞭策我们砥砺前行的旗帜，
我们让许多的可望不可即变成了现实。建党一百
年，这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更是一个全新
的开始。
慈吉小学 五 （3） 班 黄嘉雯
小记者证号：A22125016 指导老师：雷培湘

高 尔 基 爷 爷 曾 说 过, “ 书 籍 是 人 类 进 步 的 阶
梯”，此话一点不假。
听妈妈说 ， 我 三 岁 时 就 喜 欢 看 带 图 的 小 人
书，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就像一只小松鼠啃着
一块曲奇饼那样津津有味。四岁时，我虽不认识
多少字，但看漫画书内容里的文字已经绰绰有余
了。于是我悄悄地看全是文字的书了，虽然里面
的有些内容，似懂非懂，但我却无可救药地爱上
了读书的感觉。那时，因为有些书的文字不认
识，我就反复的观看识字认字的碟片，以此满足
我看书的欲望。等到上幼儿园大班时，短小简单
的文章已经不在话下了。上小学前，有很多字我都
认识了，而这也给我之后的语文学习奠定了较好的
基础。
我喜欢看书，读书如酿酒，越读越有味，越读
越香。而不喜欢看书的人，一生就像白开水一样，
平淡无奇，索然无味。
我喜欢书，喜欢闻书中淡淡的油墨香，喜欢书
中天马行空的想象，更喜欢书中充满诗情画意的语
句和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有时看着看着，我仿佛
进入了一片桃花林，粉嫩的桃花花瓣上挂着晶莹的
露珠，指尖划过，那晶莹的露珠在花瓣上欢呼着，
跳跃着；棕灰的枝干上，鸟儿在为露珠伴奏，唱着
欢快的歌；林下的小溪，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披着
锦衣的鱼儿在其中嬉戏。书中充满着生命的气息，
在我心间萦绕，弥久不散。
就读在慈吉这所充满书香的大学堂里，老师们
总会在课间、在假期为我们准备好多好书，使我们
在书的海洋里，渡过精彩快乐的每一天。
自从有了书，我的生活变成了彩色！
慈吉小学 六 （9） 班 陈相宏
小记者证号：B22126001

本周，阳光实验学校的第二十一届田径运动会
在同学们的期盼中隆重举行。
这天气温骤降，幸好有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
使我们不再感觉那么寒冷。首先举行了开幕式，彩
旗队、鲜花队……各种盛装队伍依次出场，展现班
级风采，让人应接不暇。我们 401 班排着整齐的队
伍，舞着一条腾空而起的巨龙，喊着“梦想之星，
勇敢前行！最美 401，最美的光！”的口号，别提
有多威风了！
接着举行了 20*60 接力赛，枪声一响，第一
棒施昊延飞一般冲出去，领先其他班一大半。两
棒过后，我们和 404 班打成平手。第四棒劳煜扬竟
然超上了 404 班，领先其他班级。但第 15 棒张嘉媛
被 404 班姚顺之追上，并且距离越拉越大，在这千
钧一发的关头，我，孙天浩和梁方恺“三大猛将”
全力冲刺，将我们班扭转局势，拿到了四年级段
20*60 接力赛第一名，整个过程紧张而刺激，真是
太精彩了，让我们明白了“团结就是力量”
。
下午，800 米决赛开始了。我们班 4 名选手参
加了这场比赛。“啪”，发令枪声在空中回荡，加油
声响彻云霄，这场耐力和毅力的较量开始了。选手
们一开始都跑得很轻松，到了第三圈明显跑大不动
了，我们在选手旁边陪跑，时不时给他们加油鼓
劲。最后半圈开始冲刺了，选手们的双脚都已经像
绑了铅块一样提不起来，但是他们还是咬牙努力，
拼尽全力冲到了终点。最终我们班拿到了第三名和
第四名的好成绩。
第二天下午，我代表班级出战 60 米和 100 米决
赛，获得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通过这次运动会使我明白，“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只有坚持不懈地拼搏，才有可能成功。
阳光实验学校 401 班 章晟浩
小记者证号：A22144024

