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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加坡福建会馆自2001年起，每年出版《作文

群英》，汇集了各届属校小学生华文作文比赛的

得奖优秀佳作，供大家参考、阅读以及学习，籍

以扩充“词汇库”，提升文笔。2020年因受到冠

病疫情阻断措施以及全面居家学习的影响，比赛

仅限四年级以及五年级学生参加。很高兴今年比

赛恢复让三至六年级的学生参加，《作文群英》

也出版系列之21！在这21年里，《作文群英》

见证了许多得奖学生们在写作技巧上逐年提升， 

“词汇库”也日益增长，为华文华语的学习奠定

了稳固的基础。

《礼记》有一句名言：“建国君民，教学为

先。”可见教育是建国和治理的基础。在天然资

源匮乏的新加坡，人才的培育更是我国赖以生存

发展的基石。福建会馆六所属校自20世纪初、中

期创立以来，多年来春风化雨，对学生的母语教

育尤为重视和坚持，始终如一，为国家培育了许

多融汇中西、通晓双语的未来主人翁。



尽管时势多变，物换星移，会馆仍会本着初

衷，本着对传承华族文化的重视，支持比赛继续

办下去，让学生们有机会通过写作接触优良的传

统价值观，进而培养宽容大度的世界观和积极进

取的人生观。

冠病疫情始于2019年末，对学校的运作、老

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诸多的干扰，平日

的教学都已面临不少挑战，应对课业之余要学生

们额外勤练文笔更属不易。我谨此代表福建会馆

感谢属校全体华文教师，以及所有参赛的学生们

对比赛的踊跃支持；更感激本届初审评委、复审

评委老师们专心致志的批阅以及对学生的鼓励。

希望《作文群英》的出版，能够激励同学们继续

在写作的道路上匍匐前行，不畏艰难再创佳绩。

卜清锺

教育组主任兼属校董事部监理员

新加坡福建会馆

2021年6月28日



2021年新加坡福建会馆 

属校小学生华文作文比赛评审老师

初审：

道南学校
冯  洁老师    郑良能老师    陈才发老师

爱同学校
范小夏老师    林丽云老师    夏小玲老师

崇福学校
李雪松老师    李拂晓老师    郭进平老师

南侨小学
孙付培老师    徐世耀老师    陈思铭老师

光华学校
韩惠晶老师    郑惠儿老师    陈丽婷老师

复审：

陈世俊先生  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语文与文学处、高中华文
课程组前主任及退休华文教师

陈益清先生  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理事长

康格温博士  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系主任



2021年新加坡福建会馆
属校小学生华文作文比赛获奖名单

年级	 名次	 姓名	 学校	 页数

三年级  第一名  郭哲琴  道南学校  2

  第二名  吴汶泽  崇福学校  5

  第三名  李胜杰  道南学校  7

  优胜奖  赵乐恩  道南学校  9

  优胜奖  魏姿恩  南侨小学  11

  优胜奖  陈勇乐  光华学校  13

四年级  第一名  揭诗敏  道南学校  15

  第二名  欧奕德  道南学校  17

  第三名  陈昶廷  光华学校  19

  优胜奖  杨笑宇  崇福学校  21

  优胜奖  锺靖涵  南侨小学  23

  优胜奖  谭舜辅  光华学校  25



2021年新加坡福建会馆
属校小学生华文作文比赛获奖名单

年级	 名次	 姓名	 学校	 页数

五年级  第一名  陈星语  爱同学校  28

  第二名  郝奕鸣  爱同学校  30

  第三名  林佳瑾  道南学校  33

  优胜奖  吴昊暄  道南学校  37

  优胜奖  林嘉语馨  南侨小学  39

  优胜奖  郑楚颖  光华学校  41

年级	 名次	 姓名	 学校	 页数

六年级  第一名  罗乐恒  光华学校  45

  第二名  林家旋  爱同学校  48

  第三名  白玮儒  南侨小学  51

  优胜奖  陈乐    崇福学校  55

  优胜奖  陈姝雅  南侨小学  58

  优胜奖  厉梓滢  南侨小学  62





三年级看图作文三年级看图作文

2021 作文群英 1

三年级看图作文

仔细观察下面图画，再加上你的想像力，写一篇 

80 字以上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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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第一名

道南学校道南学校

郭哲琴郭哲琴

记忆像一张渔网，捕捉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

事。有一些事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被淡忘，

但是有一件事会永远扎在丽美的脑海里。事情的

经过是这样的……

那天是一个凉风习习的星期三早上，同学们在

上体育课。有的同学兴高采烈地踢足球，有的同

学大汗淋漓，正歇着，还有的同学在打篮球，李

老师正满面春风地观看着同学们玩。

丽美和她的好朋友小雨正在进行跑步比赛，看

谁能跑得更快。小雨信心十足地叫道：“一……

二……三……开始！”话音刚落，丽美就以百米

冲刺的速度向前面冲，小雨紧随其后。

丽美正要到达终点时，她被一个小石头绊倒

了，跌了个四脚朝天。她眼冒金星，呲牙咧嘴地

喊道：“好痛啊！”小雨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得

魂飞魄散，回过神来后，她连忙去找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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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听到了小雨讲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焦

急万分地赶了过来，急忙问丽美：“丽美，你还

好吗？要不要去办公室擦药？”丽美的腿上青一

块紫一块，她忍着刺骨的痛，呻吟：“要。”明

明这时也跑过来了，他和小雨在李老师的陪同下

扶丽美到办公室去。丽美一瘸一拐的，样子看起

来很虚弱，她嘴里哭喊着：“痛。”

李老师在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些药和软棉花，他

叫丽美坐下来，并用软棉花把药擦在丽美的伤口

上。明明和丽美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站在一旁

呆呆地看着丽美，不知如何是好。李老师这时语

重心长地对丽美说：“丽美，尽管老师说你们可

以做自己的事，你也要保持安全，不能在草地上

跑步，知道了吗？”

听了李老师的话，丽美抹掉眼里含着的泪光，

点了点头。李老师擦完了药，送明明和小雨回到

课室，并扶丽美到课室里。

俗话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回想起这件

事，看着自己腿上难看的疤痕，丽美感到后悔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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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悔她自己没有听老师的话，后悔自己跑在

草地上时不小心。她从这件事中学到了要听老师

的吩咐，不能把它们当成耳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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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第二名

崇福学校崇福学校

吴汶泽吴汶泽

一天早上，微风轻拂，蓝蓝的天空中飘着朵

朵白云。我在跟我的朋友，小明，在学校操场玩 

“你追我跑”。我们笑得见牙不见眼。我跑啊

跑，跑啊跑，看到一群小男孩在踢足球。突然，

我们听到了一阵哭声。

“哎呀，我不小心跌倒了！”我们朝着声音

走去，看到了我们的同学，小美。“你怎么了，

你有受伤吗？”我问小美。“我没事。”小美回

答。可是，小明一边拉我的手，一边说：“不要

紧，我们自己玩自己的。”这时，我推开小明的

手，把小美扶起来，对小明轻声地说：“你这样

做是不对的，应该帮小美。”小明认错了，就向

小美道歉。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抬头看，发现是

我的老师，林老师在我的前面。我把事情的来

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林老师。林老师听了，

举起大拇指，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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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师说的话，我的心里好像吃了蜜一样甜。 

