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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总在风雨后，成功属于坚持者
一件小事，平常人可能坚持几天，优秀的人可以坚持一年，而伟大的人往往坚持了一辈子。
坚持，意味着在千变万化的境遇中保有一颗初心不变；坚持，意味着在目标渺茫的情况下怀抱一
腔热忱不灭；坚持，意味着在开阔平坦的顺境下保持一种攀登的姿态……
小记者林艳平发现，因为“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恒心，演员们获得了舞台上的那份从容；因为
誓要为班级争光的那份信念，小记者陈逸珊突破了自己的最高纪录。我们或许不知道，成功会在哪
个路口出现。但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收获。

精彩的马戏表演

突破

“太精彩啦！太精彩啦！”随着同学们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声，两位杂技演员表演的节目吸引了我的
眼球，不仅精彩，还让我明白了一个演员在幕后付
出的许多努力。
这两个杂技表演者依托绸带， 用身体做出许多
优美的动作，轻盈得犹如两只蝴蝶，在那儿扇动“翅
膀”，嬉戏玩耍。有一个动作令我过目不忘，女演员
将一个圆环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仅仅依靠脖子和圆
环接触的那个点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而男演员则
抓住绳子的另一端，两人在空中不时地转圈，引来
大家阵阵喝彩。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光是他们
凭借一根绸带在空中跳舞、旋转的动作，那也至少
得练上好几年的光景吧。没有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的那份恒心与毅力，又哪来台上的那份从容呢？
演员们在平时的排练中洒下了无数艰辛的汗
水，忍受了伤痛的泪水，通过不懈的坚持，才能够站
在台上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中心小学603班 林艳平
小记者证号：180872 指导老师：许明霞

在我十岁那年， 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学校运
—跳绳比赛。那是一项团体比赛，一个小
动会——
小的闪失都不能有。听！比赛就要开始啦！
跑道上，同学们颜色各异的绳子上下飞舞着，
令人眼花缭乱。大家个个神情紧张严肃，生怕有
一点儿失误，有的汗流成了一个小水洼，大口大
口地喘气；有的皱着小眉头，紧张得连绳子都快
拿不住了，全身发抖；有的一个劲儿地跳，感觉手
腕都快飞出去了……
眼看就要轮到我了， 我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
来了，连大气都不敢出。终于轮到我了，我哆哆嗦
嗦地走到跑道上。心中犹如一只小鹿在狂奔乱撞，
又如同一位壮汉在猛打大鼓……裁判一声令下：
“开始！”我拼命地跳起来，已经不知道累了，心中
只有一个信念：班级一定要胜利！终于，我成功了，
跳了203下，突破了我以前的最高纪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每天一分钟的练习化
为了比赛中的笑脸；那每天的一滴汗水，化为了
成功和收获。 宁波市鄞州堇山小学405班 陈逸珊
小记者证号：183809指导老师：顾育倍

大马奇缘

■边走边看

飞机渐渐着地，我失神地望着窗外，无边的黑暗中的那弯新月。凝
然的双眼前，思绪在徜徉着。
初游马来西亚，呼吸着异国的空气。柔风、暖阳，还有那棵诗意的
杨柳，让我游兴大增。猛然间一声大叫，把我从幻想中惊醒，目光从窗
外转到了前排。
一袭蓝色的牛仔裙， 蓬松卷曲的长发， 眼若晨星， 眉中央有一红
点。不说，真要被当地的小女孩惊艳到。只见她张着大嘴，“哇里咕啊”
地乱叫着。我饶有兴趣地望着她，内心涌起阵阵怜爱。我放下书，拿着
巧克力在她面前晃了晃，她眼睛瞬间一亮，叫着扑过来。早知会中招，
我一转身，让她扑了个空。谁知小女孩泄了气，耸耸肩，表示不屑一顾，
眼皮却时不时抬起来瞅瞅。不知是眼馋手中的巧克力呢，还是想看看
我有没有败下阵来，我在旁边笑得花枝乱颤，故作“慷慨”地掰下一块
递给她。好不容易安静了一会儿，女孩又闹了起来。“呜哈咪”地乱叫，
真是一个被宠惯了的小公主！ 我和妹妹旁若无人地自个 “嗨”，“石
头、剪刀、布”地大声喊着，心思却在她身上。一缕鬈发散落在额前，她
用手托着脑袋在旁观战，脸上洋溢着不易察觉的微笑。许久她扑上来，
用小手捏住我们的手之后，抽出一只也模仿我们“剪刀、是头、雾”。在
声声稚嫩的童声里，荡漾着银铃般的笑声……
这次别样的相遇，使我们成为了朋友，虽然我们语言各异，国籍不
同，但尽管如此，也不能阻挡我们的友情。天渐渐变凉，我渐渐长大，我
学会了很多，却总没学会忘记她，她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已完全烙
印在脑海里了。
宁波市宋诏桥小学603班 夏雨萌
小记者证号：185660 指导老师：李莹莹

