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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练习400米。我的目
标是第二名，所以紧跟着第一名。
但是，后面有同学超上来了，而我
已经没力气了。这时，耳畔传来了
同学的加油声，我心中一股暖流涌
过，不知哪来的力气，像脱缰的马
儿一样冲了过去，终于超过了第
二！我躺在草地上大口喘气，感谢
那加油声让我充满力量。

陈志烨（证号1011193）

★那个黄昏，我走进一家面包
店。一不留神，我夹的面包掉在地
上了。我的钱只够付一个面包，而
它掉了，怎么办？老板微笑着走
来，把另一个面包放在我手里：“我
们现在买一送一，你掉了一个，还
可以再拿一个！”吃着这个赠送的
面包，我的心暖极了……

邬紫云（证号1011186）

★傍晚，我感觉身体不适。
妈妈摸摸我的额头，发现我发烧
了，连忙翻箱倒柜找出了药。我
服药后，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当
我醒来时，发现妈妈靠在床边，累
得睡着了。我翻了一下她的手
机。发现手机上设置了许多闹
钟：喂药、擦汗、喂药……我鼻子
一酸，一股暖流瞬间流遍了我的
身体。 陈斯溢（证号1011188）

★寒假快要结束了，那天半
夜，我突然惊醒过来，发现房间的
灯还亮着，原来是外婆在赶织毛
衣。看着她皱巴巴的手飞速地织
着，嘴巴不停地打着哈欠，眼睛也
微微地眯着，我的心觉得暖暖
的。后来，我对那件毛衣爱不释
手，因为它有外婆的爱。

李玮宁（证号1011185）

★天下着倾盆大雨，我在路
旁躲雨，远处，一只流浪狗也躲在
墙角，“呜呜”叫着。忽然，一个人
撑着伞走向流浪狗，小狗逃了，她
拿出一盒热乎乎的饭菜，然后躲
到一辆车后……十多分钟后，狗
狗慢慢地走向食物，她也慢慢地
走向狗狗，为它撑伞，小狗看了看
她，埋头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
她回头看到了我，对我温柔地一
笑，这一笑，仿佛有一股暖流流进
了我的身体。

丁羿萱（证号1011177）

★这天，我发烧了。语文课
上，我无精打采地趴在桌上。汪
老师停止了讲课，径直朝我走来，
她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摸了摸自
己的额头，自言自语道：“有点发
烧啊！”然后，她温柔地说：“你发
烧了，趴在桌上休息吧！”她接着
讲课，见我状态没好转，她就陪我
到门卫，一直等到爸爸妈妈来接
了，她才放心。

陈轩昊（证号1011175）

暖心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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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生活

“西小”老棋王
奉化区西坞街道中心小学502班
王妍萌(证号1004898)
指导老师 李智微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棋王，你
们猜猜他是谁？对，就是我的老
师。我的老师爱好下棋，棋龄也
有几十年了，我们学校没有一个
人是他的对手。

那天，和老师的几场对弈中，
我每盘皆输。我不甘心，央求老
师再和我来一盘。

老师答应了。棋子刚摆好，
我就使用了“必杀技”，但是老师
还是不慌不忙地下棋，我看着他
的样子，更加认真起来。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杀”，我
剩下了两兵、两车，相马各一。而
老师只有一个车和一个炮。

哈哈哈哈！这个局面应该是
稳了。我气定神闲地让马出战，
可谁想是走进了老师的坑里。我
慌了，赶紧将马往旁边一移。什
么？移开就是直接“将军”了？好
吧！我又输了。

哎！看来，想要打败老师，还
需要多多练习，多多和老师PK。
不过，这次我输得心服口服，他不
愧是我大“西小”的老棋王。

一只蜘蛛的启示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602班
何致澄(证号1000521)
指导老师 虞朝静