“铃……”上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都跑到课

室。我马上带小美去办公室，然后，回到课室。

走着走着，我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我顿时心花

怒放，开心地跳起来。我想：明天要帮助的人，

我一定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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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第三名

道南学校道南学校

李胜杰李胜杰

“铃！”下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像快乐的小

鸟‘飞’出了课室。有的‘飞’到操场，也有

的‘飞’到食堂吃美味可口的食物。小丽也不例

外，‘飞’去食堂买鸡饭。她吃完后，决定去操

场玩球。

在操场上，有的同学在踢足球，还有的在

玩球。小丽看到她的好朋友们，小明和小婷。 

“小明，小婷，你要和我一起玩球吗？”小丽

说。“好主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拿了

一粒球，开始玩。他们玩得不亦乐乎。正在他们

在兴奋地玩时，小丽突然不小心跌倒了。她跌了

个四脚朝天，她的脚流了一点儿血。

“啊！好痛啊！”她一边说，一边哇哇大

哭。小明和小婷都吓了一跳，呆若木鸡，一时不

知所措。他们说：“你……你还好吗？”刚好有

一位老师路过。他看到这一幕，连忙三步并作两

步地走过去。老师把小丽扶起来，然后带她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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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在办公室里，老师拿来了一个箱子，他从

箱子拿出了纱布，包扎小丽的伤口。他一边包扎

小丽的伤口，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小心点

儿，不然你会跌倒。”小丽听了，她的脸红得像

熟透的番茄一样。她惭愧地低下头，说：“我以

后会小心的。”老师见小丽知错，就夸她是个知

错能改的好孩子。

所谓：经一事，长一智。经过这件事，小丽决

定改过自新，不要做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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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道南学校道南学校

赵乐恩赵乐恩

这一天早上，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同学们都

在操场上玩。有的在踢球，有的在玩皮球。小丽

和东东也在踢球。

突然，东东听到“啊！”的一声。他连忙转头

一看，原来他在踢球的时候，他把球踢到太远去

了，小丽来不及躲开，被球撞倒了。

老师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上前，想要看一看

发生了什么事。看到小丽跌了个四脚朝天，他关

心地问：“小丽，你有没有受伤呢？疼吗？”小

丽哭着说：“我没事，只是，我的头疼。”

于是，老师便把急救箱拿过来，帮小丽包扎伤

口。东东马上跟小丽说：“对……对不起，我不

是故意的……”

小丽只好坐在长椅上看她的朋友玩。他们每

个人都玩得不亦乐乎。老师气得七窍生烟地跟东

东说：“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下次一定要注意

安全！”听了老师的话后，东东不好意思地点点

头。



三年级看图作文三年级看图作文

10 作文群英 2021

“铃！”下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一窝蜂地冲

出了教室，小丽也走出了课室，脸儿看起来很不

快乐，妈妈看到小丽那么伤心，就问：“今天过

得怎么样，快乐吗？”

小丽说：“今天我在和东东玩的时候，东东踢

球的时候，球撞到我的脸，你看！”说完，她指

着自己的脸。

回到家后，小丽不理睬每个人，只在房间里

读书。

第二天早上，小丽和东东吵架了。他们谁也不

理谁。一天，小丽在食堂里掉了钱包，东东看到

了小丽的钱包，就想要把钱包里的钱用来买他最

喜欢的鸡饭。但是他想到老师经常说每个人要勇

于认错。想到这里，东东就走上前把钱包还给小

丽。小丽看到东东把自己的钱包还给她后，她吞

吞吐吐地说：“对……对不起，我不应该和你吵

架。你可以原谅我吗？”东东听了，说：“没关

系，你又不是故意的。”

这件事，让小丽明白了同学之间应该相亲相

爱，不要为了一件小事就吵架。



三年级看图作文三年级看图作文

2021 作文群英 11

优胜奖优胜奖

南侨小学南侨小学

魏姿恩魏姿恩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三早上，凉风习习。我在

操场上打篮球。我跟我的好朋友，小云，一起打

篮球。有的同学在打篮球，还有的在踢球。

我和小云比赛谁可以打的很好。我们玩得不亦

乐乎。

这时，小云要把球投进篮子里，球却‘跑’

开。小云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去追球。

我正在把球投进篮子里时，我听到“啊！”的

一声。我回头一看，看到小云跌倒了。她跌了个

四脚朝天。小云眼泪汪汪地哇哇大哭了起来。我

一个箭步，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

我看到了红红的血从小云的腿流出来。我立刻

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林老师。

不一会儿，我和林老师走到了小云的身边。 

小明也过来了。林老师关心地对小云说：“你怎

么跌伤的？”“我……我不小心踩到了小石头，

就跌倒了。”小云伤心地说。小云太伤心了。眼

泪都从她的眼睛慢慢地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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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便对林老师

说：“我和小明可以带着小云到办公室请李老师

帮小云包扎伤口和擦药。”林老师笑着说：“听

起来不错，就这样吧！”

于是，我和小明带着小云到了办公室去。我便

敲敲门，李老师看到我们就叫我们进去。小明又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老师。我

请她帮小云包扎伤口和擦药。李老师二话不说就

答应了。李老师很快就帮小云包扎好伤口和擦好

药了。小云对李老师说：“谢谢您！”

我、小云和小明快快乐乐地回去操场。小明

又回去玩，我陪着小云休息。我跟小云一起谈天

说地。林老师看到我和小云谈得不亦乐乎，就笑

了起来。林老师夸我是个会关心他人的好孩子。

听了林老师的夸奖，我心里乐开了花和甜滋

滋的。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做个关心他人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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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光华学校光华学校

陈勇乐陈勇乐

一个星期二早上，红红的太阳高高挂在天上，

热得同学们喘不过气来。有两个女孩在玩球，她

们玩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位男生在踢足球，高高

兴兴的。突然，小乐跌了个四脚朝天，痛得哇哇

大哭。同学们看了，都吓得目瞪口呆。刚好两位

学生和一位老师经过那里。看到这一幕，他们二

话不说，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扶起小乐。他们

问小乐：“你还好吗？”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小乐说：“我还好，谢谢你们！”听了小乐

的话，他们放下心里的大石。老师对小乐说： 

“以后你要小心！好吗？”小乐说：“好。我以

后会小心。”老师又对两位学生竖起大拇指，称

赞他们。他们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经过这件事后，那位男生和女生心里乐滋

滋的，像吃了蜜糖一样甜。他们终于明白什么

是“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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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看图作文

仔细观察下面图画，再加上你的想像力，写一篇 

100 字以上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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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第一名

