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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秀

鄞州区中河实验小学 403 班
龚祉玥 (证号 1019091)
指导老师 王玲珍
晚上七点，
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来到了三江
口，
欣赏美丽的灯光秀。江边的一幢幢高楼大厦早
已精心打扮，
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岁生日。
那是射灯吗？高楼上发射出一束束五彩斑斓
的光束，
它们穿过云霞直冲向大气层；
它们像一把
把刀子，
切开了宁静的黑夜；
它们又好似几个小精
灵，向我们招手，顽皮地说：
“来追我呀……”令人
想伸出双手去抓它。
一座座高楼大厦也不甘示弱，它们发射出夺
目的灯光，
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个大明星，
让众人
都围在了它们旁边。一会儿是鲜艳夺目的中国红，
一会儿是闪亮的银色，一会儿是亮眼的金色……
哇！玉米楼上灯光呈现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八
个大字；
对面的那座高楼也坐不住了，
在身上画了
两只手，
一只手拿着镰刀，
一只手拿着锤子，
象征农
业和科技一同发展，
不一会儿高楼
“挂上”
了一个金
灿灿的党徽，
似乎应和两座大楼一样，
所有大楼的
灯瞬间亮起来了，
绚丽多彩的灯光变化多端。看着
眼前繁华的景象，
我心中激动不已。
“哇！无人机！”不知是谁大喊一声，人群中
顿时沸腾了，一起望向天空：庄严的华表，雄伟的
天安门，几只和平鸽从天安门前飞过……这一幕
幕出现在我眼前。不知不觉，我的眼眶湿润了，
想到小英雄雨来，想到那些无名英雄，如果他们
看到现在繁华的中国，一定非常开心。
灯光秀太美，太震撼了！作为宁波人，我觉
得好幸福。

“哧溜”
一下
镇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202 班
吕晨玥 (证号 1018218)
指导老师 任雪聪
吃完午饭，老师给同学们发了一根香蕉，大
家都吃得津津有味。调皮的小明大口大口地吃
着香蕉，甩手一扔，
把香蕉皮扔在了地上。
这时，劳动委员小红端来一盆水，准备来擦
桌子。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香蕉皮，脚底一滑，
“哧溜”一下，向前猛扑，摔了个四脚朝天。手上
的水盆甩了出去，不偏不倚刚好倒在了小明的头
上，水顺着小明的衣服流了下来，把他整个人都
浇湿了。小明顿时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小红率先反应过来，望着湿透了的小明连声
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你还好吗？”
小明正要发火。但是，当他看见了被踩了一
脚的香蕉皮，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丢的香蕉
皮害得小红摔跤的。小明羞愧地低下了头，他马
上对小红说：
“ 不，是我的错，是我不应该把香蕉
皮扔在地上。”说着，小明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迅
速地俯下身体，将香蕉皮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
最后小明和小红相视一笑。
微风轻轻吹拂着树叶，树叶发出“沙沙”的响
声，仿佛在为小明知错就改的行为鼓掌。

吉祥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 201 班
董辰宇 (证号 1018346)
指导老师 费敏亚

我心爱的小文鸟
北仑区岷山学校 401 班
代文卓(证号 1019131)
指导老师 贺海蓉
我家有两只可爱的小鸟，我给它俩起了
名字，
一只叫小白，
一只叫小灰。
小 白 和 小 灰 长 得 都 很 漂 亮 ，但 各 有 特
点。有着美丽的樱红色的尖喙的是小白，它
的眼睛周围像纹了一圈红色的眼线，里头嵌
着一颗黑宝石似的眼睛，水灵灵的，特别美。
小灰就更漂亮了，它的头顶是灰黑色的，背部
的羽毛油黑发亮，像披着一件丝绸的袍子。
腹部是渐变的灰咖色。一张樱红色的小嘴嵌
在黑白相间的羽毛中间，
特别显眼。
小文鸟最大的特点是爱干净，爸爸还特
地 为 它 们 准 备 了 一 个 透 明 的 方 形“ 大 浴
缸”。这样，小白和小灰就可以天天在水缸
里泡澡了。
那天下午，一做完作业，我就惦记起小白
和小灰，它们都在干什么呢？刚迈进阳台，我
就听到“扑棱、扑棱”的声音，我朝鸟笼那边一
看，原来是小灰和小白正在洗澡。你拍左翅，
它拍右翅，玩得不亦乐乎！那溅起水花的声
音，像极了那美妙的交响曲。我看到它们一
起嬉戏的情景，想起了我和弟弟一起洗澡的
景象，你碰一下我的脑袋，我弄一下你的肚
皮，
那么欢快，
那么开心。
这两只小鸟是我心爱的宝贝，带给我们
很多欢乐。