一连几天的狂风暴雨，这天，
我难得有闲，在阳台里游荡。

我的视线转向窗外，在一片
迷茫的白色中，我看见了一个浮
在半空中的黑点，原来是一只蜘
蛛，它用一根几乎看不见的细丝
吊在空中。可怜的小东西在风中
不断地挣扎着。

风更大了，无可奈何的蜘蛛在
空中玩着“死亡秋千”。那条纤细
的蛛丝不停地抖动着，好像下一秒
就会断开。蜘蛛小心地向接着丝
的空调外机爬过去……突然，一阵
狂风呼啸而过，一瞬间蜘蛛瘦弱的
身体连着那丝一同飞了出去。我
看不下去了，便跑回了书房。

过了一会儿，雨小了。我小
心翼翼地再次靠近窗户，却发现，
那个黑影，那条似有若无的线，依
旧还在。不等我惊讶，蜘蛛顺着
风猛地一摆，像跳伞一样甩了出
去。一转眼，它就落到了另一面
墙上，又一个飞跃，安全地落在空
调外机上。小家伙并不停歇，在
外机与墙的交接处织起了网。

“风雨过后有彩虹”，蜘蛛迎
来了它的幸福、快乐。

那些美好的岁月，不曾远去；
那些美丽的镜头，留在心间；那些
感动的身影，深烙脑海；那些温暖
的话语，湿润着眸子——总有那
么一些人，他们，默默地，给予我
们温暖……看看钟公庙实验小学
503班小记者记录记忆深处的“暖
心一刻”。

指导老师 汪风峰 悠闲的小鸡
鄞州区惠风书院310班
丁敏洪(证号1010452)
指导老师 忻静静

★那天，400米比赛，我们争
先恐后，拼命地冲向终点。忽然，
一个同学踩到我，我重重地摔在
了地上，膝盖上皮破了，血流了出
来，我感到一阵阵疼痛。同学们
围了过来，扶着我站起来，问我：

“痛不痛？”“要不要去医务室？”
“你没事吧？”老师也过来检查我
的伤口。那一瞬间，我感到一股
暖流涌了上来……

施懿轩（证号1011189）

★下午，运动会开始了。第
一个项目是“摸河过桥”接力赛，
因为我们组的一位爸爸的失误，
其他的家庭开始赶上来了，我急
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时，我
的好朋友走过来，轻轻地对我说：

“我们最后一组努力下，看看能不
能追回来。“我调整好状态，给好朋
友加油打气。我们拼命往前赶，
但是没有赶上，我们还是输了。

好朋友蹲在我身边，轻轻地
说：“虾米，没关系的，下次我们再
赢回来就好了。”这个时候，她的
安慰和鼓励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史东烨（证号1011190）

★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妈妈
一起坐公交车回家。我们正要排
队上车，前面的一位小姐姐突然
停住了脚步，着急地翻起了包，小
声嘀咕着：“怎么找不到了呢，我记
得放了呀……”这时，司机已经等得
不耐烦了：“后面还有很多人呢
……”小姐姐忘记戴口罩了，正要
离开。我后面的一位阿姨说：“小
姑娘，你别走呀，我这儿正好多出
一个口罩。”我想这位小姐姐戴上
这口罩，一定很温暖。

孙亦琦（证号1011171）

★托管课前，写作业的我肚子
饿了，但没带吃的，只能饿着肚
子。这时，同桌对我说：“你咋不吃
东西呢？”“你以为我不想啊？我
没带呀！”我幽幽地说。她愣了一
下，从桌上拿起一个东西，说：

“给！”我一看，是个面包，我大吃起
来……后来，我知道她也只带了一
个面包,给了我，我的心暖暖的。

汤昊泽（证号1011173）

★我在书包里找不到公交卡，
支支吾吾地对司机说：“我……忘
带卡了。”司机伯伯笑着说：“你先
上来吧。”随后，他掏出自己的公
交卡为我刷上，“行了。”他说。我
坐在座位上，温暖极了。司机伯
伯跟我说，他也有一个女儿，那次
忘带卡了，是一个阿姨帮她刷
的。他想让这温暖传递下去，我
变成了接棒人。