道南学校道南学校

揭揭诗诗敏敏

夕阳西下，我的邻居，张阿姨的大门开了。张

阿姨带着她的行李箱走了出来。我打开窗口，只

见张阿姨向我走来，她笑眯眯地说：“小丽，我

要出国了。请麻烦你把我的家看好，不要让别人

进去。”小丽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保证会守

住她的家。于是，她向我挥了挥手，便离开了。

夜晚了，我吃完了晚餐，正准备上床睡觉了。

我刚闭上眼睛，就听到张阿姨家有“砰！砰！”

的声音。我吓得脸青唇白，心想：是谁啊？我好

坦心！想到这里，我连忙打开我家的大门，伸出

头望了望。只见张阿姨的大门前有一位男士。他

戴着黑色的眼镜，手上拿着一个很大的黑色袋

子，脸上堆满了笑容。他的另一只手握住张阿姨

的铁门，看起来是要干不好的事，他是小偷！

我立刻跑回房子，焦急地把小偷的行为告诉

爸爸妈妈，再回到客厅，打电话给警察。我把事

情的来龙去脉告诉警察叔叔，也把我的地址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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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过来。我的妈妈也出来和

我一起等着警察的到来。

过了不一会儿，警察车的铃声响起，警察部队

来啦！他们以闪电的速度冲了上来，看到小偷的

计划差点成功，他差点儿把张阿姨的家门打开。

我心急如焚，心想：警察快捉他！警祭快呀！想

到这里，其中一位警察叔叔“刷”的一声，向小

偷扑了过去，小偷被捉住了！小偷看情形不妙，

刚想逃之夭夭，但被警察捉住了，他只好乖乖站

在那里。他低下头，看起来后悔莫及。我着到这

一幕，高兴极了，我没有对不起张阿姨。这时，

其中一位警察叔叔和我的妈妈竖起大拇指，称赞

我是个见义勇为的孩子，我妈妈也摸了摸我的

头。听见他们的称赞，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经过这件事，我对自己很满意，因为我见义勇

为，看到别人做错了事而又勇于阻止。



17

四年级看图作文四年级看图作文

2021 作文群英

第二名第二名

道南学校道南学校

欧奕德欧奕德

“铃！”放学的铃声响了。同学们像放飞的小

鸟一样冲出了课室。可欣也不例外，她背上了书

包，就踏着轻快的脚步走回家。

回到家后，可欣放下书包，要去做功课。这

时，王阿姨走出了她的家，对可欣说：“可欣，

我今天要出国去日本，你可以照顾我的家吗？我

下个星期一回来。”可欣听了，二话不说就答应

了。然后，王阿姨就离开了。

到了晚上，可欣累了，正要去睡觉时，她看

到一个人要进王阿姨的家。可欣看到这一幕，大

吃一惊，一时不知所措。这时，她想到了一个办

法，要跟警察报警。

于是，她立刻跑到客厅，打电话报警。她告

诉警察有个小偷要进她的邻居的家。警察听了，

说：“好的，我们会在十分钟后到现场。”说

完，警察连忙开警车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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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小偷正要离开了。可欣见了，大

声喊到：“抓小偷！”小偷听了，拔腿就跑，可

是已经来不及了。警察捉到了小偷，小偷低下了

头，然后把偷的钱交给警察。这个时候，可欣的

妈妈从夜班回家。可欣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

十地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搂着可欣说：“你

能够见义勇为，妈妈为你感到骄傲！”警察也给

可欣投去赞许的目光。可欣听了，十分开心，心

里比吃了蜜糖还甜呢！

虽然可欣没有时间做完功课，但一点儿也不

后悔，因为她能够见义勇为，做了一件好公民应

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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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第三名

光华学校光华学校

陈昶廷陈昶廷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太阳好像一个圆滚滚的火

球一样，毫不留情地烤着大地。这一天，妈妈早

就出门了。丽文一起床，就专心致志地做功课。

一会儿，丽文做完了功课，她无所事事。她

正在做白日梦时，听到“咚咚”的门铃声，她

一打开门，就看到邻居林阿姨拖着沉甸甸的行李

箱。林阿姨热情地说：“丽文，现在我要去中国

游玩。当我在中国时， 可以帮我照顾好我的家

吗？”丽文听了，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林阿姨听

了心花怒放，一边向丽文挥手，一边头也不回地

往楼梯走。

转眼前，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很快就三

更半夜。丽文睡呼呼地躺在床上时，突然听到

门开的声音，她觉得奇怪，决定看个究竟，就迷

迷糊糊地往门走去。她一打开门，只见一个穿着

黑衣的男青年，一直东张西望，丈二金刚摸不着

头脑。丽文心想，这个人很可疑，我一定要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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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到这里，她暗暗观察男青年的一举一动。

突然，男青年狠狠地踢倒门，走进屋子。丽文见

了，吓得大惊失色，一时不知所措。当她回过神

来后，她心想：这个男青年真是胆大包天，我一

定不能放过他。于是，她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

丽文一拿起手机，就报警察。警察叔叔一接

电话，她就把事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

他，他听了。立刻说：“我马上会过去。”

不一会儿功夫，警察叔叔来了。看到这一幕，

男青年吓得惊慌失措，拔腿就跑。可是警察叔叔

好像踏着“风火轮”一样，脚下如风似地向男青

年跑去。不一会儿，叔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

于把盗贼捉住了。这时，妈妈从屋里走出来。妈

妈和叔叔竖起大拇指，称赞她是个见义勇为的孩

子。丽文听了，心里甜丝丝的说：“区区小事，

不足挂齿。这是我应该做的。”警察叔叔就把盗

贼带去警察局。

虽然丽文很累，但是她不后悔。因为她见义勇

为，做了一件好公民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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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崇福学校崇福学校

杨笑宇杨笑宇

星期六早上，天上的云朵在天空中四处游荡，

挡住了阳光，令人感到十分凉爽。就在这时， 

林阿姨走了过来，她拉着—个行李箱。

我好奇地问道：“林阿姨，你带着这么多东西

要去哪儿呀？”“哦，我正准备出国呢。”林阿

姨笑着回答。“原来如此。”之后，我们互相道

别，林阿姨临走前，说麻烦我帮她照顾她的家，

别让小偷有机会偷东西。我点头答应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到晚上了。由于今天

我玩得太高兴，身体太累了，所以一上床就开始

呼呼大睡。

“铛铛铛！”这个声音在黑喑的走廊变得十分

响亮。我突然坐了起来仔细的听那是什么声音，

从哪里传来的。

过了一会儿，我的脑子告诉我，声音是从旁边

邻居林阿姨的家传来的。不好！肯定是有小偷去

林阿姨家偷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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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忙跳下床，悄悄地打开门，看一看发生了

