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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杨梅小学202班季宜静/作

田径运动会，各个班的学生都坐在了跑道旁。
先是长跑比赛，我们班的矮个子运动员来到起跑
线上。随着一声枪响，矮个子运动员像离弦的箭似
的跑了出去，他身体向前倾，头高高地向后仰起，
啦啦队的鼓励声震耳欲聋：“加油！加油！”矮个子
运动员超过了其他班的运动员，一马当先，冲过终
点线，我们班是第一名呢！

“请四年级接力运动员到场地集中。”广播宣
布道。我们在操场上排好队，又是一声枪响，我立
刻跑了出去。不好，其他班的运动员跑得太快了，
我根本追不上他们，其他班第二棒的运动员都跑
了一半了，我才把接力棒传到第二棒手上，几乎是
我刚喘完气就知道了坏消息——我们班的运动员
太疏于训练了，根本跑不过其他班。

两年前的这次比赛，让我领悟到了深刻的道理
——不努力就会落后，只有努力才能换回好结果。

稠城三校602班龚宇涵 指导老师骆巧芳

难忘的运动会

乐高EV3全国编程大赛，期待了很久的蓝桥
杯比赛终于来了。

考试开始了。大家都很认真，我也不敢马虎，
抓紧答题。就要向最后把关题冲刺了，我心中有一
丝窃喜和得意。

突然，我的计算机黑屏了。我不敢相信，这是
真的吗，停电了吗？是我踢到了电源插座吗？是电
脑和我开玩笑吗？大家还在认真答题，一切都正
常，除了我的电脑。我焦急，心里难受极了，就像热
锅里那只无助的蚂蚁，毕竟重新再做一遍时间也
不允许。我赶紧举手示意，考官却表示：无能为力，
考试期间，一切问题由考生自行解决。

自行解决！我只好关闭电源，重新启动，从头
再来。唉，大不了没得奖，但总比气馁放弃好。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次比赛我没得奖，但
我觉得我比得了奖的收获更多。

稠城三校602班季溱川 指导老师骆巧芳

难忘的蓝桥杯

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有必要从一
粒米上节约吗？

我们浪费一粒米，扔掉一个馒头，实际上丢弃
的是我们勤俭节约的美德。节约粮食就是在珍惜
农民的劳动成果，浪费粮食就是在践踏农民辛勤
的劳动成果。请允许我向同学们郑重地提出如下
倡议：

盛饭要适量，吃多少盛多少，把碗里的饭吃干
净，做到不随便剩饭剩菜。看到浪费现象，勇敢地
站出来制止，尽力减少浪费。做节约宣传员，积极
监督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时制止浪费粮食的现
象。到饭店吃饭，点饭点菜不浪费，若有剩余打包
回家。

稠城三校602班楼宸含 指导老师骆巧芳

节约粮食

轰隆隆，轰隆隆，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
我刚走出校门，就被雨淋湿了一大片。忽然，

我的头顶出现了一把硕大无比的雨伞。咦，这是谁
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亲爱的妈妈。我欣喜万分，
激动地说：“妈妈，您辛苦了！谢谢您！”妈妈慈祥地
看着我，说：“不用谢，谁让你是心爱的宝贝呢？”

那一刻，我的眼角泛起了泪花。我暗暗下定决
心：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回报我亲爱的妈妈。

北苑小学204班杜晨瑜 指导老师钱琳琳

雨伞

今天，我回到了美丽的家乡。那里群山环绕，
树木茂盛，绿草如茵，就像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
大地上，美不胜收。

我家门前有几棵柳树,那青翠的柳条就像小姑
娘的辫子一样美丽，随风摇曳，楚楚动人；还有一
棵柚子树，每次风一吹过就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就
像风在树叶间散步。我家门前还有一条宽阔的小
河,它仿佛似一条柔美的腰带，河水清澈，能看见许
多欢快的小鱼在游来游去。河边还有一片花丛，常
常会吸引一大群漂亮的蝴蝶在上面翩翩起舞。

每次回家，总让我流连忘返。
稠江一小203班胡馨予

回家乡

竹蜻蜓的样子就像一个直升机上的螺旋桨。
下面有一个长长的柄。要是用力揉搓那个柄，然后
放开手，竹蜻蜓就会飞起来。我经常在一个广场上
玩竹蜻蜓，看着高飞的竹蜻蜓，我笑了。

有时，我还会跟我的小朋友比赛。那次，我用
我最大的力气，终于让竹蜻蜓飞上蓝蓝的天。忽
然，一阵强风吹过来，竹蜻蜓又像蒲公英，随风飘
荡。我不停地追，追得我满头大汗，大口大口地喘
着粗气。可无论我怎样快，都追不上那只竹蜻蜓。
眼看着它就要落到水里了。忽然，一只强大而有力
的手抓住了它！啊，是爸爸！我的脸上不知为何瞬
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五爱小学401班孟想

