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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没开

庆祝大会，没举行歌舞表演。正是这

“与众不同”的儿童节，深深地刻在了

我的记忆里。

节日的天，晴朗而明亮；孩子的

心，快乐而激动。一大早，我们穿着整

洁的衣服走进校园。花台里，一朵朵

鲜花迎着朝阳，散发出阵阵清香；操场

上，彩旗飘动，老师们已将这儿布置成

一个个游乐场所，等待着孩子们到来。

“游园活动正式开始！”我和同伴

争相朝着自己喜欢的场所奔去。

“乒乓球跳水？”这是个啥游戏？

我倒想看个究竟。“站在 2米远的白线

处，将乒乓球投向前方装有水的塑料

桶，球进了，就算成功，奖励礼券一张，

兑换糖果一颗。”艺体组熊老师给大家

讲游戏规则。“好简单，我要参加！”大

家兴致高涨，都想一试身手。排好队，

按次序，每人有三次机会。

哈哈，没几个同学的乒乓球“跳

水”成功。看来，听着简单，实际上有

难度。2米的距离，要将乒乓球投进小

桶，用力小，不沾边；力气大，跑远了。

依我的估计，70%至 80%的力气才行。

哎呀，纸上谈兵不如身体力行，我来试

试看。

右手握着乒乓球，我做了深呼吸，

向前抛出第一球。唉，小小的球儿在

桶前止步，掉落地上。我迅速投出第

二个，哎呀，方向偏了，与桶擦肩而

过。我没泄气，紧接着投出第三个。

真棒，球进了。伙伴们纷纷为我鼓掌，

向我祝贺。我乐坏了，眼睛笑成了地

平线。

舞台旁边，许多小朋友在参加“盲

人摸象”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我也来

凑热闹。眼睛蒙上三层彩色的纱巾，

原地转三四圈，立定，朝前走，去摸墙

上画的“大鼻子”。有人摸到了，好不

高兴；有的鼻子没摸到，还一个劲地在

墙上摸啊摸。哈哈哈哈，真把肚儿都

笑痛了。

“当！”传来一声锣响，人群立马欢

呼起来：“耶，又中了。”校园东边的树

下，孩子们里三层外三层，正兴致勃勃

地玩着“小精灵敲锣”的游戏。树下挂

着一面锣，蒙着双眼的小朋友站在 3
米外的地方，慢慢靠近锣，棒槌敲响即

为胜。这游戏获胜的不少，来玩的孩

子更多，他们脸上写满了兴奋。

兑奖台前，挤满了人，老师正忙着

为小朋友发糖果。水蜜桃味的、草莓

味的、巧克力味的……每人的衣兜里

塞满了糖果，塞满了快乐与幸福。

六月又到了，我不禁想起了那个

“与众不同”的儿童节。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黄萍

指导教师 邱达官

枇杷苗枇杷苗
我养了一只小母鸡，

它有着光滑的羽毛，

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它爱吃枇杷，

每次吃完，

它都会咂咂嘴，

模样十分可爱。

有一天，

它病死了。

想起以前的种种，

我强忍悲痛把它埋葬。

一段时间后，

它的坟头青草幽幽，

还长出一棵枇杷苗。

我终于忍不住，仰天大哭。

泸州市天立国际小学
六（3）班 曾诗懿
指导教师 林忠莉

我的家乡在大邑县，也叫“蜀

之望县”。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过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诗中的千秋雪，正是诗人远