什么事。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看到一个黑影正在用一

个东西，打开林阿姨的家门。我不顾小偷有没有

注意到我，直接跑到家里的电话，拨了999，我

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警方。打完后，我一直往

外看，期望警方能快点来，不然小偷就会逃之夭

夭了。

不一会儿，我从不远处听到了一阵阵警笛声，

也刚好看到小偷吃惊的逃走。但是，他还是被捉

住了。

这时，妈妈来了。警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 

妈妈。妈妈夸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警方也夸我是一个勇敢的好孩子，视觉性也

很强。

我听了，心里乐开了花，小偷也被警察绳之

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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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南侨小学南侨小学

锺靖涵锺靖涵

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经历，有的是开心的，有的

是伤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我至到今天仍然记忆

犹新，因为它给我有信心。

一个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星期天早上，我

的邻居，林阿姨，要去照顾她的妈妈，因为她的

妈妈生病了，并在她的父母的家住一会儿。林阿

姨准备走时，跟我道别，并说：“记得，不要让

别人随便走进我的家！”我点了点头，回房继续

做功课了。

一天晚上，天上挂着闪闪亮亮的月亮，我正 

要睡觉时，听到了一个声音。是谁？这么晚还要

出去！我心想。咦，怎么又是那个声音？我皱了

眉头。我很好奇，于是我悄悄地把大门推开，只

见一个穿黑色的人不知怎么的打开了林阿姨的 

家门。

我吓了一大跳，心想：一定是小偷！哦，我该

怎么做？我一时不知所措。突然，我想起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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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说的道理：“看到别人做坏事时，你要报

警。”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客厅，打电

话报警。“喂？你好，我看到一个小偷闯进我的

邻居的家。我应该做什么呢？”我给警察我的地

点后，坐在沙发上等警察过来。

不一会儿，三位警察到了。我叫醒我妈妈，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妈妈吓 

坏了。

警察们从林阿姨家走出来了，我看到小偷满

脸通红，惭愧的样子。警察们向我竖起大拇指也

称赞我是个懂事的孩子。我听了，心里比吃了蜜

糖还甜。

经过了这件事，我终于知道，面对困难时一定

要勇敢，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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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光华学校光华学校

谭舜辅谭舜辅

“再见，小丽！阿姨要出国啦！”小丽的邻居

眯眯地说。小丽的邻居递给她一把钥匙让她帮忙

扫地。小丽的邻居再三吩咐小丽千万不要帮陌生

人开门。小丽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到了晚上，小丽要准备睡觉时，听到一些奇怪

的声音。她轻声地打开了门，看到了一个小偷在

邻居家的门口。小丽吓了一跳，一时不知所措。

小丽心想：这个小偷真是胆大包天啊！他必须知

道后果，我不能放过他。

小丽一个箭步跑回客厅里，拿起电话，连忙

去报警。“我的邻居今天早上去出国了，现在

有一个小偷在她的家门囗，想要进去偷东西。我

的家是在巴西立第十四座组屋，我住在十三楼，

四十六号。”警察勇敢地说：“好，我现在就 

来了！”

不一会儿工夫，两位警察来到了现场。小偷看

了警察一眼，吓得两腿发抖，想跑也跑不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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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们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捉住了小偷。小丽的妈

妈从房间走出来。看着警察，小丽和小偷都站在

一起，就好奇地问：“你们怎么在这里呢？”警

察和小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

丽的妈妈。小丽的妈妈和警察都称赞小丽因为她

是个见义勇为的孩子。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经过这件事，小丽很高兴，因为她能够见义勇

为，做个好公民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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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放学后，志明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咖

啡店吃午餐。当摊主把香喷喷的鸡饭捧到他面前

时，志明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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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第一名

爱同学校爱同学校

陈星语陈星语

一天下午放学后，志明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咖

啡店吃午餐。当摊主把香喷喷的鸡饭捧到他面前

时，志明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他顿时

心里一震，把手放在口袋里翻了又翻，把口袋翻

了个底朝天都没有找到自己的钱包。他才发现自

己的钱包不翼而飞了！

志明顿时吓得冷汗直流，他的手颤抖着在全

身上下都摸了一遍。他的心脏“怦怦”地跳得

越来越快，呆呆的站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然

而，当摊主目睹了这一切，他的脸色立刻变得阴

沉沉的。尽管他心里很不满，但他还是陪着笑，

说：“既然你丢了你的钱包，那这盘鸡饭的钱你

下次再付吧！”志明听了，感到脸上一阵又一阵

火辣，但也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志

明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不料旁人听了，开

始议论纷纷。“一定是想免费用餐，才会这样

的！”“老板也太容易相信别人啦！”“他才几

岁，就要吃霸王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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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随着凤传来传去，不久，便传遍了整个

咖啡店。当摊主听到了旁人的议论，他的脸色顿

时变得极度难看。他想也不想，就冲着志明破口

大骂：“原来你是想吃霸王餐，才演了这场戏！

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没有，我

真的丢了我的钱包了！”志明竭力否认，但是没

有人愿意相信他，也没有人愿意为他作证。

正当志明不知所措时，一位穿着连衣裙的 

小女孩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对志明

说：“请问这是不是你的？”志明拿过来一看，

眉开眼笑地向小女孩连声道谢。然后，他从里面

掏出一些钱递给老板。这正是他失而复得的钱

包！老板顿时脸上火辣辣的，向志明道了歉，便

匆匆走开了。咖啡店里一下子变得很安静，没人

敢说话，也不敢直视志明。

所谓“经一事，长一智”，经过这件事，志明

明白粗心大意是个坏毛病，如果不改掉它，后果

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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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第二名

爱同学校爱同学校

郝奕鸣郝奕鸣

一天下午放学后，志明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咖

啡店吃午餐。当摊主把香喷喷的鸡饭捧到他面

前时，志明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他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的钱呢？”摊主问。 

“我……我的钱包没了……”志明吞吞吐吐地

说，脸上一阵火辣。摊主笑着说：“没关系，你

去你之前去过的地方找找吧。”志明听了，想起

他最后一次用钱包时，是在学校休息间。钱包会

不会落在学校食堂了呢？志明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向学校。

到了学校，志明已经气喘如牛。他跑到了食

堂，便走到了鸡饭摊位前。看到了摊位前的地

上连只蚂蚁也没有，志明心里忐忑不安地想：

奇怪，我明明在休息时来了这里买鸡饭，钱包

可能掉在了这里，它怎么不翼而飞了呢？想到

了这里，志明的心里如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

上八下。没了钱包，不能付咖啡店鸡饭摊位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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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了，也不能买最新的飞机模型了。更令志明汗

如雨下的是，如果他的身份证也无影无踪地消失

了，下个礼拜要去的游乐园也会成泡影了。现在

要找钱包，对志明来说可是海底捞针。这时，志

明想起了他放学后去咖啡店之前还去了的地方，

那就是学校操场。

志明像一发出膛的炮弹，在几秒中就来到了

绿油油的操场上。他便在操场上四处寻找他的钱

包。结果，他很快地又回到了原位，唉声叹气地

说：“找个钱包真麻烦，如果我没有丢三落四的

坏习惯，我早就在家玩游戏了。”突然一阵叫声

让他睁大了眼睛，转过头来。

“志明，你的钱包在这儿！”志明的同学大华

拿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蓝色钱包，递给了志明。志

明看到了自己的钱包没有丢掉，兴高采烈地手舞

足蹈。大华说：“老师教过我们，要做一个有责

任心的孩子。还好我看到了你在哪儿掉了钱包并

帮你捡回来了。要是没有我，你会怎么办？”志

明听了，脸红得像蕃茄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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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一事，长一智。”经过了这件事，