我的校园
我的校园一年四季都很美。
春天，春姑娘带着五彩铅笔姗姗走来，把草地
涂成了绿色，把花儿涂成了五颜六色，小草从地下
冒出来，好奇地看着美丽的校园。校园里焕然一
新，到处生机勃勃。春天的校园真美。
夏天，早晨太阳刚从东边升起，透过稠密的枝
叶，将点点光斑洒向了校园。夏天的校园真美。
秋天，树叶被染成了黄色，一阵风吹来，树叶
像一群小精灵在舞蹈。小花园处处果实累累，走廊
上到处都在拍卖同学们自己丰收的果实，我尝了一
口酸酸甜甜。秋天的校园真美。
到了冬天，雪的到来给校园穿上了一件银白色
大衣，显得整个校园更加安静、美丽又动人。同学们
可以堆雪人、打雪仗、热闹极了。冬天的校园真美。
在这个校园里，老师教我好多知识和做人的道
理。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还让我们快乐学习成长！
我爱我们的美丽校园。
阳光实验小学 402 班 黄瑾瑜
小记者证号：A22144038 指导老师：鲍维维

美丽的花海
慈溪的花海坐落在附海镇北部，北临杭州湾，
西侧是一条江河，南边是大马路，东面是慈溪现代
农业园，风景优美，空气新鲜，水源充足，是花草
生长的好地方。
花海花多，花的种类也多。每年春季，众多花
儿齐开放，美丽极了。秋天的时候，有许多花儿一
起脱落，就像给大地下了一场花瓣雨，壮观又美丽。
花海的景色令人陶醉，蔚蓝色的天空倒映在花
朵上，格外瞩目。有种花朵飘着淡淡的清香，它就
是百日草。
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瞧，那香气扑鼻的花
朵，多么像在欢迎前来参观的客人啊！
实验小学 二 （2） 班 罗格戈
小记者证号：A22012003

第 57 页的秘密
在新华书店里，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很奇怪，
题目是 《第 57 页的秘密》。我想：难道第 57 页是一
张藏宝图？或者是一个神秘的魔咒？可以通向另一
个时空？
我央求妈妈买下这本书，回家的路上，我仔细
地看着这本书的封面，上面有两句话：每一个孩子
都会长大，每一个爸爸妈妈都会老去，而爱，是一
条生生不息的河流……爱是一条河流，它可以淹没
所有的坑洼、嶙峋，它只承载着星光。太阳向前奔
跑，一直到远方的大海，我打开书本，书里竟然也
有篇章页，上面写着，如果你翻开这本书的第五十
七页，会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秘密，你得仔细看，
但你也许什么也看不出。我的好奇因子打破了砂
锅，手不由自主地把书翻到了第 57 页，上面有一
行字是古老的繁体字，写道：这里什么也没有，请
你相信我。
第 57 页并没有什么秘密，可是，你一页一页地
把这本书看完，就可以发现第 57 页“装”满了爱。
慈吉小学 三 （7） 班 胡星悦
小记者证号：A22123067 指导老师：马添

奇怪的小蜗牛
今天，刚下过雨，我出去玩的时候，发现地上
有一条长长的银线，它是谁留下的呢？我也不知
道，好奇心驱使着我想一探究竟。
我跟着银线慢慢走了下去，突然在草丛间，发
现了一只可爱的小蜗牛。
它有着软绵绵的身子，头上顶着细细长长的触
角，它的背上还有一个又圆又大的壳，我忍不住为
它担心，它能背动这么重的壳吗？
小蜗牛用它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只见它慢慢
地蠕动着身体，它和它的“大房子”也跟着缓慢移
动，在它身后，出现了一条银色的线。
哦，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条银色的线是小蜗牛
留下的。
但是，小蜗牛为什么会留下银色的线呢？明天
我得问问科学老师了。
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小学 二 （6） 班 伍乐晗
小记者证号：A22222003 指导老师：王盛钞