在成都的草堂，看到西边的雪山

有感而发，写下的千古名句。

我的家乡景色优美，物产丰

富。

春天，银杏树的枝条刚刚抽

出嫩芽，绿绿的芽头，像春姑娘刚

刚睁开的眼睛，可美丽了！桃花

沟一片又一片的桃花开了，好似

春姑娘的小脸蛋，粉扑扑的。梨

花开得雪白雪白，好似冬天的雪

花还没融化。金黄的油菜花，吸

引了蜜蜂、蝴蝶和人们的脚步。

夏天，银杏树叶长得更葱郁

了。桃树、梨树都挂满了果子。

池塘边的荷花，这儿一朵，那儿一

朵，从挨挨挤挤的荷叶中探出头

来，像一个个穿着粉色裙子的美

丽仙女。荷叶碧绿碧绿的，像一

个个大圆盘。河边，不时能听到

商人在吆喝叫卖：“又脆又香的鸭

梨，又甜又好吃的鸭梨。便宜卖，

快来买啊！快来买啊！”“香香脆

脆的桃子，本地风味，快来买呀！”

秋天，银杏树叶落下来了。

一片片树叶在空中翩翩起舞，好

似一群顽皮的小孩在嬉戏玩耍。

山上的佛手瓜成熟了，大的、小的

挂满瓜藤，像一个个双手合十的

小沙弥在认真做功课呢。

冬天，银杏树只留下了光秃

秃的枝干，像瘦瘦的小孩子伫立

在寒风中。山上，积满了雪，这

时，你可以畅快去西岭雪山玩雪

了，不过，可一定要做好保暖哦，

因为，山中最深积雪可达一米，我

大半个身子都能陷进雪地里呢。

山上玩雪的项目可多啦：雪地摩

托、狗拉雪橇、滑雪……对于没有

见过雪的成都娃来说，冬天不来

我的家乡玩雪，就不是完整的冬

天。

美丽的家乡，我爱你！

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三（4）班 白嘉瑶
指导教师 丁莉

““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儿童节的儿童节

我的家乡

作者通过“乒乓球跳水”“盲人摸象”“小精灵敲锣”等三个有趣的游戏场景再现，表达了对“与众不同”的儿童节的怀念之情。从文字中，我们品味出了
童年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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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母鸡吃枇杷，生
病死了之后坟头长出了
枇杷苗，看似荒诞的构
思，恰恰是作者与动物
之间天然的、单纯的爱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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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头引用诗人
杜甫的名言，拉近读者
的距离；然后，按春夏秋
冬的时间顺序写出了家
乡景色优美、物产丰富
的特点。语言灵动有
趣，透过文字看到了家
乡一年四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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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教育则

肩负着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家庭幸

福及未成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使命。为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

建设与家庭教育的重要指示，切实践

行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

指导意见》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结

合后疫情时代社会的现实需求，凝聚

共识推动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助力

“家校社”育人合力形成，引导广大家

长树立正确育人观念、掌握科学育子

方法，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拟于2021年

10月在四川·成都召开“‘家有良教

慧在行知’2021年中国家庭教育高峰

论坛”，现面向所有从事家庭教育相关

工作的实践工作者及热爱家庭教育事

业的社会人士征集优秀文章和案例。

一、论坛主题
家有良教 慧在行知

二、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 2021 年 8月31日。

三、征稿范围
（一）教子有方篇

育子观念及方法经验分享，话题

参考：

1. 红色基因传承与幸福家庭构建

的关系。

2. 劳动教育、生活教育在家庭教

育中的实践。

3.“内卷”时代全民“鸡娃”背

后家长的焦虑问题。

4. 如何在家庭教育中充分遵循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

（二）合力育人篇

“家校社”合力育人经验分享，

话题参考：

1.“家校社”共育中的矛盾与边

界问题。

2. 家委会在“家校社”共育中的

桥梁作用。

3. 如何在基层构建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体系。

（三）家庭教育研究篇

家庭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分

享，话题参考：

1. 如何发挥家庭教育在教育评价

改革中的作用。

2. 家庭教育立法对中国家庭教育

发展的推动作用。

3.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家庭教育面

临的新挑战。

四、征稿要求
1. 论文文稿限 5000 字，摘要限

300字，3-5个关键词。

2. 论文文稿内容健康积极、资料

真实，有参考实用性与研究性。

五、来稿须知
1. 来稿确保不涉及保密、署名等

争议，文责自负。

2. 请作者自留底稿。

3. 提 交 方 式 ： 论 文 电 子 版

（word 文档名为作者姓名+论文标

题）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 txzjtjy@
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2021 年

