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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了
鄞州区横溪镇中心小学403班
陈瑾轩（证号2219197）
指导老师 邬超蕾

运动场上，激烈的比赛正在
进行着。

我当时正准备着400米的比
赛，还有三个组就轮到我了。我
在第六跑道，心中忐忑不安。我
后面第五跑道的选手，穿得挺专
业：紧身衣、紧身裤，而我却只有
小小的一件短袖衬衫，一条三分
裤，我能跑赢吗？

轮到我们组跑了，第5跑道
的选手还信誓旦旦地说要赢我。

“各就各位，预备跑。”开始
了，我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后面
的人被我远远甩在后面。我继续
奋力往前冲，但跑到一半的时
候，我几乎要跑不动了，后面的
人也慢慢追上来。这时，班级的
同学们大喊加油，我的身体似乎
被注入了一种力量，我开始加
速，终点开始向我招手，50米，40
米，30 米，20 米，10 米，越来越
近，我也跑得越来越快。耶，同学
们欢呼了，冲过终点线的那刻，
我笑了，大家都笑了。

我的乐园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樱花校区403班
林辰睿（证号2201492）
指导老师 毛晓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园，有
的人的乐园是公园，有的人的乐
园是游乐场，而我的乐园则是学
校的操场。

操场的中间是一片长满了
小草的足球场，周围是一圈红白
相间的塑胶跑道，右边有一个金
灿灿的沙坑，沙坑的旁边是一排
像巨人一样的篮球架。

每到周一，学校都会宣布优
秀班级的名单，只要听到我们班
获得了金樱牌，我准会开心地跳
起来。

每到下课时，我们最喜欢在
操场玩“一二三，木头人”。只听
见一个人喊：“一二三，木头人。”
同学们就一动不动地站着，有的
金鸡独立，有的躺在地上，还有
的直接摔了一个狗啃泥，过路的
人看见，大笑起来，我们也都哈
哈大笑起来。

在运动会时，运动员在场上
尽力奔跑，同学们的加油声一阵
高过一阵，为运动员加油，为胜
利欢呼。

在下半学期，学校还会开展
足球联赛。运动员在场上激烈地
比赛，只要我们进了一个球，同
学们就会欢呼起来。如果被对方
进了一个球，同学们的加油声会
更加热烈！

操场就是我的乐园，是我快
乐的源泉。

一次美丽的邂逅
鄞州区下应中心小学402班
应骋谦（证号2219560）
指导老师 曹德莉

清晨，一阵急促的“唧唧”
声传来。“咦，是谁在叫？”我怀着
好奇心来到阳台，循声望去，发
现离家不远处的空地上，有一只
小鸟在撕心裂肺地叫喊，或许是
在呼喊它的妈妈吧？或许是受伤
了吧？

我来到草地上，刚想靠近
它，它却立马边叫，边扇动翅膀，
害怕地后退了几步。我慢慢蹲下
身，轻声细语地说：“别害怕，我
不是坏人，我是来帮你的。”它默
不作声，呆呆地耷拉着脑袋。我
凑近细看，原来它的右翅膀被铁
丝网钩住了。

于是，我一边小心翼翼帮它
解开，一边关切地和它聊起天儿
来：“你是一只什么鸟啊？”“布
谷，布谷。”“你怎么会困在这
里？”“布谷，布谷。”我想应该是
在觅食时，不小心被铁丝网钩住
了吧！“那你的亲人呢？”“布谷，
布谷，我只能向你求救啊！”聊着
聊着，我已顺利地帮它解开了铁
丝网，它欢快地扑腾了几下翅
膀，还亲昵地蹭了蹭我的手，又
传来几声“布谷，布谷……”哈
哈，它已经丝毫没有恐惧感，似
乎还在向我道谢呢！这一次偶然
相遇，时隔数月，在我心中却留
下了美好的回忆！

人们常说“人听不懂鸟语”，
但我觉得人和动物的语言是相
通的，只要认真倾听，用心交流，
就一定能感受到其中的奥秘！
爱，是永恒的旋律。朋友，让我们
和动物朋友和谐相处，共建我们
温暖的家园吧！

赏雨
鄞州区堇山小学510班
陈可涵（证号2206711）
指导老师 姜可吟

考试结束了。我背着书包走
出校门，书包如同心一般沉，心
情如同这天空一般灰蒙蒙。

几声闷雷穿透了头顶上的
云，打破了四周的平静。几滴雨
落了下来，滴在手背上、手心上、
脸颊上，凉凉的。打开雨具，继续
走。

雨大了。无数的雨点从天而
降，落在伞上、屋上、身上……人
们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就连平日
里不停唱歌的鸟儿、自由奔跑的
小猫也不再逗留，寻找避雨的地
方。景物被蒙上了一层灰纱，仿
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一道
闪电划破天空，雨点们在屋顶上
玩着滑梯，震得房顶砰砰响；它
们在伞上玩着蹦床，跳得伞布咚
咚响；它们在河里游泳，闹得河
水咕咚冒着泡。它们甚至击打着
小草、小花，使它们抬不起头来。

“春天孩儿脸，一天变三
变”。也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
我抬头一看，天边挂着一道绚丽
的彩虹。

忽然，我发现，雨后的小草
好像更嫩了，风中的小花笑得更
开了。对呀，有时逆境会绊倒那
些骄傲的人，但它同样能给我们
以希望和磨炼啊。

心怀这样的念想，我在金色阳
光的照映下，在成长的人生道路
上，迈开自信的脚步，继续前行。

家
鄞州区中河实验小学503班
龚小年（证号2201697）
指导老师 王玲珍

家是个温暖的港湾，我的家是在
我伤心流泪时，有人安慰我的地方。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风吹过
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到了九
点，我准时躺下睡觉，可刚睡下没多
久，我的全身痒得不得了，仿佛身上
有无数的虫子在咬我，我在被窝里
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

