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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爱包围的人，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小记者用真挚的文字告诉我
们，在生活中汲取着温暖和能量的我们，更应该拥有一份敏锐的感知和一
颗感恩之心。读懂家人和他人的关怀，在点滴之中回应他们的爱，这是我
们都要去学习的。

爸爸，我在家等着您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407 班
张佶虎（证号 2021609）
指导老师 杨芳琼
亲爱的爸爸：
您好！
还记得那天早上吗？那天，我陪着您一起
吃早餐。因为从那天开始，您要参与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趁您在家，我想多陪您一会
儿。
您的岗位在社区一线。听您讲，您工作的
小区有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您虽然胆战心
惊，但还是勇敢前进。值岗时，您没有防护服
抵御这种致命病毒，所以您不能穿容易沾病毒
的毛衣，只能穿一点都不保暖的、滑溜溜的雨
衣，头戴厚厚的帽子、轻薄的口罩和自备的护
目镜，还有单薄的手套。从新闻报道上看到您
的身影，这怪怪的装备，连我都认不出您来。
雨天会打湿您的鞋、袜，现在是冬季，更是
雪上加霜，而您一直忍受着、坚持着。您不能
回来吃家里热腾腾的饭菜，只能吃盒饭。
您上早班时，天不亮就得起床。上晚班
时，天黑了还不能回家。您回到家，不再像以
前一样与我亲密相处，而是独自呆在一个小房
间里，怕自己身上带有病毒。
啊，爸爸，您对待他人也如爱护家人一
样。为了保护大家，您甘愿早出晚归。
在这样一个应该喜庆的日子里，还有许多
同您一样战斗在抗疫一线的普通人，他们也是
别人的爸爸或妈妈。我要对您和与您一样工
作在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警察和社区工作者
说：
谢谢你们！
祝
工作顺利！
儿子佶虎
2020 年 2 月 21 日

爱就在身边
镇明中心小学云石校区 404 班
钱程 (证号 2021794) 指导老师 徐霞
几周前，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肆虐，
导致我们
缺乏大量的医用物资。这时，
日本、韩国等邻邦国
纷纷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日本人还在物资的
纸箱上写着
“山川异域，
风雨同天”
“
，岂曰无衣，
与
子同裳”
的文字，
简短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无数国
人的心，
这让我们铭记在心！
而今，各国疫情变化大，形势非常的严峻。
我们中国“投桃报李”，积极加入了施以援手的队
伍中。
2月中旬以来，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峻，
市
面上一罩难求，
这让日本人心急如焚。这时，
一位
来自中国的女孩走上了日本东京的街头，
她头戴玩
偶头套，
远远望去就是一只漂亮的小鹿。
“小鹿”
站
在寒风中，
双手捧着用日语写着
“来自武汉的报恩”
的纸箱，
里面装着的正是他们现在急需的口罩。当
路人经过时，
女孩便将口罩无偿地送给路人，
他们
双手接过口罩，
并用中文对她说了声，
谢谢！女孩
的一片热心，
让这个冬天变得温暖了许多！这只漂
亮的小鹿也成了街头最美的风景线！
在日本的街头，也有不少像小鹿女孩一样的
中国人，自发在街头发放“爱心口罩”，他们都有
一颗感恩有爱的心。
每一个品质优秀的人，
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
每一个站在街头无私奉献的人，都有一个默默无
闻的品格。
虽然病毒仍在，
但我们的爱无处不在。

我的妈妈是
“侦探”
慈溪市周巷镇中心小学教育集团 205 班
许佳倪 (证号 2022010)
指导老师 景娟珍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还不能开
学，只能宅在家，可爸爸妈妈已经开始上班
了。妈妈就对我实施了遥控指挥模式。每天
就在我耳边唠叨：
“妮妮，今天作业做好了吗？
古诗背了几首？有跳绳吗？”每天听得我耳朵
都快起茧了。
星期一，妈妈吃好早饭，交代我一大堆需
要完成的任务后就开车走了。我从楼上看着
她的车子渐渐驶远，心里别提有多兴奋！我可
以自由了！
我首先打开妈妈事先给我准备好的网课，
认真地看了数学和语文课……可我脑子里一
直想着，今天有我最喜欢看的电视剧大结局。
作业做到一半，一看电视剧时间到了，就急忙
打开电视看了起来。脑子里早已把妈妈交代
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正看得入迷，突然听到了上楼的脚步
声，不好，妈妈回来了！我慌慌张张地关掉了
电视机，跑到书桌前，拿出写字本，装模作样地
写着字。
只见她一声不响地走进房间，然后摸了摸
电视机后背，就严肃地对我说：
“你刚刚在看电
视，是吗？”
我一脸诧异地回答：
“没有啊！”
妈妈
很不高兴地对我说：
“小孩子不能撒谎，知错能
改还是好孩子！”
听了妈妈的话，我不好意思地
低下了头，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了。
原来妈妈摸了电视机后背是热的，就能
证 明 我 看 了 电 视 ，我 的 妈 妈 真 是 个“ 侦 探 ”
啊！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 102 班
徐艺铭 (证号 2022229)
指导老师 钟红玲