童姝弈（证号1011181）

★那次上课，我练习投篮，投
了十几个球，竟然没有进一个。
我耷拉着脑袋，不想再投了。这
时，教练走过来对我说：“加油，肯
定能投进的！”说完，他陪我一起
练习，我跟着他跑，跟着他跳，跟
着他投篮，终于投中了。

蒋一烁（证号1011176）

★我第一次独自乘公交外出，
正想刷卡，发现胸前空空的，公交
卡不见了。我又在书包里猛翻起
来，希望能找到2元零钱。这时一
位阿姨上来了。她问我：“小朋友，
怎么了？”“我……我没带钱。”“我
来帮你付吧。”我正在犹豫，阿姨已
经将公交卡刷了2次。我感动地
对阿姨说：“阿姨，谢谢你！”

王梓丞（证号1011178）

★我和小伙伴们在海水里追
逐打闹。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我
抓到了一根大麻绳，可它好似一
把利剑，在我的手上割开了好几
道口子，顿时血染红了我的手指，
我吓得六神无主，大叫起来：“怎
么办？我手好痛！”这时，周阿姨
听见了，连忙跑过来，抽出纸巾把
血擦掉，又把我带到水龙头底下
反复地冲洗伤口，然后包扎伤口，
直奔酒店大堂。一路上，周阿姨
不断地安慰我：“别怕，没事的，你
是个坚强的男孩。”那一刻，一股
暖流涌入了我的心田，我觉得温
暖极了！

李起扬（证号1011172）

★放学时，天突然下起了倾
盆大雨，而我没有雨伞。正当我
焦急万分的时候，碰到邻居阿姨，
她把伞撑在我的肩头上：“我送你
回去吧。”我们相拥着走到了小
区，上楼梯时，我才发现阿姨的肩
膀都湿透了，原来，她把伞偏向了
我这一边！瞬间，我的眼眶红了，
对阿姨说了一声谢谢！

刘佳琪（证号1011184）

★夏天的午后，我打完乒乓
球，满头大汗，可是，翻遍了整个书
包，都没有找到水。此时，一个男
孩拿起自己的一瓶水，放到我手
里，说：“我请你喝水！”没等我道谢，
他就离开了。于是，在我脑海里，
永远留下了一瓶水和一个背影。

张浩轩（证号1011180）

★下午，倾盆大雨，但我没带
雨伞，正在我急得快哭的时候，忽
然出现了一把又大又漂亮的雨
伞，一个同学要把伞给我，我连忙
说：“没事，你用吧，我不用。”她
说，今天多带了一把伞。我说：

“谢谢你，伞我明天还给你。”她
说：“没事的，你家远，先走吧！”我
走了几步，只见她正顶着书包往
小区里面跑去，我瞬间红了眼眶。

冯嫣然（证号1011194）

★外婆的包从不离身，我很
好奇。一天，我打开它，里面竟然
都是一张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
地写着我们喜爱的菜肴，我们穿
的衣服以及鞋子的尺码。我的脑
袋里也就自然而然地飘出了一个
又一个的场景：早上天蒙蒙亮，外
婆就起床了，不顾冬天刺骨的寒
风去菜市场买我最喜爱的菜，然
后赶回来给我们做午饭。哦，我
的外婆，谢谢你！

朱威霖（证号1011174）

★天冷了，我摸着脖子上毛
茸茸的围巾，眼前浮现出了一幅
美丽的画：那天中午，我推开房
门，只见外婆坐在阳台上，正专心
地为我织围巾，她来来回回，仔细
地织着，有条不紊重复着同样的
动作。戴上围巾的那一刻，我觉
得这是世界上最暖和的围巾，有
外婆对我浓浓的爱。

吴禹墨（证号1011187）

★那天，我和妈妈拿了一袋红
枣去看望奶奶。公交车上的人很
多。刚上车，装红枣的袋子就被划
破了。袋子里的红枣争先恐后地
涌了出来，撒了一地。大家弯腰捡
起了红枣。一位老奶奶走了过来，
递给妈妈一个新的袋子，说：“别
急，这些红枣很快就捡回来了！”
是的，红枣最后都回来了，那个温
暖的瞬间，融化了我们的心。

周阳（证号1011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