竹蜻蜓的故事

读完鲁迅先生的《呐喊》，我陷入沉思，让我受
益匪浅。

清政府腐败无能，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鲁迅弃医从文，成为一名人民战士，一切为人民，
以文章批判社会。鲁迅先生身上有许多民族精神，
他爱憎分明，善良慈祥，但对待敌人从不心慈手
软。他笔下的文章诠释了他的特点，刚毅、清白、一
身正气……

鲁迅先生的确是一个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
想得多的人。我还想再读一读这本《呐喊》。

稠城三校602班饶宇浩 指导老师骆巧芳

读《呐喊》有感
深蓝的天幕中挂着一轮金黄的明月，四周的

星星闪着淡淡的光。我拉着外公和哥哥的手，一蹦
一跳地走在前往夜市的路上。外公望着天空，怀念
地说：“以前，你们才到我这里。”外公比划了一个
位置。

“一眨眼就这么大了，马上就变成小伙子、大
姑娘啰！希望以后不要忘了我这把老骨头……”外
公说道。在月光的映照下，外公那双浑浊的眼睛里
有一颗泪珠闪了一下。“不会的！不会的……”我的
鼻子一酸。

一颗晶莹的泪珠落在地上。是我的？是外公
的？还是哥哥的？

稠城三校602班寿梓玉 指导老师骆巧芳

珍珠泪

今天下午三点半，我去上架子鼓课。老师突然
让我打一首之前学过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我在比
赛时拿过金奖的，而我已经有一年多没去练习了。
我心急如焚,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打了,当熟悉的
旋律在我耳边拂过时，我只能结结巴巴地对老师
说：“老师,我忘记怎么打了。”老师大失所望。

这个星期,老师把我和其他几个书写差强人意
的同学拉进一个群，老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勤奋
练习写字。我相信练习多了,就能写得工整。

原来，凡事都是“业精于勤”的。
稠城三校602班魏子钦 指导老师骆巧芳

业精于勤

前几天，我与家人一起观看了一部纪念南京
大屠杀的电影，影片名字叫《南京！南京！》。

电影开始了，展现的是惨烈的战争和战士们不
屈的抵抗。最终，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南京还
是被占领了，之后就是日本鬼子的大肆屠杀……看
完影片以后，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深刻地感
受到，今天的和平是多么地来之不易。今天我们的
幸福生活，都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应该更
加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努力学习，使国家更加强
大，不至于落后而挨打。

稠城三校602班虞可馨 指导老师骆巧芳

勿忘国耻

周围古木参天，古道上落满了枯叶，枯树横
斜在古道上，枝头挂满了松针。

我们向前攀爬，来到“断壁瀑”下，此处三
面都是岩壁，如同一个竖立的水渠。我们摩拳
擦掌，决定爬上崖顶。我一手抓着突起的岩
石，一手塞入石缝卡紧，双脚踏着岩壁，艰难
地向上爬去。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我累得气喘
吁吁，两腿瑟瑟发抖。我往下一看，心想：天
呀！这么高！我惊恐万分，抓着岩石，进退两
难。终于，在爸爸的鼓励下，我重新振作起来，
努力寻找落脚点，一步步往上爬，最终爬上了
山崖！

我站在崖顶，眺望着远方，心里美滋滋的。
我克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仰望着蔚蓝的天空，情
不自禁地大喊起来！我猛然醒悟：做事不能畏惧
困难，只要努力奋斗，终会成功！

稠城三校602班虞睿 指导老师骆巧芳

探险

我先把洗好的番茄小心翼翼地切成块，然后
打鸡蛋。糟糕，用力过猛了，蛋清瞬间向外流出。我手忙
脚乱地将鸡蛋、番茄倒入滚烫的油锅中翻炒，妈妈在旁
边给我递盐、鸡精、料酒……最后我用一撮葱点缀了一
下。好了，一道香气扑鼻的番茄炒蛋就大功告成了。红
的番茄、黄的鸡蛋，绿的葱，别提有多漂亮了！

看着这盘热气腾腾的番茄炒蛋，我迫不及待
地夹了一小块尝了尝，“咦，好咸呀！”看来，是盐放
多了。第一次炒菜让我明白：看着挺简单的事情，
要想做好，并不简单啊！

北苑小学302班史馨妤 指导老师张江萍

第一次做菜

天阴沉沉的，一下子变得冷极了，北风呼呼地
刮着，许多光秃秃的树枝像一双双手掌在寒风中
摇摆。

雪姐姐也来了，纷纷扬扬从天上飘落下来，像
美丽的玉色蝴蝶，像吹落的蒲公英，像天使赏赐的
小白花。

雪停了，大地像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瑞雪兆
丰年，料想农民伯伯在新年里一定有个好收成。

稠江一小203班张曦

寒冷的冬天

孟家又搬家了。这次搬到了孔子学校旁边，空
气不错，离学校也很近，2分钟就能走到。就这样，
风平浪静了2年，房东突然找到孟母，说：“孟母啊，
这房价可要涨到一个月7000元了。没办法，最近物
价又涨了。”孟母一听，这还得了！一个月付6000元
都只能啃馒头了，7000元，付不起。没办法，孟母只
能又搬家了。

