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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学

朝花

黄河之梦
东海实验学校 903 班
星夜，九曲黄河顺延而下，直入
梦中……
沉沉的梦境中，那黄浊的水流
不疾不徐，穿过两岸苍凉的山塬，在
满布巨石的土地上汇成一片开阔的
河滩。
水波涌过那些河面的堪岩，柔
软的身体旋转成一个个小小的水
涡，摇摆如同一朵朵浑黄莲花的开
落。
浅浅水花不起波涛，黄河的天性
似乎就是这般沉默，可他，却是黄
河，
是一条血脉之河，他暗藏的能量
永远不为外人所知晓。你不知道在
下一刻，他会变得如何疯狂与沸腾。
那梦里，黄河的水声渐渐浩大
了，就像那牦牛皮鼓面上敲起的鼓
点，
从细密轻缓变得急促壮烈，越来
越快。那声音似乎能够敲透那层厚
实韧劲的鼓面，就像战场上由远而
近匆匆踏来的马蹄，越来越猛，仿佛
要踏裂这片干枯坚硬的黄土地。
那断裂的塬谷，那黄河决口的

花

地方，那突然破碎的河滩，坍塌着汇
聚成灾的洪流，席卷着如同天上而
来的滚滚雷响，就在小小壶口悉数
倾泻。和黄河瀑布一起颤动的，是激
越，是愤慨，是那不知何处而来的一
腔热血，在瞬间迸裂。如果说，黄河
是流经中华的血脉管腔，壶口边能
聆听民族心脏的搏动。
梦中我站在那最接近黄河崎岖
岩石上。黄河飞溅的巨大水花冲撞
着，如一块块黄玉硬生生砸裂成被
风吹糊一片的烟尘粉末，扑打着我
的全身。那浑浊的水雾沾着我的发、
我的脸，让我的眼前乱成一片黄色
的迷茫。透过那昏黄，即将黑沉的天
际压在山崖上，最后一痕夕阳的红
色坠落在流水中。
在水边，我看见一团团篝火、一
排排营帐，年轻的将军坐在一旁，银
光战甲熠熠生辉。明日大军就要渡
过黄河，北去河西走廊驱扫匈奴，将

黑熊爱干净了
柴桥实验小学 403 班

王婧静

军的心在黄河暗雷般喑哑的喉音中
剧烈地跃动着。19 岁的他根本不满
足骠骑大将军的军衔，天赋异禀的
他想要的，是像他的舅舅卫青那般
歼敌三千里、威名震四方。他年轻的
身体就如滚滚而下的黄河之水，沸
腾着热血，流动着希望。
旭日升起，在昏黄中这般的鲜
红。天色微亮，依旧是那条涌动的黄
河，却是另一景象。风沙漫天，忽闻
铃铛声响，远方隐约着个摇摇晃晃
的黑影，随着那悠悠的铃声渐渐清
晰。黄沙弥漫中摇晃出一头挂串铜
铃的毛驴，一个汉子牵着。驴背上坐
着个红袄黑裤的女人，头上披着块
绿底红花的粗布巾，一双杏子眼含
着泪。牵驴的汉子今日就要远离，顺
着这黄河去远处谋生，而她只能陪
着走到这，看着他“走西口”的背影
渐行渐远。
这一路远行，不知是福是祸。运

气好的赚到了大钱，成了有名的陕
商，不幸的则流浪天涯，孤苦一人，连
回家都成了困难。但为了这贫瘠荒原
上唯一致富的诱人希望，无数陕北农
民前仆后继，沿着黄河水踏出了一条
走西口的大道。
黄河翻涌着，像是女人内心忍住
不发的嚎啕。那水声，不是悲凉哀恸
的，不是消极无望的，而是骄傲自信、
满含期望的。这原上的女人像河岸，
静静地立在两边，看着她们黄河水一
般的汉子打破艰险冲向远方。她们不
说话，不挽留，却有着高瞻远瞩的智
慧。她们是离家谋生的男人们心中最
温柔的所在、最坚实的依靠。
男人与女人，岸与河，天然就有
着相互扶持又各自努力的自然规律，
所以才能碰撞出最激越壮阔的风景。
黄河流过的地方，不只有男性的血气
方刚，也有女性那一脉包容的衷肠。
指导老师 郑秋雁

我根本听不进去。”
黑熊很羞愧，不好意思地低下
了头，惭愧地走了。他边走边想：唉，
光学习成绩好，不讲卫生同样不受
欢迎的。我一定要改掉这个坏习惯，
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
于是，黑熊一回到家，二话不说
脱掉脏衣服，用肥皂把自己从头到
尾彻底清洗干净，换上一套崭新的
衣服，再把脏衣服洗干净。
熊妈妈下班回家，看到眼前这
一幕，觉得很奇怪，笑眯眯地说：
“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们
家的黑熊怎么也爱干净了？”
第二天，黑熊对着镜子仔细地
梳理了头发，上身穿一件紫色衬衫，
下配一条黑色短裤，感觉满意了，方
才背起书包上学去。
他一进教室，就听到了啧啧称
赞声：
“哇，好帅气啊！”“这才是咱
们的学霸黑熊嘛！”小猫、小兔也都
围过来。
黑熊不好意思地说： “谢谢
大家，我以后每天都会这样的。”
指导老师 顾春燕

