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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日 阅 读

学习新思想 争做接班人

洛阳牡丹甲天下，我是洛阳

人，特别喜爱洛阳的牡丹花。今

天，我来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古代有位女皇叫武则天，有

一年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武则天

命令所有的花必须在第二天天亮

前盛开。一夜之间，所有的花都

开得无比灿烂，只有牡丹花没有

开。武则天大怒，下旨把牡丹贬

到了洛阳。牡丹花到了洛阳，却

开得硕大鲜艳，武则天更加气愤，

下令把洛阳牡丹全部烧掉，牡丹

花的枝叶都烧焦了，但种子仍

在。到了第二年，牡丹花的种子

生根发芽，开出更加美丽、更加娇

艳的花来。于是，牡丹花成了不

畏权势的象征。

其他地方也有牡丹花，但都

没有洛阳地区的牡丹花开得大、

开得精神。洛阳地区的牡丹花到

了别的地方，开得也远不如在洛

阳的。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洛阳地

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壤肥

沃，特别适合牡丹生长。难怪诗

人会有这样的赞美：“洛阳地脉花

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牡丹花不仅颜色多，有红色

的、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黑色

的等等，品种也多达 1000 多种。

牡丹花的名称也各有特色，如“洛

阳红”“花王”“花魁”等等。另外，

牡丹花全身都是宝，可以吃，可以

入药，可以酿酒，可以做香水，还

可以提炼成化妆品。

洛阳历史悠久，是十三朝古

都，又被誉为“牡丹花城”。来洛

阳看牡丹，王城公园、西苑公园、

洛浦公园、滨河公园等地是牡丹

花最集中、最多的地方。另

外，洛阳的大街小巷也有

很多牡丹花。

我希望洛阳牡丹

的明天，更加美好，我

希望洛阳的明天，更

加美好！

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香鹿山
镇赵老屯小学

四年级 宁茹雪
指导教师 刘根旺

妈妈做的玉米煎饼，口味太棒了，我决定学做

玉米煎饼。在妈妈的指导下，我当了一回“煎饼侠”。

我挽起衣袖，系上围裙，备好水和玉米粉。一

边少量加水，一边用筷子搅动，玉米粉渐渐结成小

颗粒了。妈妈说：“玉米粉还是散的，还得加水。”

我继续加水，继续搅动，小颗粒逐渐凝成了团状。

放下筷子，用手揉面，可是总感觉面团粘不到一

起，妈妈说得加点热水，增加它的黏性。果然，热

水一下去，面团就乖乖地挤到了一起。我又揉了

一阵，就把面团放在了一边。

我把锅洗干净，放到灶台上加热，把水分烧

干，再往锅里倒适量的油，烧热后就关火备用。然

后，我把揉好的面团分成小块，搓成汤圆大小，接

着压扁，再小心地把它们放到锅里，又把火打开，

就开始煎了。

妈妈握住锅柄，不停地转动锅，让每一个饼子

都均匀受热。不一会儿，饼子脱离了锅底，随着妈

妈的手转动，饼子也在锅底转动，跳起了圆舞曲。

妈妈放下锅，让我把转动的饼子翻一个面。我用

铲子轻轻翻动饼子，翻过来的那一面是硬的，金黄

金黄的，闻起来很香，很诱人。等到另一面也变黄

变硬了，我在锅里撒上少许盐，关掉火，又翻上一

阵，让每一个饼子都均匀的沾上盐。

哇！香喷喷的玉米煎饼做好啦！饼还滚烫，

我忍不住尝了一小口，真好吃啊！弟弟和爸爸站

在一旁也在流口水了。

当了一回“煎饼侠”，真过瘾。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三（3）班 王棋乐
指导教师 罗红梅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山

清水秀的地方，那就是黄果树瀑

布。

记得从前，我和爸妈去黄果

树瀑布游玩，刚到景区门口，便未

见其景先闻其声。打雷似的“轰

隆隆”声伴随着流水的“哗啦啦”

声，像极了万人合唱的交响曲，震

天动地。

进入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剪也剪不断的“银河”，我

们越走越近，响声愈发大起来。

我很兴奋，想赶快跑到“银河”