中国家庭教育高峰论坛投稿+作者

名字”字样。

六、论文审核
本次论文征集免费，组委会将组

织专家团队对论文进行初审、终审等

环节，优秀论文将收录于《2021年中

国家庭教育高峰论坛论文集》正式出

版；并最终评选出“优秀父母”和

“家庭教育优秀案例”，举行颁奖仪

式；我们将从中邀请部分获奖论文作

者作为“2021年中国家庭教育高峰论

坛”分论坛发言嘉宾。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

廖婉苏：13060008868
冯 姗：17711393814
陈名青：18081011030
邮 箱：txzjtjy@163.com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家庭教育专业
委员会

2021年6月5日

家有良教家有良教 慧在行慧在行知知
——2021年中国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征稿启事

抒情式的笔触，流淌着
外公为“我”摇蒲扇的情形，
体现出岁月不待人，外公随
着“我”的渐渐长大而衰老
的不争事实。字里行间流
露出对外公的爱，若涓涓细
流滋润“我”的心田，读来亲
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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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影斑驳，夏蝉高歌，星月皎洁

……在记忆的盛宴里，又闪现出外公

摇动蒲扇的身影。

蝉鸣在燥热的空气中放大，与热

浪一起漫天袭来。汗水让衣服贴在皮

肤上，像包粽子一样裹住了全身，无论

与小伙伴玩耍，还是大人乘凉，都被闷

热包围起来喘不过气。

每当这时，我便想起小时候在外

公家，外公拿他老旧的蒲扇，用干瘦而

有力的手为我扇风的情形。

外公轻摇着他的蒲扇。一股股清

凉的微风，仿佛丝绸般光滑细腻，将我

包围在一个轻柔凉爽的小小世界。那

漫天卷地的热浪，像变魔法似的被赶

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蝉鸣声、蛙叫

声、蟋蟀声，仿佛千万个演唱家，在这

夏夜，合奏出大自然的天籁，仿佛是给

外公的蒲扇点赞。

正在津津有味看电视的我，突然

回头看了看外公，浓密的眉毛看起来

十分和善。他摇动蒲扇的样子，像音

乐指挥家，手臂划过的弧线多么优雅

而自然。那不紧不慢的动作，像是与

生俱来的一股清流，和着外公的心，为

我的夏日——驱除炎热。

不久，外公的额上渗出豆大的汗

珠。我用手，轻轻地将蒲扇推向他。

他咧开嘴冲我大笑，洪亮的大嗓门：

“哎呀，外孙知道心疼外公了！”那大笑

的样子更加惹人喜爱，我也禁不住大

笑起来。祖孙俩的笑声随着蝉鸣，在

盛夏的天地间回荡……

后来，我回到父母身边。从视频

里，我听出相距 56公里的蝉鸣。再后

来，上初中学习任务繁重的我，又住在

外公身边。

此时的我，早已无心听蝉高歌。

蝉一鸣，便心烦意乱，生气地撕烂好几

张试卷。而太阳，也毫不留情，硬是把

我晒个大汗淋漓。

突然，背后一阵微风，热气又像

逃兵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禁

回头，外公正站在我身后，摇着那把

旧蒲扇，样子还是像记忆里那般和

善，那般轻柔……儿时的记忆，又突

然呈现，像时光的船驶进我记忆的海

洋。

岁月化作白发，爬上外公的额

头。不知什么时候，深深的鱼尾纹爬

上外公的眼角，那摇蒲扇的双手也无

之前力道，判若两重天。只是外公仍

然大笑着，挥舞着那把不再听使唤的

旧蒲扇，为我赶走热浪……

外公，岁月不老，有您，真好！

德阳市罗江区七一潺亭中学
七（7）班 李诗瑞
指导教师 周辉

有您，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