志明改掉了丢三落四的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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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第三名

道南学校道南学校

林佳瑾林佳瑾

一天下午放学后，志明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咖

啡店吃午餐。当摊主把香喷喷的鸡饭捧到他面前

时，志明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他吓得

脸青唇白，心想：这下可糟了！我应该怎么向摊

主阿姨解释呢？

摊主阿姨见志明有点不对劲，便问道：“小

朋友，你还好吗？发生了什么事？”志明听了阿

姨温柔的话后，便战战兢兢，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说：“对不起，阿姨，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无法

付钱买鸡饭，不能吃了。”我的话刚说完，肚子

就唱起了“空城计”。

摊主阿姨见了，叫志明先吃，吃完后再去找

钱包。志明听了，向阿姨连声道谢。他心想：原

来，我们的社会还有这么热心的人！

不久，志明吃完了美味可口的鸡饭，便去找

钱包。他从咖啡店走回学校，也没有看到钱包。

他看了看手表，时间不早了，该回家了，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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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知道我再三地失去了钱包，一定会骂得我狗

血淋头！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三步并作两

步地走进学校。可是，他找了一遍学校，还是找

不到钱包！他看了看表，已经四点半了，他答应

过妈妈，不会迟过五点回家！于是，他像闪电般

迅速，飞快地冲回家。

到了家后，妈妈问志明：“志明，你刚刚是

不是饿肚子了？”志明听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心想：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我不见了钱包！

他便撒了个谎：“有……有啊……没有，我的意

思……是我有吃饱……”

妈妈听了，用疑心的眼神看着志明问：“真

的吗？”他不敢直视妈妈，只好低下头，点了点

头。“那你是怎么付钱的啊？”他听了，脸红得

像熟透地番茄，轻声回答道：“我……我用钱包

里的钱付……付啊……”

妈妈气得七窍生烟，大声吼道：“李志明！你

还敢说谎？”志明听了，红着脸，向妈妈连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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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妈妈，对不起，我……我真的有吃……可

是，没有付钱，因为钱包……不见了。”

妈妈皱着眉头，问：“那你休息时有吃吗？”

志明摇了摇头；反问妈妈：“为什么你知道我在

说谎？”妈妈哭笑不得，解释道：“我问你，你

今天有没有买食物，除了鸡饭？”她接着说： 

“没有，对吧？今天早上，我一起床，走出房

间，就看到你的钱包在客厅的桌上。我便收了起

来，看你会怎么说。哎，志明呀，你不是丢三落

四，就是想说谎，太不懂事，太不诚实了！”

志明听了，十分惭愧，对妈妈说：“对不起，

我以后会做一个更懂事乖巧、更诚实的孩子。”

妈妈听了，欣慰极了，便原谅了他。

所谓：经一事，长一智。经过这件事，志明变

得更懂事，也不会再撒谎了，做个乖巧的孩子。

他也体会到了，明白了，在社会里有很多热心的

人，他十分感激那位给他吃鸡饭的阿姨，也把钱

还给她了。如果没有她，他就得饿肚子了！他体

会到阿姨的帮助而给了他的快乐；下定决心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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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像她一样，把快乐传出去。他也改过自新

了，不再糊里糊涂了，也不再说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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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道南学校道南学校

吴昊暄吴昊暄

一天下午放学后，志明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咖

啡店吃午餐。当摊主把香喷喷的鸡饭捧到他面

前时，志明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他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心

想：我的钱包到底在哪里，我出门时明明有把钱

包放进书包里。难道有人偷了我的钱包？

志明百思不得其解，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打

水——七上八下。摊主看到他紧张得额头也沁

出了细密的汗珠，说：“不必再找了，你下次再

来还我钱。”他听了，立刻向摊主再三道歉。过

后，他就开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这时，有人喊道：“他肯定是因为想要免费的

午餐而骗摊主的！哪有人来咖啡店吃午餐会忘了

带钱包？”

摊主听了，气得七窍生烟，额头上的青筋暴

起，像一条条蚯蚓似的，血直往上涌。他不分青

红皂白地说：“小男孩，你认为我这样容易就会

被欺骗的？快把你的钱包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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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听了，委屈极了，泪水不由自主的流下了

他的脸颊。他百口莫辩，不管他告诉摊主几次，

摊主都不相信他，原谅他。

突然，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从厕所跑了出

来。“哥哥，这个是你的钱包吗？我在男厕所里

找到的！”志明把钱包接了过来，点了点头，感

激不尽。这时，他才想到自己刚才把钱包放在洗

手盆旁边，忘了把它带走，真是粗心大意。看到

钱包失而复得，他如释重负，悬着一颗心也落了

下来。过后，志明付了钱。

摊主脸红扑扑的，再三向志明赔不是。志明知

道自己有错在先，应该保管好自己的物品。他脸

儿红得像个大苹果，低着头，恨不得地上有个洞

让他钻进去。他匆匆地吃了鸡饭后，就离开了。

经过这件事，志明学会了保管好自已的东西，

不要丢三落四。他也明白了冤枉别人会使别人委

屈、伤心和难受。我们一定要先把事情弄清楚，

避免冤枉别人。他永远会把这件事牢牢地记在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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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南侨小学南侨小学

林嘉语馨林嘉语馨

一天下午放学后，志明来到了学校附近的咖

啡店吃午餐。当摊主把香喷喷的鸡饭捧到他面

前时，志明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他

愣了一下子。他把口袋翻了出来，只见里面只剩

下了一个大大的洞。志明着急得像一个热锅上的

蚂蚁，眼泪也在他眼里一直徘徊。他开始自责： 

“我怎么会这么不小心！钱包从我口袋里掉出来

我竟然没感觉到！”

“小弟，怎么了？”摊主问志明。“你还没给

我钱呢！”他向志明要钱。

“对不起，叔叔！请你等我一下！”志明的话

音刚落，他就一溜烟地跑了。

他按着自己走过的路线，一步步地找了回去。

巴士站、商店、超市。就在他刚过一个巴士站

时，忽然有人叫住了他：“小弟弟，小弟弟，终

于找到你了！”只见一位受伤的中年阿姨在他身

后。这时，志明心想：她是谁啊？“我捡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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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包！前面，你戴着耳机，看着手机。你的钱

包就突然从你口袋里掉了出来，我拼命地叫你，

可是怎么叫你都听不见。哎，我这腿脚又不好，

所以就没追你。只好在这等你。”

听到这些，前面发生的事浮现在志明脑海里。

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恨不得有一个洞可以让

自己钻进去。“谢谢！谢谢！太感谢了！真不好

意思，还让您等我。我真的不知如何感谢您。”