■我爱观察

会吐泡泡的牙膏

早晨，我正在挤牙膏，突然一个圆圆的、五彩
缤纷的泡泡飞了出来，它慢慢地，慢慢地往上升，
那是多么的轻盈，多么的小心，仿佛在说：“我自
由啦，我自由啦！”直到碰到天花板，然后又被弹
了下去，我惊讶极了，它竟然没有破。它很缓慢地
往下飘，仿佛在说：“快停下，快停下！”它最终落
到了我的头发上。
奇怪的是，它还是没有破。咦，这是怎么回事？
我仿佛听到它在说：“还好，还好，没破。”于是我
晃了晃头，想看它还能不能不破，我仿佛又听到
它在说：“不要晃，不然我就破了！”可是，已经晚
了，泡泡破了。哎，多好的泡泡啊！我却结束了它的
生命。
宁波市鄞州区堇山小学311班 黄奕天
小记者证号：184132 指导老师：蒋霞

■生活插曲

赖床记

冬天的天气越来越冷了， 瑟瑟的寒风呼呼
作响。 我这个小懒虫一到早上又开始了每天必
做的一件事——
—赖床。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妈妈一而再， 再而三的
催促下才起床，今天也不例外。暖暖的阳光透过
窗户缝挤进了我的房间， 可我却像和床连体了
一样，迟迟不肯起来。这时，妈妈走进了我的房
间温柔地对我说:“宝贝，起床了，再不起来，上
学就要迟到了，丰富的早餐已经等着你了。”我
不情愿地答道:“再等一小会。” 妈妈见我无动
于衷，马上使出第二招——
—“狮子吼”，大嗓门
顿时吓了我一大跳， 我不耐烦地把头伸进了被
子，双手捂住了耳朵。看我依然赖在床上，这回
妈妈愤怒了， 气势汹汹地走到我床边拿出她的
杀手锏，一下子把被子掀开了， 我不得 不“投
降”了。只好乖乖地穿衣服起床了。
当我完全起床时，一看表，天啊！上学要迟到
了， 我赶紧三下五除二地干完早餐直接上学去
—一个不折不扣的赖床小懒虫。
了，这就是我——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406班 陈诗
小记者证号：183799 指导老师：葛亚琴

■成长天空

十岁的我

十年前，我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多彩
的大千世界。那时的我，年幼无知，爸爸妈
妈开始教我说话、走路……
一岁时，我独自乱跑，摔了一跤，要做手
术，妈妈十分悲伤。一转眼，我的嘴上已然
留下了一道伤疤。
两岁时， 我比大家提前考试进入幼儿
园，园长阿姨夸我很聪明，从那时候起我进
入了学习世界。那一天，在我走出家门的那
一刻，我看到了妈妈不舍的目光。
五岁，我进入了鄞州游泳队，每天和大
家一起训练，无论冬夏的游泳训练，让我明
白了：有付出就会有收获，谁也不能随随便
便成功。
八岁， 我拿着十分优秀的成绩报告单，
回到了家中， 大家都说我好厉害， 我很自
豪，而妈妈却对我说：“不要骄傲，要脚踏实
地。”
九岁，我已经三年级了。经过努力，我终
于竞选上了“班长”，我很开心，爸爸要我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而如今，我十岁了，我已学会独立，学会
了忍耐， 变得更自觉了。 我要继续努力学
习，好好报答父母、老师，让他们少操心，做
他们最贴心的小棉袄！
宁波市鄞州区堇山小学405班 金小添
小记者证号：183339指导老师：顾育倍