边去，奈何游客川流不息，我们

只好随着人流朝黄果树瀑布方向

慢慢前进。

终于，我走到了离它最近的

地方。从上往下看，瀑布像是剪

不断的长布，又长又高，不由得

让我想起了李白写的《望庐山瀑

布》 中的一句诗：“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瀑布

激起的水花，像雨雾般洒落在黄

果树小镇上，形成了远近闻名的

“银河洒金街”的景象。走近瀑

布，只见河水从上方奔腾而下，

好像一块巨大的荧幕从天际垂落

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飞

流直下的瀑布气势磅礴，真是太

壮观了！

黄果树瀑布不但漂亮，而且

水也非常清凉。不信你去感受一

下，瀑布激起的水花溅在身上，凉

丝丝的，就像一块冰放在身上，沁

人心脾。捧着水往脸上一洒，凉

凉的，心情也会变得很愉快，好像

所有的疲劳都被这一下子的凉爽

给驱赶走了。

俗话说：“听景不如看景，百

闻不如一见。”听我这么一说，您

一定心动了吧！那就快到贵州省

安顺市黄果树瀑布来吧，保证不

会让你失望的。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四（5）班 刘洋希
指导教师 刘顺容

读读《《共和国历史珍贵瞬间共和国历史珍贵瞬间》》
1949 年 10 月 1 日，世界的东方

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嫩芽，在世界

崭露锋芒。

从这一天开始，亿万中国人民

结束了任人欺凌、宰割的屈辱史，

成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

人。沉睡的东方雄狮，快醒来吧！

你已经睡了太久，抬起你高傲的头

颅，开始满怀豪情地创造新的生

活。

从这一天开始，中华大地上出

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第一次”：第

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整治腐

败运动、第一组贯通“世界屋脊”的

公路、第一座长江大桥……

这些“第一次”都是里程碑的突

破，也许不完善，却意义非凡。如果

说建国初期的一次次破茧成蝶，让

满目疮痍的中国变得有血有肉，那

么，改革开放后的一次次创新发展，

则彻底唤醒了沉睡的中国，走上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理想之

路、期盼之路……

七十载风云激荡，旧貌换新

颜。我们从无数的里程碑中选取了

100 则最振奋人心的珍贵的第一

次，还有许多珍贵历史照片后，再

返回来看看这本书，又是别样的滋

味。

我相信，从这 70年走过来的中

国人，会从这些熟悉的图片中，想起

那些热血沸腾的激动时刻，忆起那

些抛洒汗水的峥嵘岁月。

我相信，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会

从这些珍贵的图片中，看到无数前

辈们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看到创

新的中国正昂首走向世界。

我相信，大家在翻阅这本图册

时，一定会触动自己，勉励自己在创

新之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历史继续

前行，等待我们去创造的，是更多的

第一次，下一个第一次也许就是你

创造的。

加油吧！努力吧！下一个第一

次正遥遥向你招手！

乐山市实验中学
七（4）班 蒋镇聪

坐在窗前，一缕缕阳光钻进纱

窗，洒在桌上的那本《西游记》上，

风儿轻轻拂过。合上书，我的心久

久不能平静。一个个一波三折的

故事浮现在脑海中，师徒四人的形

象仿佛就在眼前。

《西游记》里的故事有很多。

不必说猪八戒偷吃人参果而带来

的麻烦；也不必说女儿国遇到的奇

怪事件。单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就让人印象深刻，回味悠长。

白骨精一心想要吃唐僧肉，化

身成村姑前来诱骗，被孙悟空的火

眼金睛识破后，便溜之大吉。狡猾

的妖精还不死心，紧接着又变成了

老婆婆和老大爷，可最终，还是逃

不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他抡起金

箍棒狠狠劈下去，白骨精化作一缕

青烟，逃之夭夭。唐僧见孙悟空杀

人，念起了紧箍咒，孙悟空最终受

到了责罚，被赶回了花果山。

孙悟空多么有主见啊！是非

分明，坚持真理，即使与别人的意

见不同，也没有一味顺从，而是学

会判断和取舍。

记得有一次，我在做数学题，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可当我看到

周围同学的答案和我都不一样时，

不禁疑惑起来，难道是我做错了

吗？怎么答案都和我的不一样