经过精挑细选，孟母决定搬到另一个名校旁
边，那里空气清新，人们都很友好，都是些不愿与
世俗同污、不畏强暴的人。就这样，生活了一年又
一年，孟子长大了，在孟母的教导下，孟子通过一
生的努力，完成了《孟子》这本伟大的书。

保联小学504班杨芯媛 指导老师王瑶

孟母又搬家了

《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是关于明朝开国
皇帝朱元璋及其子孙的。他的妻子，人称“大
脚马皇后”，有三大美称“好妻子”“好皇后”

“好母亲”。这本书的故事情节十分生动，人物
特点鲜明。

本书的故事高潮迭起，欲罢不能。明朝十
七帝与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了
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
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
德的演义。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
痛苦，从赤贫起家，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
死神的魔掌，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
体，然后继续前进、战斗。

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这本书
不仅让我们了解古代的事情，还可以教我们一
些道理。记住：“书籍，永远是人类的朋友，是全
世界的营养品。”

保联小学504班李诺依 指导老师王瑶

明朝那些事儿

清晨，它把我从梦中叫醒，让我沐浴着晨光踏
进学校。

下午，它提醒我，快把作业完成。
夜晚，它伴我一起入眠，一同把美好的未来憧憬。
它是谁？是我的小闹钟。
它让我懂得了时间的宝贵。
它伴我走过了——春、夏、秋、冬。

实验小学三（2）班傅偌晰 指导老师宋钰

忠诚的朋友

我的学校设施齐全，环境整洁，是个美丽的地
方。

走进校园便看到一座石碑，上面写着“绿意香
山”四个刚劲有力的红色大字，表达着对香山小学
的美好祝愿。再往里走，便看到一座宽宽的台阶，
旁边有一口池塘。池塘中心的植物绿油油的，池水
很清澈。

走上台阶，先往右走，再往左拐，就是我们的
展览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品，有乐高拼成的
小汽车，有画着老师肖像的作品，还有超轻黏土做
的创意鼠……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艺术品，感觉
同学们真是多才多艺呀！

香山小学304班季子涵 指导老师杨姣

这儿真美

我央求妈妈很久，家里终于买来一个显微镜，
我欣喜万分。

我把一个小虫子的触角切片放在显微镜下
面，一只眼睛眯起来，一只眼睛对着显微镜的镜头
向里看，里面的场景看得我目瞪口呆，有的细胞像
一根长长的树枝，有的像一块块叠在一起的小石
头，有的像一只只在跳舞的小动物……这些都是
平时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妈妈说，别看它个子小小
的，可它的本领并不小呢。

我爱显微镜。怎么样，它是不是很神奇呢？
香山小学304班刘羽翰 指导老师杨姣

神奇的显微镜

眼睛是洞察世界的。
眼睛是纯洁干净的，它就像那最闪亮的镜子，

让内心充满阳光。眼睛是一弯明月，也像熠熠生辉
的星辰，绽放着美丽的光芒。眼睛是明亮的天空，
发现美，创造美，样样离不开它。

科学用眼，保护视力，用清晰的眼睛去欣赏世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让我们扬起爱眼护眼的风帆，
幸福地驶向丰富多彩的世界。

绣湖小学六（3）班朱梓轩 指导老师王燕玲

眼睛

欢迎刊登 本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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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名称

江东

北苑

空气污染
指数AQI

46

43

空气质
量级别

Ⅰ
Ⅰ

空气质
量状况

优

优

首要
污染物

/

/

简要说明：当日我市城区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空气污染指数AQI为44，空气质量令
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以下彩票公告最终以彩票中心现场发布的为准
福彩 3D

第2021046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56019840元

7 9 1

浙江省销售3071148元，返奖额1427884
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 等

直 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8130元

浙江中奖

注数（注）

1096

0

1618

每注奖额(固定)

（元）

1040

346

173

福彩“15选5”
第2021046期 投注总额594060元

中奖号码 (无需排序)

奖池累计0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02 03 04 05 09

奖 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
注数
（注）

444

444

7091

奖 金

(元/注)

1977

411

10

福彩双色球
第2021019期 总销量35132033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蓝色球（★）
12 16 17 24 28 29 0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注）

6

104

2630

111444

1792877

16740762

奖金（元/注）

6344519

96960

3000

200

10

5

奖池累计9.1623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104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1年2月25日
本期销售金额：159450元
本期开奖号码：05 06 10 14 17
本期出球顺序：05 10 06 17 14

本期中奖情况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注）

7

371

5750

单注奖金

（元）

4404

50

5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
截止日为2021年4月26日，逾期作弃奖处
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4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1年2月2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346282元
本期开奖号码：0 4 7 7 8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

36
36

单注奖金（元）

100000
/

应派奖金合计（元）

3600000
3600000

403328357.4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
止日为2021年4月2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104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1年2月2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1422220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1563958元
本期开奖号码：0 4 7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8437

0
23969

本地中奖注数（注）
763
0

876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14714541.3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
截止日为2021年4月2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
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