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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我在村小上学，虽然现在已

经搬到镇上生活了，但我总会想起在老

家生活的欢乐时光。

我家住在村小附近，几分钟的路程就

到了，坐在家里都可以听到学校的铃声。

所以，每天早上我可以慢悠悠地背着书包

去上学，比家在远处的同学幸福多了。

清晨，打开窗户，映入眼帘的，便是

蓊蓊郁郁的绿——绿绿的小草、绿绿的

禾苗、绿绿的竹子、绿绿的大树，真是一

片绿色的海洋。在绿色的世界，有着新

鲜的空气，让人的心情变得更加舒畅。

村小总是充满了朗朗读书声和阵

阵欢笑声。上课期间，教室只坐了6个

学生，长长的黑板上总有写不完的作

业，而老师却是一本“百科全书”，不论

多难的题，在他那里，就跟施了魔法一

样简单有趣。下课期间，老师也会带我

们一起玩游戏、一起跳绳、一起玩老鹰

捉小鸡。简单的欢笑声让空旷的校园

热闹起来。

放学回到家，小狗花花飞速地奔向

我，两只脚搭在我的身上，向我吐着舌

头，“汪汪”叫着，像是在向我诉说今天

它经历的趣事，同时问我在学校的学习

情况。于是，我便逗着花花在院子里疯

跑，妈妈总说我是“疯姑娘”。

最喜欢夏天的小院。院子里的葡

萄在架子上疯长，一串串葡萄像珍珠一

样，一天比一天饱满。旁边的李子和桃

子已开始成熟啦，那是我最喜欢的水

果，我总是摘下来在衣服上随手一擦就

开始吃。妈妈又会说：“你这个小贪吃

鬼，好吃也得洗一下再吃啊。”可是，她

话还没说完，又一颗李子被我吃下了肚

子，地上只留下了几颗果核。

夜晚，我们一家人在小院里吃饭、

纳凉，大人们讨论着田里的庄稼，我和

花花趴在桌子上数着天上的星星，却总

是还没数清就已经睡着了。

老家有我儿时的记忆，村小是我成

长的足迹，那些欢乐时光，永远定格在

我的记忆里。

平昌县响滩中学
初2020级2班 王心雨

指导教师 杨柳

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汤老

师，带我们到操场上去上体育

课。同学们别提多兴奋了。这是

一节公开课，现场还来了许多老

师观摩。

别看这位从眉山来的汤老师

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

运动场上的他可有一副好身手。

他带着我们玩中学、学中玩，做了

许多好玩的游戏。其中，我最喜

欢的两个游戏是“青蛙蹲”和“羊

肉串”。

“青蛙蹲”挺有趣的，老师把

我们分成四个组，男生两个队，女

生两个队，每队并肩站成一排，两

只手臂互相搭在肩膀上。男生一

边集体做着下蹲，一边齐声喊着

口令：“男生蹲，男生蹲，男生蹲完

女生蹲。”接着，女生一边做下蹲，

一边喊口令：“女生蹲，女生蹲，女

生蹲完男生蹲。”

每支队伍都不甘示弱，响亮

的喊声一阵高过一阵。可是，蹲

着蹲着，我觉得腿发酸，腰也有点

直不起来了，但为了不影响集体，

我咬紧牙关。队形也由刚开始时

的整整齐齐变得像波浪起起伏

伏，但大家都在努力坚持，喊声直

冲云霄。

热闹的现场迎来了围观老师

们的阵阵欢呼声。最后，虽然我

们男生队因为一个同学的失误，

输给了女生队，可是并不影响我

们两队之间的友谊，反倒是为我

们下次游戏积累了经验。

第二个游戏叫“羊肉串”。游

戏规则是：每个同学手里拿着一

个标志盘，我们把这个标杆盘当

作一块“羊肉”，要跑到操场对面，

把“羊肉”穿到对面的标志杆上。

虽然跟往年运动会时的接力赛差

不多，但一想到跑到对面就可以

分享羊肉串，每组的同学都一边

咽着口水，一边朝着终点飞奔过

去，真是有趣极了。

游戏正在火热进行中，“丁零

零”，下课时间到了，同学们依依

不舍地和汤老师告别，向教室走

去。

眉山市青神县实验小学

三（7）班 杜卓欣

指导教师 郭燕萍

温暖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让迷失方向的人走向光明；温暖

是雪地里的一团烈火，让寒冬的

人们感到扑面的热气；温暖是沙

漠中稀有的一滴水，给口干舌燥

的人带来希望。

寒冬来临，漫天的雪花飞舞

着，给大地铺上一层厚厚的棉

被。我漫步在大街上，感觉格外

冷，不时地用手捂住嘴，好让自己

可以更暖和一些。

天空中飘着鹅毛般的大雪，

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无意

间，我看见两个扫垃圾的老奶奶

正在仔细而认真地清扫着地上的

雪，手被冻得通红通红的，我疑惑

地想：不是元旦节要放假吗？她

们怎么还在扫雪呢？

我便走上去问：“老奶奶，下

这么大的雪怎么还在这扫地呢？”