请给爱犬系上“安全带”
在路上、小区和公园里，我们经常能看
到这些镜头：狗在前面自由自在地奔跑，狗
主人在它的身后慢慢散步， 这就是所谓的
遛狗。他们都没有给爱犬系上牵引绳。这种
不文明行为，往往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镜头一：一位男主人带着他的爱犬在马
路上散步，没有用牵引绳。一辆轿车飞快地
开过来，此时主人已经过了马路，可他的爱
犬却成了一张“大饼”，主人此刻是多么的
伤心和后悔。
镜头二： 另一位狗主人在公园遛狗，为
了让它自由玩耍， 于是解下了牵引绳。结
果，把一位怀孕六个月的孕妇给咬了一口，
导致孕妇险些流产。
狗狗在户外很容易出现一些不正常行
为，如冲撞、咬伤路人，在公共场所随地大
小便等。 为了你的爱 犬 安 全 ， 为 了 避 免 原
本可以不发生的意外，请一定要系上“安
全带”！
宁波国家高新区外国语学校503班 朱宇博
小记者证号：181056 指导老师：俞根英

冬日寻景
冬日，一般人脑海中的印象无疑是寒冷的、
刺骨的，但只要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感受，还是
能发现美景，体验到欢乐的。
今日，传奇广场楼下，我们仔细地寻找着美
景。一滴雨，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打在脸上有点
儿凉丝丝的，并不刺骨。风夹杂着雨，雨伴随着
风，树叶、小草、灌木……都随着风跳起舞来，似
乎所有的一切都活了起来。抬头仰望天空，望不
到边际的白，寻觅不到云的影子。“啪”，雨滴落
在脸上，好爽！沿着马路走，来到一块宽敞的平
地，平地后方耸立着一块磐石，上书：泰山石敢
当。点点滴滴，都传递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美感。
冬，荒凉贫瘠，却埋藏着生命的种子，孕育着
绿色的希望。人生，不会有永远的春天，只有努力
拼搏，才能在冬天之后迎来遍地鲜花。就这样体验
着冬的景色、冬的魅力，就这样被冬天征服……
或许，这就是我欲化做一剪傲梅，希冀绽放
在这个季节的缘故。
宁波市宋诏桥小学 504班 马锦琪
小记者证号：182887 指导老师：陈赛珠

■想象天空

树叶

我是一片树叶， 在树妈妈的怀抱里，和
兄弟姐妹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鸟语花香的春天到了。 春姑娘给我们
带来滋润， 还给我们带 来 生 机 ， 让 我 们 穿
上了绿油油的衣服。 春 天 走 的 时 候 ， 迎 来
了枝繁 叶茂的夏天。 我们 在 一 起 ， 就 像 一
把大大的遮阳伞， 给人们带来了阴凉。果
实累累的秋天来了，我们开始慢慢地变老
了， 一阵秋风吹过， 有 的 树 叶 依 依 不 舍 地
离开了， 有的树叶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
还有的和我一样牢牢地拉住妈妈的手。我
的很多兄弟姐妹乘着秋风姐姐的班车走
了。天气变冷了，寒风习习的冬天来了，这
次我拉不住了，被冬爷爷的风缓缓地吹到
了地上。
明年春天，我一定还会回来的，不见不散！
宁波镇明中心小学实验校区F202班 徐鹤轩
小记者证号：182186指导老师：赖登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