腊 梅
世上花儿繁多，但我就钟情一种花，那就是
“腊梅”
。
立冬过后，北风一吹，百花调零，而耐寒的
腊梅，却正是绽放的季节。我种的这株腊梅也不
高，约有三十厘米左右，主干有点扭，十分有姿
态。
北风像一个恶魔，风卷残云般朝万物扑来，但
腊梅仍旧傲然地挺立着，还结了好多个花骨朵，含
苞待放的，像是随时都要“爆”出来一样。
腊梅要开了，一朵有一朵的姿势，有的才展开
两三片花瓣，有的全展开了，金黄色的，十分妖
娆。远远的就能闻到腊梅飘在空气中淡淡的清香，
那样的泌人心脾，身心舒畅，盛开的腊梅像玉雕成
的，晶莹淡雅。
腊梅那俏丽的风姿，给严酷的冬天添上了色
彩，我喜欢腊梅的品质，在这冰冷刺骨的寒风中，
是那样的坚强，勇敢，不向严寒低头。原来冬天也
可以这样动人。
慈吉小学 三 （7） 班 霍盈嘉
小记者证号：A22123064 指导老师：马添

车的悄悄话
夜幕降临，停车场里忽然响起了一片欢笑声，
原来是几辆车子在讲悄悄话。
“我每天把主人的货物运到全国各地，要论本
领，第一名一定属于我。”大货车自豪地说。
“货车兄弟，请别做白日梦了。”小汽车不服
气了，“你开得有比我快吗？你比我豪华吗？第一
名应该是我。”
电动自行车也来劲了：“你们都错了，我才是
第一名，因为我最环保，还能在小巷穿行，你们能
行吗？”
就这样，它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这
时候，一声不吭的公交车开口说：“其实，你们各
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改正自己的缺点，努力为
社会做贡献。”听了公交车的话，小汽车、大货
车、电动自行车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太阳露出了笑脸，它们又忙着做自己的工作去
了……
慈吉小学 三 （5） 班 华誉程
小记者证号：A22123041 指导老师：丁青平

我长大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帮妈妈晾衣服的时
候觉得自己很大，帮妈妈洗碗的时候觉得自己很
大，帮妈妈整理衣服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大……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帮妈妈整理袜子。我
先把袜子从裤架上拿下来并按照大小图案分类，接
着拿出一双袜子，头对头，脚后跟对脚后跟对齐。
然后把袜子从袜尖开始卷，慢慢卷到袜口，卷好的
袜子就像一根山楂条。最后，把袜口掰大，用张开
的袜口把剩下的袜子紧紧包住，就像黑洞把陨石吸
进肚子里一样。就这样，一双袜子就叠好了，叠好
的袜子就像一个大元宝。
一双双袜子被我叠得整整齐齐，妈妈亲了我一
下，夸我：
“有了你的帮助，我轻松了很多！”那一
刻，我觉得自己很大！
第三实验小学 一 （4） 班 许霈琦
小记者证号：B22031024 指导老师：张吉珍

池 塘
大家一定有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吧！我也不例
外，我也有自己最喜欢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小区中
的一片小池塘。
大家一定会问：“这……这么小小的一块地
儿，就……就能成为你的乐……乐园？”对了，这
个小池塘还真是我的乐园！
在那儿，我可以卧在石头上，嘴上叼了根狗尾
巴草，仰望着天空。啊，天空真美！云千姿百态，明
明是四角生风的白龙马，还没等我看清楚，就成了一
条腾飞的青龙。不一会儿，又成了凶猛的白虎。几秒
后，就成了展翅的朱雀。又过了几秒，成了一只正在
睡觉的玄武。不时，我用一颗颗小石子扔向云，不知
道是真扔中了，还是假扔中了，反正我不知道，但有
一点我能确定，那就是当我扔石子时云就会散了。
那儿，我可以尽情地捡石子，打水漂儿。你
看，一个个平滑的石子飞出，落到水面上，弹起又
落下，不知弹了多少次，沉入水中不见了，这石子
入水为鱼，出水为鸟呀！
所以，这个美丽的池子让我快乐，让我喜欢，
让我放松。
阳光实验学校 401 班 孙峥铭
小记者证号：A22144016