朵

区实验小学 602 班

花样馒头

王怡萱

花朵是一个舞王
芭蕾舞，爵士舞
现代舞，古典舞
她都会跳

灵山书院 403 班

风是她的舞伴
风一来
花儿的裙子张开了
她和风儿跳起了舞
轻轻柔柔
似泉水流淌
热热烈烈
似火焰燃烧

一天，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
做馒头活动。下午，操场上摆满了
桌子和椅子。广播音乐声响起，我
们按照顺序，找到自己班的位置，
坐了下来。
我突然感觉到有风声，原来
在我的上方，有一个方形怪物！老
师说，这是无人机！红点不停地闪
亮，该是在摄像吧？难道我们要上
电视了？我非常高兴。
大碶街道来了几个阿姨们，
教我们做花色馒头。她们拿起了

中国梦

区实验小学 201 班

邮

森林学校里有许多学生，但
成绩最好的要数黑熊和小兔了。
黑熊是一个很不爱卫生的孩
子，他每天都耷拉着裤腰带，身
上总散发着一种臭味，苍蝇还
时不时来叮咬它。而小兔却正
好相反，十分爱卫生，每天早上
都是干干净净地来上学。大家
最喜欢小兔那身洁白柔软的毛
衣了，课间常常围着它，又是抚
摸又是称赞。
一次，坐在黑熊前面的小猫
遇到了一道难题。它并没有转身
请教身后的黑熊，而是特地绕过
几桌来到小兔身边求助。
正当小兔耐心地教小猫时，
黑熊看见了，三步并作两步地来
到小猫面前，不解地问：
“小猫，
我就坐在你后面，你为什么不问
我呢？非要大老远地跑来问小兔？
再说，这两次的数学考试，我的成
绩都比小兔高好几分呢！”
小猫听了，皱了皱眉头，捏着
鼻子，十分嫌弃地说：
“你实在太
脏了，每天臭熏熏的，你讲题目，

梅筱悦

票

区实验小学 605 班
天空
想把自己寄出去
去许多地方旅游
一朵朵白云
是一张张邮票
贴在自己身上
交给风邮递员
去漂游四方
指导老师

李铠伊

面团，一会儿搓，一会儿扭，一会儿
拉。过了一会儿，一只只小动物从她
们的巧手中蹦了出来，活灵活现，简
直像真的一样！
“您是
我看得傻了眼，问阿姨：
“只要你
怎么做成的呢？” 阿姨说：
多下点功夫，就会做得很好，甚至超
过我！”
学着她们的样，
我立马来了精神，
揉呀剪呀捏呀。
在阿姨的耐心指导下，
我终于做出了一只可爱的小兔。
指导老师 王碧波

高塘小学 503 班
星期一中午，我们学校组织了
一次活动 -- 跳蚤市场。同学们将
自己平时不用的一些东西拿到市
场去卖，收益的一半捐给学校红领
巾基金会。
阳光很好，同学们迫不及待地
把东西拿到操场上。不一会市场上
人山人海，东西真不少，有学习用
品、玩具等。摊位也很多，几张桌子
就是交易的柜台，有的卖漂亮的洋
娃娃和木偶，有的卖各种玩具，还
有的卖书，令人眼花缭乱。
为了吸引顾客，各个摊位的推

郁旭峰

语丝

外婆玩微信
松花江中学 708 班

望着如玉的明月，踏上驰程
的归途，幻想着玫瑰装饰的梦境，
期盼着岁月带来的祝福，遐想着
未来的蓝图。猛然回头，发现四千
多个日子已悄然流逝。回味着昨
我对明天充满着
天，
憧憬着未来，
一串串成长的脚
期待。
回首往事，
印若隐若现.....
婆家的院里有一面花墙，墙
上爬满了“爬山虎”。一到夏天，
满墙的绿色便印入眼帘。一阵风
吹来，
满屏的绿色便像层层波浪。
墙角下隐隐约约冒着点粉色，不
知名的小花隐藏其中。
那些小花实在不起眼，也没
什么芬芳的香味，但那时的我却
把它视为珍宝，想像着哪天它会
变为一朵七彩的花朵，有着彩虹
的颜色，带我飞向远方。
墙边上一颗高大的槐树，我
便常常踩着砖头爬上去，摇着