志明不好意思地说。“不用谢！”说完阿姨就把

钱包塞进我手里，并离开了。

志明赶到咖啡店，并把钱给了摊主。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犯了这个错

误后，志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边看手机，边走去

吃午餐，并保证自己的钱包没有再丢失了。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了很久，但志明一直把它牢

牢地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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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光华学校光华学校

郑楚颖郑楚颖

一天下午放学后，志明来到了学校附近的 

咖啡店吃午餐。当摊主把香喷喷的鸡饭捧到他面

前时，志明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心里

七上八下。

怎么会不见了呢？志明的心如蹦蹦跳跳的兔子

似的。怎么会不见了呢？

志明一想到妈妈那张铁青的脸，和听到肚子饿

得唱“空城计”，不由紧张起来。他明明上学后

把钱包塞进口袋里了啊！可现在，他虽然环顾四

周，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小朋友怎么了？”摊主皱着眉头问道。“怎

么愁眉苦脸的？”志明很担心，假如摊主不肯让

他吃鸡饭，还破口大骂志明说志明浪费他的时间

呢？志明心焦如焚，但是他还是想试探一下，摊

主可能会同情他的……

志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摊

主。不料，摊主微笑着说：“没关系。这餐你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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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享用吧！”志明听了，如释重负，可是一想到

弄丢的钱包，志明又担心了。他接过饭，向摊主

连声道谢，然后找到位子，坐了下来。平时狼吞

虎咽般吃饭的志明，却什么胃口也没有。他的眼

前浮现出母亲涨红的脸，就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一个少年风驰电掣般地跑进咖

啡店，手中拿着一个钱包，志明似乎觉得很眼

熟……为什么偏偏像自己的钱包呢？

只见少年四处寻找人，把钱包拿起来，人们

都摇摇头，但志明只在观察钱包上的图案。红色

的，有黑的图案，是一只小狗……志明发现，原

来钱包是他的！图案和他的钱包上的设计是一模

一样的！志明立刻走上前，到少年那儿。

这时，少年转身见到志明，急忙问道：“你是

钱包的主人吗？我在咖啡店门口捡到的，想它的

主人应该就在咖啡店里，怕主人需要钱包，就赶

快进来了！”志明点头：“是的，是我的，谢谢

你这样诚实！”说完，志明从钱包拿出一张十元

的钞票，少年却摇着头，把钱还给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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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事，是应该的，不需要回报。”说完，

少年把钱包还给志明，然后离开了。

志明看着少年的背影，又见摊主正满面笑容地

接待客人，心想：原来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心地

善良和诚实的人。我要学他们，多为别人着想，

做个诚实、善良的人。如果我们社会里有像摊主

一样善良，像少年一样诚实的人，又不求回报，

社会一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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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命题作文

根据下面的题目，写一篇 200 字以上的短文。

《一件感人的事》

在作文时，你可以参考下面的提示：

➢   这是一件什么事

➢   哪些人跟这件事有关

➢   这件事为什么感人

➢   你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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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第一名

光华学校光华学校

罗乐恒罗乐恒

记忆像一张渔网，网住了大大小小的事。许多

事都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溜走，而有些事却

留在我的记忆中，让我无法忘怀。有一次事发生

在几年前的一个中午。

“铃！”放学的铃声如美妙的音乐般响起，同

学们像快乐的小鸟一样，纷纷“飞”出了课室，

飞奔回家。我也不例外，我背着书包，三步并作

两步地走出了课室，准备走回家。

当我经过我家附近的马路时，我不意中看到了

两个顽皮的小男孩正在路旁玩。“哈哈！你追不

上我！”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喊道。另一个

男孩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看着他们嘻嘻哈哈地

追来追去，我不禁感到担心。两个男孩的父母在

哪里？万一他们跑到马路上，怎么办？我心想。

这时，男孩们竟然跑上了马路！可是，他们

都没注意危险，继续地玩耍。我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突然，我听到了一阵声音。我转头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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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只见一辆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两个男

孩驶去。由于男孩们太矮了，司机无法看见他

们，车还是冲向两个男孩们。当时，我呆住了，

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焦急、害怕、担心

都涌上心头。我想把他们拉开，但是我的双脚却

像生了根一样，不肯移动，我只好不知所措地站

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幕。

“啊！小心！”一阵喊声传进我的耳朵。我

回过了神，看到一位年轻人向那两个男孩的方

向跑去。两个男孩这才转过头，见到车时，他们

吓得全身发抖，哇哇大哭起来。那个勇敢的年轻

人不顾一切地冲到马路上，把两个男孩推开。虽

然两个男孩被救了，但是年轻人不太幸运。他来

不及闪开，只听“碰”的一声，年轻人被车子撞 

伤了。

现在，很多人都围住了年轻人和车子。年轻人

被车子撞伤了，他头破血流，躺在地上，昏迷不

醒。车子停了下来后，司机担心地跑了出来，他

一看到躺在地上的年轻人，吓得脸青唇白，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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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召救护车。男孩们的父母也来了，他们担

心地抱住了男孩们。

不久，救护车风驰电掣地赶到了现场，把年

轻人带到医院。我看着离远的救护车，松了一

口气，心想：年轻人真勇敢啊，他不顾自己的生

命救了男孩，真令人感动！真希望他会早点儿康

复。我这才安慰地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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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第二名

爱同学校爱同学校

林家旋林家旋

每当我经过巴刹那个角落时，我都会想起那件

很感人的事。事情是这样的 ……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早上，我跟妈妈一起

去巴刹买菜。走到巴刹后，妈妈吩咐我去买一些

菜和水果，自己便走去买肉了，买好了之后，我

正想走回去时，一个美妙的声音像磁铁一样把我

的注意力“吸”过去了。当我走去那个角落一探

究竟时，我发现一个盲人正在弹古筝。

“哇！真好听！”我听到周边的人赞叹。盲

人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并没有拨错任何一条弦。

这令我目瞪口呆。盲人弹完了几首曲子后，大家

都为他鼓掌。他笑了笑，然后拿着一个铁盒向我

们掏钱。大家原本都围在一起，为盲人拍手，但

是一看到铁盒，大家好像看野兽似的，逃之夭夭

了。我摸了摸口袋，里边还有两元。我心想：我

还有钱，也想帮助盲人，但我很想去买糖果呀！

我内心挣扎了一会儿后，我想买糖果的欲望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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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了我那颗善良的心。我马上低下头，想快速

地离开。

这时，一个老奶奶出现了。她挤进了人群，看

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认识那个老奶奶，她

在我家附近收旧纸皮、报纸和铁罐。老奶奶看了

大家一眼，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五十元，放进了铁

盒。大家都很惊讶。那里的人大多数都认识老奶

奶，大家知道五十元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她却愿意分享。

看到那一幕，我的眼眶红了。我知道五十元对

老奶奶是什么概念。她可能一个月才赚得了五十

元，她需要钱，可是愿意分享。作为一个从小就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我又有什么理由不