一花一世界

我的植物朋友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312班
许皓天 (证号2022087) 指导老师 高巧浓
春天来了，
窗台上的水仙花开了。
水仙花养殖在青花瓷盆里，白嫩嫩的球状鳞茎一
直浸没在水里，底部的根须已经长得非常茂盛，就像老
爷爷的一撮胡须。沿着鳞茎的顶部抽出了许多长条形
的翠绿叶子，有 30 多厘米高，挺直着腰杆站立着，几朵
娇俏的小花就悄然开放在枝头。白色的花瓣围成一个
圆圈，中间衬托着一枚黄灿灿的花蕊。瞧，有的花朵微
微低垂，像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花朵轻轻微仰，接受
阳光的洗礼；还有花骨朵儿，它们紧紧地将花瓣合拢
着，
我想一定是在等待春风将它们唤醒吧。
远远望去，
窗台上的水仙花亭亭玉立，
微风吹来的时
候，
摇曳的身姿又会散发出阵阵浓郁的芳香，
沁人心脾。
水仙花陪我度过了漫长的冬天，
敬佩它顽强的生命
力，
欣赏它婀娜俏丽的身姿，
它是我最喜欢的植物朋友。

玉兰花正开
宁波市镇安小学306班
周俊宇 (证号2020834) 指导老师 陈洁
二月的暖风，吹得小区里的玉兰花迫不及待地展
开它珍藏了好久的花苞，
怒放了起来。
我家阳台正对着一棵白玉兰，
这几日，
我打开阳台的
窗户任玉兰花香肆意地闯进来。晒着太阳，
吹着暖风，
看
着喜欢的书本，
心花怒放。一只白蝴蝶悄悄停在阳台的
纱窗上，
逗留了一会儿，
又朝外边的玉兰树飞去了。我放
下书本，
站起身来，
盯着蝴蝶飞去的方向，
那玉兰花的花
蕊是淡绿色的，
花托处隐隐约约带点粉色，
美丽极了。一
阵轻风吹过，
又
“飘”
来好些白蝴蝶，
它们由上至下，
翩翩
起舞，
等到它们轻轻地落在地上，
一动不动，
我才发现那
都是玉兰花的花瓣呀。那刚才停在纱窗上的那只呢？也
是花瓣？我迷惑了。那个似花非花，
似蝶非蝶的朋友，
你
在哪儿呢？快来告诉我你是到底是谁吧。
白玉兰旁还有几棵紫玉兰，它们可是慢性子，还裹
着黑灰色的绒毛外套，含着花苞，静静地等着适合的时
机，
开出属于它们的春天的颜色。
而我呢，也拿起书本，看了起来，静静地等着今年
的开学通知书呢！

亲爱的小花花
鄞州蓝青小学 201 班
莫佳萱 (证号2021015) 指导老师 周春芳
亲爱的小花花
你怎么还没发芽
我已经照顾你 10 天了
你是不是想搬家
我每天看你三次
就像我一日三餐
可是为什么你还不发芽
亲爱的小花花
你好像很需要阳光
可阳光好像不想让你发芽
它已经躲在云层后面好几天
享受着它舒服的寒假
我很想飞起来
去叫醒阳光
告诉它：
你应该上班啦

小老虎为你加油！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201 班
邵宸 (证号 2021172) 指导老师 林丽琼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余姚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东江校区 402
班
史伊墨 证(号 2021238)
指导老师 诸晶晶

点滴 的爱

照排/张婧

亲爱的小花花
我要告诉你
你马上就能看见阳光
等你看见了阳光
你也会看见我
我是你的小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