封

长江中学 702 班

璟

树枝，黄色的小花朵洒落在树荫下
乘凉的外婆身上。外婆微笑着，摇
“仙女散花
着蒲扇乐呵呵地笑道：
喽……”
晚上，我便在树上乘凉，看着没
有任何杂质的天空，伸手想去抓着
那些钻石般的星星。耳旁啾啾虫鸣
似一首小夜曲，把我摇进了梦乡，梦
里有一个天真的女孩，带着铃铛般
的笑声，渐渐跑向了远方。
渐渐长大，我知道了世上没有
能满足一切的七色花；知道天上的
星星不是钻石，那是隔了我们几十
万光年的另一个星球……
我慢慢地走，细细地想，童年的
碎片连成了一幅斑斓的画卷。我在
长大，未来有着更多的精彩，童年已
去，但另一段时光向我招手。我坚定
地走过去，会遇见一幅幅风景。
再见了，童年！
指导老师 赵柳英

莹

跳蚤市场

虞舟宁

告别童年

胡

“过来教教我，这表情包怎么
下载啊？”外婆问我。
一年前，70 多岁外婆连微信是
什么都不知道，而现在呢？她不但
精通微信、QQ 聊天，还会把很多美
图和心情文字发到朋友圈，能在超
市用支付宝付款，我们都戏称她老
人家为“时尚一宝”。而这一切的
一切，那可都要归功于我这个外孙
了！
去年除夕，我在微信上抢红包。
” 外婆走过来说：
“耶，又抢到了。
“手机里有红包？我可不信，这年头
“怎么会
骗子可多了。” 我笑着答：
呢？这是爸爸在亲人群中发的，抢到
的钱可以直接去超市买东西呢！”
见外婆还是半信半疑，我便打开红
包记录，一下子把她老人家惊得目
瞪口呆！
春节后，外婆提出要丢掉老年
机，改用智能手机。老妈便给外婆买
了一部 iphone 6。我的天，我也没
有这么高端的手机。
教外婆如何操控这小小的“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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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涵

销员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大声喊：
快来买呀！高价货低价卖！不买你
会后悔的。有的拿着玩具在操场上
一边走一边喊：走过路过不要错
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除了吆喝
声，还有五花八门的促销手段：买
一送一，打折，抽奖……
跳蚤市场人来人往，吆喝声一
浪高过一浪，还不时传来讨价还价
声、欢笑声，整个操场似乎沸腾了。
跳蚤市场，记录了我们童年的
欢笑。
指导老师 贺亚仙

叶泽豪

子”，便成了我的任务。我从手机拍
照、微信语音等常用功能开始，手把
手地带着外婆一步步操作。外婆学得
很快，一遇到问题就揪着我教她，文
字编辑、表情包查找，她一一掌握了，
而且还能举一反三。没几天，外婆竟
能把自己的照片设置成手机背景，还
用了美颜功能，我给她一个大大的
“赞”！
原本以为微信和 QQ，对外婆这
样的老年人来说，是“蜀道难，难于上
青天”。可事实是，在我辅导了不到两
周后，她老人家就走过了蜀道、看到了
青天。瞧！表情包、小视频、拍照、发语
音，样样精通；说说、字体、样式、个性
签名，也都是门门清。还没到节假日
呢，她已在亲人群中发红包、抢红包
了。
如今，外婆对手机的操作水平堪
称一流。
通过微信亲人群，与身处不同
城市的儿孙们常常视频聊天，她脸上
的笑容多了，额头上的皱纹似乎少了。
祝福我的外婆越活越年轻！
指导教师 邱益芬

电子信箱：blxqsk＠bl.gov.cn

蜗

牛

霞浦学校 306 班
“说它是牛，不拉犁头，春夏
秋冬背着屋走。” 你们猜猜它是
谁？它就是蜗牛！
蜗牛的背上有一座“小房子”，
“房
这座 “小房子” 就是它的壳。
有烟斗形的，
子”的形状各式各样，
有宝塔形的，
还有陀螺形的……
“小房子”五彩斑斓，有的像
橙色的玛瑙，有的像碧绿的翡翠，
还有的像红色的宝石……“屋顶”
上有一圈圈螺纹，由小变大，有的
左旋，有的右旋。
蜗牛的身体软软的，头上长着
后面一
两对触角，
前面一对短而细，
有趣的是，
对长而粗。
长长的一对触
简直就
角上顶着两只“小玻璃球”，
是两个雷达呀！时刻警惕地观察着
周围的动静。
那就是它的眼睛。

传真：86783601

马

睿

我用手轻轻地碰它的触角，一
下，两下，三下……它吓得赶紧躲
进它的“小房子”，成了一只“缩头
乌龟”，
过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
科学老师说，可以用水唤醒
它。于是我把它扔进有水的玻璃杯
里。果然，
“缩头乌龟”一下子探出
了脑袋，沿着玻璃杯往上爬。爬呀
爬呀，翻过了“玻璃墙”，终于安全
着地，在桌面上留下了一道白色的
“小路”，
那就是它的分泌黏液。
咦，蜗牛哪来这飞檐走壁的本
领呢？原来它靠腹足和黏液的配合
能牢牢抓住物体，怪不得它不会
“坠楼”呢！
蜗牛真奇妙，小小的身躯竟有
那么大的本事！
指导老师 柴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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