把口袋里的钱捐出来呢？

想到这里，我果断地上前，把两元放进铁盒

里，然后离开了。

找到妈妈后，她称赞了我，说我很善良。我的

脸却火辣辣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其实很自私。我

下定决心，一定要变得更善良，乐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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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学会了几件事。第一，要

善良，帮助有需要的人。社会上有许多人从小患

病，不能行走，家里贫穷，不能专心学习，要帮

忙帮补家用等等。我们从小就有父母替我们遮风

挡雨，应该回馈社会。第二，要懂得分享。我很

幸福，几乎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拥有的不

是一些人能够得到的。我不应该自私，而是乐于

分享我的东西，让更多人开心。

这一件让我感动的事，同时也让我变成了一个

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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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第三名

南侨小学南侨小学

白玮儒白玮儒

“终于放学了，可以回家玩个够了！刚才最

后一节课真是无聊死了！”我不禁唉声叹气道。

我踏着轻快的脚步走回家，一边哼着歌，一

边像被放出来的鸟儿一样，兴致勃勃地一蹦一跳

回家。我必须走到地铁站，才能搭地铁回家。由

于地铁是在购物中心的附近，我必须走到那里。

在走回家的途中，我意外地发现在购物中心外

面的走道旁，坐着几个乞丐。他们全都是残障人

士，几个还是中年人呢！他们的脸上都浮现出悲

伤的表情，有的可能好几天没吃饭了。他们的面

前都摆着一个铁罐。只要一放进一个硬币，就会

发出“咚咚”的声音。这声音都是乞丐们希望听

到的，因为那就说明了有人给他们钱。实际上，

并不是这样。路人用瞧不起他们的眼光看着他

们，似乎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没有一个愿意给

他们钱，就像把他们当成透明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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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情境，我不知不觉地在心目中产生了

同情心。我想：这些乞丐真可怜，只能靠人们给

的钱吃饭，活下去。他们其中也有一个失明的老

奶奶。他们的遭遇也很惨！我应不应该捐钱给他

们啊？想到这里，我的脑海中的天使和魔鬼又开

始吵了起来。

天使说：“你应该给他们钱！他们很可怜！

你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代表很多！帮帮他 

们吧！”

魔鬼抢着说：“废话连篇！你能把这些钱储

蓄起来，改次你就能买你梦寐以求的游戏机了！ 

况且，妈妈每天只给你两块的零用钱，帮得了他

们吗？”

吵了很久后，我终于做出了决定——天使获胜

了。我连忙走到老奶奶的面前，把剩下的一块钱

掉进她的铁罐里。虽然看不到，老奶奶还是能听

得到，就不停地向我道谢。我点了点头，欣慰地

笑了，还回答道：“不客气！不客气！这是我应

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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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准备转身离开时，却看见一个年轻的乞

丐。他只有一条腿，正吃力地爬去老奶奶的身

旁。他把老奶奶的铁罐抢了过去，把里面的钱倒

进自己的手中。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回自己之

前的位置。我不知他在做什么，就在好奇心的驱

使下回头探个究竟。我看见他正把自己在铁罐里

的钱也倒了出来，然后由于脚太痛了，也好几天

没吃饭了，拖着自己的身体，爬进购物中心里。

他的举动引起了很多路人的注意。他们有些让路

给他，还有的纷纷议论起来。

我看了，还是不明白他为何这么做以为他偷了

老奶奶的钱。我决定在原地等着他回来。过了大

约半个小时后，我见他拿了一袋子的东西，一拐 

一拐地走了回来。他终于走到老奶奶的身旁时，

已经汗流浃背了。他的衣服都湿透了，但他依然

没放弃。他坐在老奶奶的身旁，气喘吁吁，上气

不接下气地把袋子打开，拿出几粒包子，说： 

“奶奶，这是我用我们的钱买回来的包子！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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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趁热吃吧！我知道您饿了！刚才您的肚子还在 

叫呢！”

他喂老奶奶吃包子，奶奶的眼睛顿时红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不停地掉下来。奶奶

虽然看不到，但似乎知道年轻人经历过什么才把

包子买回来。一股暖流也顿时涌进我的心里。路

人们也个个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有些也哭了。

经过这次的经历，我终于明白，“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这句话的含意了。这位年轻人的举

动真让我很感动。他不顾三七二十一，爬进了购

物中心，买包子给老奶奶吃，真是看了很欣慰。

他这么关心老奶奶，真是让人赞不绝口！我们应

该多多向他学习！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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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崇福学校崇福学校

陈乐陈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生活中的往事就像天上

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有些事随着岁月的流

逝渐渐地淡忘了，但唯有一件事像烙印一般印在

了我的脑海里，我至今也不会忘记……

还记得那一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雷声轰

隆。像豆一般大的雨点落在地上，发出了噼里啪

啦的声响。放学了，同学们像脱缰的野马似的飞

快地冲出了课室。我却不慌不忙地走着。心想：

妈妈提醒我带把伞，今天果然下雨了。早知道我

听妈妈的劝告。我真是后悔莫及，可是太迟了。

这时，我看见我的同学，明华正拿着一把伞，准

备走出校门。我只好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失望地

摇了摇头。我不好意思向明华借伞。可是，要不

是前几天发生的事，他早就毫不犹豫地和我共用

一把伞。

我和明华本来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我们俩

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看漫画书。前几天，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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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把明华借给我的漫画书给弄丢了，只好告诉

他真相。明华一听，大发雷霆，勃然大怒地对我

喊道：“那可是我最喜欢的一本漫画书！我是因

为信任你，把你当作好朋友才借给你的！”。我

惭愧极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自从那一天

起，我们俩不再理睬对方。

就在这时，明华转了过来。他看见我一个人

站在校门边，好像犹豫不定。我想：他一定不会

把伞借给我的。我那天弄丢了他的漫画书，他正

生我的气，哪会把伞借给我呢？”没想到，明华

转过身，对我说道：“伟强，我们一起共用一把

伞吧！”看见他那么宽容，我不禁被他的行为所

打动了。

我便和明华一起离开学校。我虽然有点不好

意思，但明华一边撑着伞，一边对我笑着。我

们仿佛没有吵过架似的，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到了我家的组屋楼下时，我看见明华的衣服都湿

透了，被雨淋得像一只落汤鸡。我再看看自己干

爽的校服，顿时明白了。我的眼中闪现出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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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泪光，心想：明华真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他虽

然和我吵架，但还愿意和我共用一把伞。他为了

我，把伞倾斜到我的那一边，所以才害自己被

淋湿。我连忙向明华道谢，对他说：“明华， 

多亏有你，这个助人为乐的朋友。对不起，那

天的事是我的错，我弄丢了你的漫画书，但你

还对我那么好。从今天起，我会做一个更好的朋

友！”我一边说，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明华回

答：“没关系，我原谅你。我也有错，你不是故

意弄丢我的漫画书，但我还责怪你。我们握手和

好吧！”