我本以为她会嫌我烦不理我，然

而她却笑着对我说：“不是下雪了

吗？路上很滑，只要扫一扫就不

滑了！如果有人摔了一个‘大马

趴’那该多不好呀！”

另一位老奶奶扬起被冻得通

红的脸，接着说：“这不是要过年

了吗，如果行人在雪路上摔伤了，

就没法好好过年了。”

看着两位老奶奶，我的心里

升着一阵热腾腾的暖意。我们生

活的城市要正常运转，需要无数

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默默地奉献

和坚守。就如这两位老奶奶，于

冷风中清理积雪，保障人们出行

的安全，让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受

益。

冬天是寒冷的，但也会让人

感到温暖，正如那两位老奶奶一

般，奉献于世间那浓浓的暖意，

源自于火一般炙热的心。正是这

“神圣”的“火”，照亮了城市人

们回家的路；也正是这“神圣”

的“火”，点燃了我心中的一瓣

瓣心香。或许，它的温暖足够萦

绕一生。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
九（8）班 张新苗
指导教师 孙苹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了，我又可

以吃到奶奶亲手包的粽子了，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

一大早，奶奶就到山上去摘粽叶。

回家后，奶奶便到厨房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她将一大把粽叶泡在盆里，一遍一

遍认真清洗。再从柜子里拿出一袋白

白的糯米，倒在盆子里淘洗干净。

开始包粽子了。奶奶先拣出一片

没有虫洞，又青又长的粽叶，把它圈成

一个“小喇叭”，舀一勺糯米放进去，再

夹一个又大又红的枣儿放在中间，舀

一勺糯米，小心翼翼把“喇叭”填平。

接着，奶奶熟练地用剩余的粽叶将“喇

叭口”盖住。这时候，奶奶一手拿着粽

子，一手拿起一根麻线，咬着线的另一

头，左绕右绕，打了一个小结，便把粽

子严严实实包裹起来了。就这样，一

个有棱有角，又肥又大的粽子大功告

成了！

我走到奶奶跟前，一边给她捶着

背，一边说：“奶奶，我来帮您吧！”

“好呀，好呀！”奶奶开心地说。

我坐下来，依葫芦画瓢，学着奶奶

的样子包起粽子来。我一边包一边好

奇地问：“奶奶，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

子呢？”

奶奶慈祥地看了我一眼，说：“端

午节又叫端阳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

日之一，至今有 2000 多年历史，过端

午节是为了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传说屈原眼看国破家亡，悲愤

投身汨罗江。为了纪念屈原，使屈原

的身体免被鱼虾所食，世人就用粽子

驱赶鱼虾，从此，便有了这个习俗。”我

听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不知不觉，我们包了一大盆粽

子。奶奶把粽子放到锅里煮起来。我

守在锅边，眼巴巴望着，久久不肯离

开。奶奶笑眯眯地说：“傻孩子，你就

在这里守着吗？粽子要煮 40分钟，还

要在锅里焖两三个小时才能软糯香甜

呢！你去玩吧，粽子熟了，奶奶叫你。”

夜幕降临，晚饭时间到了，奶奶端

上一大盆香喷喷的粽子，我瞬间变成

了一个小吃货，一连吃了四个，肚皮都

快撑破了。

这个端午节真令人难忘啊！既吃

了美味的粽子，又学到了端午节的知

识。

洪雅县实验小学校
三（8）班 杨子昊
指导教师 李红艳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回望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征程，是