妈妈听见了响声，便跑过来问
我：“怎么还没睡觉呢？”

我轻声答道：“我的身上特别
痒，睡不着。”

妈妈赶紧让我从被窝里起来，
检查一下情况。这时我的脸变成了
红色，一块一块的，身上也是一大块
一大块的红疙瘩，妈妈顿时被吓了
一跳，神情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是
急性荨麻疹！”妈妈担忧地说道。我
一会儿抓抓这里，一会儿抓抓那里，
越来越痒，全身通红。

妈妈马上离开温暖的被窝，一
边快速穿衣服，一边说：“我去医院
开药，你躺下好好休息，不要冻着
了。”

我点点头，钻进被窝，妈妈帮我盖
好被子，便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了。

不一会儿，门开了，一阵冷风扑
面而来，妈妈拿着药回来了。她冰冷
的手摸着我脸蛋，顿时一股暖流流
进了我心里……

喝完药我就躺下了，困意袭来，
迷迷糊糊中仿佛有一双手在抚摸我
的脸……

家是给我带来温暖的地方，家
是给我带来关怀的地方，因为家里
有最爱我的爸爸妈妈，我爱我的家。

回忆
高新区外国语学校406班
裘礼源（证号2210149）

说起回忆，我在记忆库里存放
多年的故事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次家庭大扫除中，我发现了
许多雪藏已久的玩具。最令我难忘
的是一个黄色的变形金刚。我无意
间发现了那个玩具，便将那个玩具
拿起，玩了一会儿，再放在地上，想
等一会儿再玩。可当我回来找的时
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它不见
了！

顿时，一滴滴泪水在我的眼眶
里打转，我不由得放声大哭：“呼呼，
我的玩具没有了，它是不是被丢掉
了？”我马上跑到妈妈那里，难过地
问：“妈妈！我的玩具是不是被你丢
了？”妈妈立刻傻眼了，疑惑极了：

“儿子，冷静点，什么玩具丢了？”我
将那件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这
时，在一旁的爸爸听到了，这才发
声：“是我丢的，而且那个玩具已经
旧了，再买一个就是了，有什么好纠
结的？”

我发怒了：“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以前的玩具是不是也是爷爷丢掉的？
况且，那个玩具是我的，由我自己做决
定。它也是我童年时光的一部分呀！”

高新区实验学校502班
俞泰熹（证号2211141）
指导老师 俞春丽

盛夏烈日之下，正是合欢花
盛开的时节。

合欢花从上面看，像彩色的
毛球；从侧面看，像孔雀的屏扇；
从下面看，像七彩的花雨伞。叶
子片片相对长出，白天张开，夜
晚合并，那片片叶子如多肉似的
饱满。下午去看，合欢花如雨一
般落下，铺在地上，好一块香气
迷人的地毯，这“丝绒”地毯是多
么的漂亮，仔细听树叶在风中发
出的“沙沙”声，仿佛为宁静的校
园添一份生机。

相传泰山脚下有个村庄，村
里有个何员外，他的女儿十八岁
时到南山烧香，回来得了重病，
何员外请了许多名医配药，但都
不见效，他贴出告示：谁治好女
儿的病重金酬谢。西山有个穷秀
才，用一种树的花冶好了何小姐
的病，后来秀才中了状元，两人
成了夫妻，这树便叫合欢树。

合欢有美好的寓意，古人赠
人以合欢花，可以消怨和好。合
欢雨祝福我们幸福美好。大家劳
累时，放下一切到户外闻一闻合
欢，欣赏欣赏合欢，那就会轻松
许多。

呦，合欢!美丽的合欢，迷人
的合欢！

学校的那棵合欢树
高新区实验学校502班
潘昱衡（证号2211151）
指导老师 俞春丽

夏天到了，我们学校的合欢
树也开了，一时间，校园里全都
是合欢花的香味与它粉色的花
瓣。

学校的那棵合欢树，香气四
溢，沁人心脾。中午，俞老师带我
们远眺那硕大的合欢树，我们观
察的距离虽远，但那淡淡的清香
还是让我着迷，不时还飘过来一
朵粉色的小花，掠过我的鼻尖，
令我心旷神怡。

合欢花不但香气宜人，而且
外形精致美观。花瓣像一根根
针，主体是粉色，花蕊却还是正
常的白黄色，花瓣下方粉色逐渐
变淡，最后成为白色，花杆则为
鲜艳的绿色，显得十分高贵。

学校的那棵合欢树，叶子也
绿得出奇，叶子是针形的，叶子
的茎是黄绿色的，当把它剪断
后，气味也十分奇特，有股西瓜
和玫瑰花的混合香气。我在树
下，感觉自己就像踩在花瓣铺成
的地毯上，树也开始挥洒着大片
的叶子，有的掉到我的头上，有
的掉到我的身上，或掉到我的脚
下，合欢树再次散发出迷人的清
香，我们快乐地玩耍。

我们学校的那棵合欢树，不
仅让人开心愉悦，还让人感到温
暖，合欢树的无私，不正是我们
要学习的吗？

组稿老师 叶利娜 许玉燕

蝴蝶
鄞州区钟公庙实验小学104班
陈星豪（证号2205371）
指导老师 王莹莹

垃圾分类
鄞州区学士小学105班
张祎晗（证号2203755）
指导老师 方雨露

合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