家乡的小河

太阳花
胡诗怡 证(号 1018546)
海曙外国语学校 204
班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 304 班
周梓萌(证号 1019167)
指导老师 张静微
这儿的草比别处茂盛，这儿的河水比别
处清澈，你知道这是哪吗？这就是我家乡的
无名小河。
来到河边，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棵茂盛的
柳树，好似一位位少女正照着“镜子”梳头
发。微风拂过，树枝翩翩起舞，草地绿油油
的，仿佛为大地铺上了一块地毯，一棵棵小草
正迫不及待地生长着，想立刻长大。再看这
几朵不起眼的小花，仔细瞧，它们各有各的姿
态，
美丽得如一位仙子。
小河的水好清啊！倒映着湛蓝的天空，
倒映着棉花糖似的白云，倒映着高耸入云的
山。一阵微风拂过，好似一只大手抚摸着河
面，一切景物都动起来了，河水泛起层层波
纹。清晨，金灿灿的阳光照映着河面，阳光洒
下来了！犹如一把碎金子漂浮在河面上。一
群群鸭子也纷纷落入水中，如同一艘艘小船，
可能它们要去旅行了吧！
河边可是小动物的世界！它们不停地在
高大的芦苇丛中捉迷藏。三个一群，五个一
伙。它们时而追逐，
时而嬉戏，
时而玩耍。碧
绿的水草随风飘动，
好似一根根绿绸带。人们
下河找树枝，找到了，拿起一根。哈！下边串
着许多螺蛳，一个，两个，三个……足足有十
个！还有些人抱着许多衣服，原来他们正准
备去河边洗衣服呢！
这就是我家乡那无名的小河，我爱这条
小河，
尽管它并没有名字。

奥运会开幕式
鄞州蓝青小学 201 班
俞依辰(证号 1018911)
指导老师 陈维娜
一个夏天的夜晚，静得出奇，而我却心潮澎
湃，因为就在那晚，延迟了一年的东京奥运会终
于要开幕了！我终于可以坐在电视机前一睹我
们中国体育健儿们的风采了！
我早早地候在电视机前，静待奥运会开幕式
直播。一会儿，从电视机里传来了“2020 年奥运
会开幕”的声音，我立刻全神贯注地盯牢屏幕，期
盼着中国队的出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支
支队伍缓缓而来，可是最迫切看到的那一抹红一
直没有出现，不免有些焦急。终于，我听到了一
声久违的“China！”中国队来啦！我立马就从沙
发上跳了起来，挥动着手中的小国旗。他们身着
中国红西装，雪白的裤子和白底红花的裙子，雄
赳赳气昂昂地迎面而来。队伍前手举五星红旗
的是著名女排运动员朱婷姐姐和跆拳道运动员
赵帅哥哥。后面排着整齐队伍的中国体育健儿
们，也随着音乐大踏步向前走，远远看去像一片
燃烧着的火焰，照亮了整个运动场。
“ 中国队，加
油！”
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会是中国红。相信
东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定会再创佳绩！我们期
待着你们凯旋。

默默付出的人
镇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406 班
余志轩(证号 1018219)
指导老师 张颖
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太阳都还在云层中睡懒
觉时，环卫工人已经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他
们默默付出，一点一点打扫着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直至城市一尘不染后，才渐渐退去。这长达
几个小时的过程，几乎没有人看见，即使看见了，
也很少会去注意他们。
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我们学校也不例
外。每天清晨，我们走进干净的校园，迎来新鲜
的空气，这就是清洁工阿姨在我们还没来学校之
前，默默干完的，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好的学习
环境。
有时候，他们就像“及时雨”，哪里需要，他们
就会出现在哪里。有一次，我们班的陈晓艺同学
不知道为何，吐了教室一塌糊涂，呕吐物散发着
阵阵恶臭味，谁都不愿意去打扫。这时，清洁工
阿姨出现了，只见她先用两个拖把来回地一拖，
把所有的呕吐物都裹到了拖把里面，为了防止呕
吐物里面的细菌扩散，她又用消毒水喷洒在地面
上，最后再用一个干净的拖把把地面拖干净。我
们被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看得目瞪口呆，这
时，徐老师提醒我们说：
“ 同学们，我们现在是不
是需要做点什么呀？”于是，同学们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教室里发出了雷
鸣般的掌声，
清洁工阿姨便在掌声中
“退幕”
了。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这样平凡，默默
无闻，但又很重要的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做一
个对社会，
对国家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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