无数共产党人以坚定的信念、豪迈的

气概，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铺下

了民族复兴之路的块块基石。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

行，才弥足珍贵。”100 年的风风雨

雨，无数的党员用青春、热血和生命，

铸就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他们粉

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赶走

了烧杀抢掠，肆意践踏我锦绣山河的

日本强盗；推翻了连年内战，老百姓

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国民党反动派

统治。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中华

民族从此站了起来！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

真正的英雄。”英雄是一个时代的精

神坐标，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氢

弹之父”核物理学家于敏隐姓埋名

28 年，为推进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

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战争年代

浴血疆场的董存瑞，为了避免战友

大量牺牲，用身体顶住炸药包，拉

下导火线，炸毁了碉堡。俗话说

“文能定国，武能安邦。”英雄从来

不是某类人的“特权”，我们要不断

坚定理想信念，传承艰苦奋斗的作

风，努力成为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的时代先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中国共产党承载着人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100
年来秉持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

的立党初心，由最初的“一叶扁舟”变

为现在承载九千多万党员的“巨轮”，

其中最根本的“法宝”就是我们党始

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永远

扎根群众、依靠群众、赢得群众的信

赖与支持。作为 21世纪的我们要继

续保持和发扬“红船精神”，坚定理想

信念，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党史，传承党在

百年发展历程中积淀的“红色基因”，

有助于我们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

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重温党的光辉

历程，我们更要珍惜过往的成长，更

好地把握未来，时代可以变，初心永

不变，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

广汉市第九小学
六（4）班 李紫怡
指导教师 陈大会

去年暑假因为疫情影响来得迟，

刚一放假，我就迫不及待去了经常和

小伙伴一起玩耍的地方——“后山”。

那是一片树林，绿茵茵的，几棵大树

上挂着两张小吊床和一个秋千，那是

以前我们每天放学或周末都会去嬉戏

的地方。

那时，大家争抢两张吊床和秋千时

多么激烈啊，而此时，呈现在我眼前的

却是一个结满了蛛网，装满了黄叶的吊

床，还有一头断了线的秋千。看着遍地

的杂草，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我默默

地把两张吊床里的黄叶清扫了，使劲把

秋千断掉的线重新系上，便独自离开

了。

去年暑假，我们变了。

暑假的一天，我还去了表哥家里。

表哥比我大好几岁，我记得他曾经陪我

度过了最快乐的一个暑假。

那时，他刚上高一，我们经常一

起坐在电脑前拼命玩游戏，一起在池

塘里钓鱼，也一起在一张书桌上写暑

假作业。后来，表哥高中毕业后，没

考上大学就去打工了。此时，我们见

面了，他和我只是尴尬地笑一笑，然

后互相问一句：“你最近好吗？”“我很

好。”便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已经被迫

长大，听说要成家了。他变了，我也

变了，我们都变了。

去年暑假，我们变了。

就在开学前一周，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遇见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同学。

一年前，他转学去了县城，一年不

见，他长高了不少，就在那一刻，我们似

乎都有说不完的话想从嘴里涌出，可是

我们都没有说出来。只是相视一笑，就

偷偷回头，擦肩而去。因为我知道，他

变了，我也变了。

时光飞逝，转眼间，暑假已经悄然

离去，我已经踏进了初中的最后一道大

门——初三。尽管我们都在变，我已经

不再是从前那个我了，但是，我还有没

有变的，那就是继续努力求学，迎接中

考！

泸县得胜中学
2021级6班 徐帆
指导教师 胡基良

香喷喷的粽子香喷喷的粽子

本文取材于生活，将奶
奶包粽子的整个过程写得生
动传神。文中流露出奶奶对
我的爱，以及我们对爱国诗
人屈原的热爱，情真意切。

点
评

温暖的雪

作者以朴实的文
字，描绘了温暖的场
景。以小见大，运用反
衬手法，在叙述中抒发
真挚感情，我手写我心，
表现了普通人的坚守，
平凡中的伟大。

点
评

责任如磐 使命在肩

文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征程，于敏、董存瑞的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让
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点
评

难忘的难忘的
体育课体育课

作者描写了两个体
育课上玩的游戏，新奇
有趣，玩得开心。因为
有细致的观察，有准确
生动的遣词造句，文章
才让人如临其境。

点
评

老家的欢乐时光老家的欢乐时光

作者描绘了一幅真实的
农村生活画卷，用童趣的语言
介绍了农家小院和村小的学
习生活。简单的语言和干净
的画面让人对朴素的老家生
活心生向往。

点
评

去年暑假，我们变了

文章条理清晰，叙事生动
形象，具体展示了作者的
“变”，也就是作者的成长历
程，道出了对成长、成熟的思
考，感情真挚，追求坚定。

点
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