飞上木星
一天早上，我突然觉得自己背上有点儿痒，于
是猛地回过头，发现背上长了一对翅膀。我高兴
地跳了起来，一不留神，便直直地往地上摔去。
关键时刻，我煽动翅膀——居然飞了起来。在那
时，我有了一个惊奇的想法，去木星上“旅游”。
于是便准备了充足的食物、水，还有必备工具和
氧气瓶。
去木星谈何容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飞出
地球，又费尽心思躲避陨石。刚来到木星上方，
便被一股猛烈的气流冲向了一座火山，而这座火山
正在喷发熔岩，要不是我赶紧升空，就要变成“烤
人”了。历经千辛万苦，我终于降落在木星上。
木星果然是八大行星中最大的行星，我在万
米高空中竟然只能看到一座火山，那是我正在那
座火山的上空。我在木星上东悠西转，因为太
累，我的翅膀一下子收拢，一下子落向一个火
山。我煽动疲惫的翅膀，才让自己没掉下去。正
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座火山竟然
是木星著名的“大红斑”，它果然大约有两个地球
那么大。可问题来了，我到木星上都有好几个小
时了，天怎么还没亮？原来是木星体积庞大，从
而导致其行星自转速度和绕太阳的速度，十分缓
慢，最终使夜晚十分漫长。话说回来，木星十分
炎热，而且木星表面也变成了橙色、黄色和红
色，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木星上有不计其数的
火山，而且一直持续不断地喷发灼热的熔岩，使木
星十分炎热，熔岩里的硫和其它物质把木星表面染
成了那三种颜色。我大约在这里待了一天，返回了
地球。
通过这次的“旅行”，我开始赞叹宇宙的神奇。
慈吉小学 二 （3） 班 陈姿羽
小记者证号：A22122027 指导老师：陈文娟

玉兰花
清晨，我和爸爸一起去公园玩。
走进森林公园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花花
的树，像一朵朵雪白的云朵从天上掉下来，挂在了
树枝上，那就是玉兰花。
走近一看，那细长的树干上有许多枝条，那树
干足足有两层楼那么高呢！每根枝条上都有一个小
小的纯白色的玉兰花，玉兰花从里到外，从一点点
白色到全是纯白色，美丽极了！旁边还种着一些其
他颜色的玉兰花，有鹅黄的、粉红的、茄子紫的
……点缀得五彩缤纷。
玉兰花已经开了不少。有的还是个花骨朵儿，
像一个个刚出生的小娃娃；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
儿，像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已经完全绽放，像一
位身穿纯白色连衣裙的公主。我欣赏着玉兰花的姿
态，闻着玉兰花的清香，深深地陶醉了。
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玉兰花，穿着纯白
的衣裳，听着别人对我的赞美，看着别人对我的舞
姿拍照。
我爱美丽的玉兰花。
城区中心小学东校区 四 （2） 班 龚慧柔
小记者证号：A22064001 指导老师：张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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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有你，心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职责，镇海疫情发生
以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挺身而出，逆行战
“疫”，他们全力奔跑，义无反顾，他们默默传递温
暖和感谢，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2021 年 12 月 6 日，镇海报告三例新冠核酸检
测阳性病例，因为突然爆发的疫情，12 月 7 日凌晨
五点起，慈溪召集 200 多名医护人员奔赴镇海，加
入镇海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队伍。12 月 9 日凌晨四
点，在原有的人员基础上又新增 100 多名医护人员
披星戴月再次前往镇海，加入镇海第三轮全员核酸
检测队伍。
短短十几个小时内 40 余万人的核酸检测报告
结果出炉，宁波速度的背后是医护人员无言的坚守
与付出。他们于寒冬的深夜出发，如英雄般抵达战
场，有条不紊地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在他们身旁，那一抹抹“警察蓝”也是格外耀
眼。民警们“疫”往直前，尽职尽责，穿梭在排队
等候安全检查的车辆中，测温、查码、登记，严格
执行逢车必查，逢人必测的原则。
不要怕，你们的健康安全由他们来守护！冬日
终将过去，春天终会到来。
阳光实验学校 402 班 史乐臣
小记者证号：A22144046 指导老师：鲍维维