直到现在，那件感人的事依然牢牢地记在我的

心中。我非常感激明华，也很庆幸有一个那么热

心助人的朋友。我和他经过这件事后，我们之间

的友情也更加深厚了。每当我想起明华，就会想

到这件感动人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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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南侨小学南侨小学

陈姝雅陈姝雅

这一天，小明捧着早已咕咕叫的肚子来到了

小贩中心。今天，他因为跟妈妈吵架，赌气跑出

了家门。可他却还没吃午餐，也没带够饭钱。他

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急得像猴子吃辣椒——抓

耳挠腮。

小明几乎问遍了每个小贩，却没有一个人愿意

便宜他几块钱。有的人还骂他说：“没钱还要买

吃的，真是的！”

听了这些话以后，小明感到非常后悔，不应

该直接跑出家门也不应该和妈妈吵架。他非常

困扰，不知是否应该和妈妈和好。可他肩膀上坐

了两个小人，一个要他向妈妈和好，另一个叫他

不要放下自己的尊严，要和妈妈斗到底！那两个

小人吵得特别激烈，不分上下。小明左右为难，

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最终小明决定自尊心更重

要，决定怎么样也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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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小明的肚子却不赞同这个选择，一直咕噜咕

噜地叫，越叫越大声，仿佛像个三岁小孩吵着要

玩具。这时的小明已经急得要哭了。

突然，小明感觉到有人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

肩膀。他转过头一看，发现有一位卖纸巾的老太

太，她穿着破旧的衣服，满头白发。

“小朋友，你要买纸巾吗？”那位老太太 

问道。

“不要，请你走开！我现在一毛钱也没有！”

小明不禁吼道。他本来就没钱，那位老太太还找

他买纸巾，简直就是火上加油！不知他所料，他

丢人的肚子忽然转来一阵叫声。

“你是还没吃午餐吗？”老太太贴心地问道。

“是的，”小明回答道，便转身准备离开。

可是那位老太太叫住了他便慢慢从她的钱包里拿

出了仅有的十块，便说：“小朋友，拿去买点东

西吃吧。”

小明顿时被这个举动吓傻了。他不想随便收别

人的钱，可已经饿到没办法了便接过了那张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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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心里又酸又甜，也

非常感动老太太既然会借他钱。他非常后悔自己

刚才对老太太的无礼举动。

他一个箭步跑去买了一碗香喷喷的鸡饭，狼吞

虎咽地吃了起来，他把剩下的钱还给了老太太，

而她也坐了下来。

小明问道：“我刚才吼了你，可为什么你还是

愿意借我钱？”

“因为我看你可怜，所以借你咯！”那位老太

太说：“那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小明叹了口气，把跟妈妈吵架的来龙去脉一五

一十地讲了出来。

“你应该回家跟妈妈道歉，我敢肯定你妈妈现

在很伤心。”老太太劝道。

小明听了老太太的劝告，在心里想了想，觉得

她说得很有道理，自己也真的做错了。于是，他

吃完饭后就跟老太太道别了。在回家的路上，他

的恼海里一直浮现着刚才老太太给他钱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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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多么感人的事。同时，他也想着应该怎样向

妈妈道歉。

小明走到了家门口，轻轻地推开了家门，发现

妈妈坐在沙发上，正在唉声叹气，当她看到小明

时，小明认为自己必死无疑，肯定会被骂得狗血

淋头。谁知，妈妈把他抱进怀里，问：“受伤了

吗？”小明非常内疚，不停地对妈妈说对不起。

妈妈原谅了他，并问他会不会饿。

小明跟妈妈讲了今天在小贩中心发生的感人

的事件，并说要过去还钱。妈妈连忙从自己的钱

包里拿出了二十块，要过去还钱并感谢那位老太

太。可当妈妈和小明到达小贩中心时，那位老太

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此以后，小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可那件

感人和刻骨铭心的事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他也学到了以后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人，以

后也再也不要跟妈妈吵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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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优胜奖

南侨小学南侨小学

厉梓滢厉梓滢

“咦？《爱的力量》？”我看着那个短视频的

标题，心里充满了疑惑。我迟疑的手指在空中停

顿，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心中强烈的好奇，点击了

下去。视频里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脸上有

着许多皱纹，她躺在医院的床上。她的脸色很苍

白，嘴唇也很白，像生了一场大病。“嘶…”我

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屏幕中的医生说这位老奶

奶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旁边一位看着也是年

纪不小的老爷爷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开始

打电话……

“奶奶！”一个稚嫩的童音从老爷爷的手机

里传出，我定眼一看，看到了一个身穿蓝色长裙

的女士抱着一个差不多两岁的小孩子。那个小孩

有着一个肥肥的婴儿脸，看着想让人捏一把，小

孩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的奶奶，像是意识到

了什么。老奶奶并没有睁开眼，让那个小孩大大

的杏眼里充满了疑惑与不解。我看着小孩挥手想

抓住手机的举动，眼里不知何时就有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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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乖，奶奶睡着了，你和奶奶说，我爱

你，奶奶就会醒过来，好不好？”那一位女士正

是小宝的妈妈，张女士。 张女士的眼眶微红，证

明她刚哭过，可她为了让小宝不要想太多，还是

撑起了笑容。小宝的天真无邪让我早已积满了泪

水的眼眶，没忍住流下了泪水……

“嘀”随着一声结巴的“我爱你”，奶奶的

心脏竟然真的重新跳动了起来，奶奶没死！那一

瞬间，手术室的所有人都流下了感动、高兴的泪

水，当然也包括我……

我看完整个视频后，翻看了评论，我看到了

许多已经失去了自已至亲的网友，想到了我健

康的家人，并且决定要好好珍惜他们。直到我看

到了一个这样的评论：“我羡慕的不只是奶奶的

孙子对她的喜爱，还有她儿媳妇对她孝心，羡慕

她儿子对她的孝心，更羡慕老爷子对她的不肯放

手。”我看完，写了八个字｜｜“请珍惜我们的

至亲”，便离开了这个视频。

我今天有作文比赛，以《一件感人的事》为

主题，我立刻想到了我昨天看到的视频，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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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故事是真的，并非虚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新

闻，感情也是真的。其实我想改编我看到过的作

文，最终还是选了这个新闻……

小孙子看到奶奶像看到糖一样开心，她的儿媳

妇让小孙子说的话，儿子对母亲的担忧，老爷子

打视频电话给儿子又何尝不令人羡慕呢？亲人对

我们的斥责又何尝不是对我们的关心、担心和爱

心呢？对于他们的斥责，只要明白他们对你的用

心良苦就好了。珍惜自己的至亲，不要他们不在

了，才来后悔，已经太晚了。

想到这儿，我暗自下定决心，不要怒火中烧

的时候，伤害家人的心。我听我妹妹在客厅的

叫骂声，无奈地擦掉泪水，拿着手机出去了。猜

猜看，当我的妹妹看了那个视频后，会有什么改 

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