呢？要不要改呢？那万一我就是

对的呢？这些问题很快堆成一座

山压在我的心头，好像两个小人在

吵架。最后，我还是没有坚持自己

的主见改错了题，也被老师误认为

没有掌握相关知识点。

当我拿到本子的那一刻，心中

不禁感到自责和后悔，当初为什么

要改呢？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意

见呢？从此，我会吸取教训，做事

要有自己的主见，不人云亦云，但

在自己犯错的时候也要听取别人

的意见。

夕阳西下，天边的那抹晚霞分

外迷人，这些精彩的故事还像放电

影似的在我的脑海里不断上映，回

味无穷。

洪雅县实验小学
五（4）班 李嘉瑷
指导教师 谢涛

读读《《西游记西游记》》

成长就像是花朵开放的过程，需要

阳光的照耀，也要经历风吹雨打，只有经

受失败和挫折，才会含苞怒放。在我成

长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艰辛和困难，

其中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那是一个夏日早晨，我舒舒服服地

躺在沙发上享受着清晨才有的凉意。

“你去不去爬野山呀？”爸爸用使坏

的语气问道。他明知道我喜欢爬山，尤

其是原生态的野山，还明知故问，肯定有

“阴谋”。哼哼！就等我识破你的“阴谋”

吧！我急切地回答道：“爬野山吗？我要

去。”

于是，我们迅速收拾好装备，立即出

发。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

山脚下。一眼望去，只见高耸入云的山

峰，山顶上云雾缭绕。我心里既兴奋又

有些担心，我从来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

能爬上山顶吗？带着这些思绪，我开始

在乱石之中找寻上山的路。

爬着爬着，兴奋劲慢慢消逝，疲劳感

却慢慢从脚底升了上来。看着挡在身前

茂盛的杂草，我的心里打起了退堂鼓：知

难而退吧。我转过身来，却被一个庞大

的身躯挡住，这个人正是我那“使坏”的

爸爸。他看着我，笑而不语，更没有让道

的意思。我只好鼓起勇气再次转过身，

去战胜这些杂草和嶙峋怪石。我小心翼

翼地穿过杂草丛、越过大石头，前面还有

更大的挑战在等着我。

一条小河横在我们面前，虽然比较

清澈，但在此刻的我看来，这条小河一点

儿也不可爱。我是个爱干净的人，不想

光着脚在这样的水里面踩。但不趟过这

条小河，就没有上山的路，只能往回走

了。知难而退再次成为我面对困难的想

法。

爸爸在我身后看着我久久不动，可

能猜到了我的想法。“姑娘，你看，山顶就

在我们前面。再坚持坚持，我们一定能

登顶。”我抬起头，确实看到了山顶。

我麻利地脱了鞋，趟过了“难缠”的

小河，拖着有些疲倦的身体，爬向山顶。

这次爬山就这些挑战和困难吗？

远远不止呢！就在我小心翼翼地扒开

杂草找路的时候，一只可恶的虫子跳

到了我的衣服上，我想叫，但又觉得

很没面子，只好用颤抖的手把虫子弹

开。在我跟着爸爸趟水过河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踩在河里石头的青苔上，

滑倒在河里变成了“落汤鸡”。这时的

我反而一不做二不休，尽管身上还滴

着水，只管往前走。

终于站在了山顶上，我似乎听见鸟

儿在歌唱，虫子在说话，我闻到了泥土的

清香和花朵的芬芳。“我终于登上山顶

了！”我难以抑制心中战胜种种困难和艰

辛过后的兴奋，大声喊了起来。我还看

见远处有更高的山顶在云雾中若隐若

现，像调皮的孩子在跟我捉迷藏。

虽然，我的衣服上有了虫子的印记，

全身也湿透了，几次都想知难而退，但我

终于登上了山顶。看着山顶上的美丽景

色，我明白了面对困难只有坚持。

那一刻，我长大了！

成都市实验小学
六（3）班 任语姝
指导教师 吴比

那一刻那一刻，，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开篇简洁自然，结构清晰，爬山的过程被描述得有声有色，体现出作者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结尾处的点睛之笔和开篇互相呼应，较好
地突现了文章主题。

点
评

我当“煎饼侠”

作者干净利落的内容与标题相映成
趣，明晰的流程，严谨的一招一式，让我
们仿佛看到了挽袖和面、执铲翻饼的生
动画面，闻到煎饼诱人的香味，体会到了
劳动中的“大侠”风范。

点
评

中华第一瀑布

作者观察仔细，叙
述时井然有序，语句贴
切得体，景随情生，细节
描述生动逼真。文章开
头直奔主题，让人一目
了然。

点
评

我爱洛阳牡丹我爱洛阳牡丹

作者对洛阳牡丹做了全面详细的介绍，表达了对家乡和洛阳牡丹的赞美之情。文
章读后，既让人收获满满，又能受到熏陶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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