妙趣横生的小小“动物园”（二则）
大家都说家庭是幸福的，我家也是这样，但也
是一个妙趣横生的小小动物园。
我的叔叔胖胖的，可爱得像一只小熊。早上，
我叫叔叔：
“起——床——了！”他却爱搭不理地翻
了个身，继续做他的美梦。过了一会儿，他才不情
愿地从被窝中爬出来。我们说去外面散散心，他则
穿着一身棕衣，挺着个大肚子，迈着沉重的步子，
落在我们身后有 10 个人的距离，真是吃得多，走
得慢，睡得香呀！
我的爸爸也很胖，却很勤劳，每天早起晚归，
真像是大公鸡呢。一早，爸爸会做早餐来把我叫
醒，再看看一旁的妈妈身上被 502 胶水给“定”住
了般，纹丝不动，爸爸又叫道：“6 点多了，快点
儿！”到工厂里做完工作，回到家吃好饭，就又
说：
“哎呀，太晚了，我们睡觉去吧！”
我是一个既暴躁，又声音响亮的小老虎。我真
不介意你说我脾气暴躁，有一次，妈妈一直唠叨个
没完了“你这道题不对呀，应该这样”“不对，这
道也不对，应该加 10 而不是减 10”“错得太多了，
再做一张”……我一气之下，把铅笔扔得老远，又
踩上几脚，就闷闷不乐地去睡觉了。后来我知道妈
妈这样做是为了我好。说我声音响也不为过，因为
我有一次去工厂里，找爸爸喊了一声：
“爸爸！”爸
爸说：
“我在这儿。”一旁的妈妈站在那儿不乐意地
说：
“你这声音把我的耳膜都要震疼了，小声点儿，
在旁边听你说话真可以和礼炮发射的声音相比了。”
后来，经过我一点点的控制，声音又回归正常了。
我的妈妈又懒又严格。妈妈懒的时候像一只爱
睡觉的小猪，有时啊可以晚上九点三十分睡到早上
九点还不起，真拿她没办法，还好这只发生在周六
周日。妈妈严格起来像一头母狮子，谁都拿她没办
法，她可以让爸爸来给我数跳绳，不数就别睡觉
了；又让我做作业做到凌晨也要写完……
慈吉小学 四 （5） 班 沈昕喆
小记者证号：A22124081 指导老师：胡利娜
我们家一夜之间住进了母老虎妈妈、熊爸爸、
兔子宝宝，热闹非凡，就像一个沸腾的动物园。
我们家有一个可怕的母老虎妈妈。记得有次我
语文考试才考了 80 分，妈妈暴跳如雷，一会儿说
我“这么简单的题目都错。”一会儿又说“错别字
这么多，我不是说要仔细检查……”母老虎越说越
气，连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最后用她那“锋利的
爪子”气势汹汹地“抓”起我的试卷，好像要把它
给撕了，真是太可怕了！
我的爸爸胖胖的、憨憨的，像一只可爱的
熊。记得有一次，我和熊爸爸、母老虎妈妈逛小吃
街，走到一半，突然发现刚刚还挺着肚子走在我们
身后的熊爸爸不见了。往回一看，原来熊爸爸坐在
椅子上，下气不接上气地喘着粗气，他走不动了。
熊爸爸的呼噜声就像打雷一样。有一天晚上，我已
进入了梦乡。忽听“呼噜噜！呼噜噜！”的声音在
我耳边响个不停，那声音响彻云霄。我实在忍受不
了了，捏住他的鼻子：熊爸爸，你能轻点吗，我都
被你吵醒了……
我是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特别喜欢吃娃娃
菜。有一次，妈妈蒸了一碗娃娃菜，上面撒了点酱
油和芝麻油。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盘娃娃菜给干完
了，一点渣渣都不剩，可想而知有多美味了。我的
跳远能力也很强。和妈妈一起比跳远的时候，我轻
松一跃，跳过了沙坑的一半，而妈妈一半都跳不
到，看得我哈哈大笑！
这就是我们家的动物园，既温馨又有趣，我爱
这个动物园。
实验小学 四 （16） 班 周愉希
小记者证号：A22014088 指导老师：姜钰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