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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幸福
延陵学校 蒋若男

初夏的天，下午二三点钟，更是
一天里最难挨的时候，马路上焦干、滚
烫，脚踏下去柏油路都软绵绵的了，处
处在开化。空气又热又闷，像划根火柴
就能点着了似的。整个世界刺眼的亮，
令人口焦舌干，头昏眼花。放学了，我
终于熬过了炽热、烦躁的一天，可以回
家了。

当我路过一片建筑工地时，我震
惊了。地上是厚厚的灰，有些工人在搬
水泥，有的在扛黄沙，有的在往磨好水
泥的墙上洒水……我的目光被一个身影
吸引了。那是我邻家的一个伯伯，年老
体弱的他胡子拉碴，一头乱糟糟像鸡窝
似的头发，一双深凹下去布满血丝深沉
的双眸，四周是细细的鱼尾纹，树皮似
的脸上汗水在肆无忌惮地流着，干裂的
唇大口大口地呼着粗气，咸涩的汗水将
衣服浸湿。老爷子把铁锹插入沙子中再
用力撬起倒入推车中，这动作在反复地
进行着，随着他倒黄沙的动作，如雨般
的汗水顺着脸上的皱纹流入眼睛，但他
只是随手用那饱经风霜的老手肆意地摸
了一把又埋头苦干。刹那间我看见了他
眼中的坚毅。我的眼湿润了，当我想把
书包里多余的一瓶矿泉水给爷爷解渴
时，一个衣着光鲜的身影闯入我的视
线。“爷爷，我放学了，喝口水！”只见
那背着书包的男孩手拿着一瓶矿泉水，
走向爷爷，爷爷那浑浊的眼里闪射出欣
慰的光芒，嘴角漾起幸福的笑。“不用
啦，洋洋，我还有一点就弄完了，你等
我一下哈！”爷爷干得更起劲了。不一
会，散工时候到了，老爷子跟工友们道
了别，咧着嘴乐呵呵地牵着孙子向家走
去，夕阳的余晖照射在他们身上，炙热
的阳光不见了，留下了暖洋洋的余晖，
洋洋洒洒，他们的背影是那样的幸福！

（指导老师：唐国洪）

有了彼此，便有了阳光
华南实验学校六（1）班 朱奕菲

夜夜，，静悄悄的静悄悄的，，万籁俱寂万籁俱寂。。一阵阵凉凉一阵阵凉凉
的晚风轻抚着我和妈妈的脸的晚风轻抚着我和妈妈的脸。。

一切都是那么温暖一切都是那么温暖，，我跟妈妈漫步在回我跟妈妈漫步在回
家的路上家的路上。。手挽着手的画面手挽着手的画面，，是如此温馨是如此温馨。。

那滴滴雨声那滴滴雨声，，打破了这场宁静打破了这场宁静。。我们的我们的
心也急躁起来心也急躁起来。。我更加挽紧了妈妈的手我更加挽紧了妈妈的手，，寻寻
找一点依靠找一点依靠。。在前方有一个站台在前方有一个站台！！我们像我们像
百米冲刺般地百米冲刺般地““飞飞””了出去了出去。。

到达站台到达站台，，从滴滴雨声化为倾盆大雨从滴滴雨声化为倾盆大雨。。
还不时响起还不时响起““轰隆隆轰隆隆””的雷声的雷声。。如此唯美的如此唯美的
画面画面，，瞬间狼狈不堪瞬间狼狈不堪。。阵阵凉风吹来阵阵凉风吹来，，我的我的
心也凉凉的心也凉凉的。。不知此雨何时停不知此雨何时停，，不知何时到不知何时到
家家。。不久不久，，腿就麻木了腿就麻木了。。湿漉漉的椅子让我湿漉漉的椅子让我
无处可坐无处可坐。。

““阳光总在风雨后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请相信有彩虹。。风风
风雨雨都坚守风雨雨都坚守，，我一直会在你左右……我一直会在你左右……””一一
首歌使站台充满了阳光首歌使站台充满了阳光。。我抱紧妈妈我抱紧妈妈，，我们我们
似乎成了一尊雕像似乎成了一尊雕像。。我温暖着妈妈我温暖着妈妈，，她也感她也感
化着我化着我。。这动作沁人心脾这动作沁人心脾。。老天爷终于停老天爷终于停
止了哭泣止了哭泣，，这样的夜晚令人难忘这样的夜晚令人难忘。。

重新迈出回家的步子重新迈出回家的步子，，到家了到家了。。我回到我回到
房间房间，，凝视着窗外的景色凝视着窗外的景色，，想起了以前和妈想起了以前和妈
妈的时光妈的时光，，是那么美好是那么美好。。坐在窗前回忆今天坐在窗前回忆今天
的事的事，，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重新放了一遍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重新放了一遍。。
相互用身体温暖对方相互用身体温暖对方，，手挽着手回家手挽着手回家。。我不我不
禁看着妈妈的身影一笑禁看着妈妈的身影一笑。。

夜夜，，静静的夜静静的夜，，我看着悬在空中的月亮我看着悬在空中的月亮
和映在地上的月光和映在地上的月光，，沉思着沉思着。。

水水
运河中学八运河中学八((11))班班 方莹莹方莹莹

当第一场春雨来临当第一场春雨来临，，你是否感到勃勃生你是否感到勃勃生
机机？？那水滴飒飒落在亘古大地上的声音那水滴飒飒落在亘古大地上的声音，，是是
否时时刻刻叩击着你的心灵否时时刻刻叩击着你的心灵？？水滴润泽万物水滴润泽万物
之时之时，，是否悄悄震慑着你的灵魂是否悄悄震慑着你的灵魂？？是的是的，，这就这就
是是——水的力量水的力量。。

那么那么，，这灵性的水珠这灵性的水珠，，到底是从哪来的到底是从哪来的
呢呢？？

大约大约4646亿年前亿年前，，原始地球诞生原始地球诞生。。在太阳在太阳
系的外围存在着无数大小不一的星球系的外围存在着无数大小不一的星球。。在围在围
绕太阳运行的过程中绕太阳运行的过程中，，小星体频繁发生碰撞小星体频繁发生碰撞，，
地球正是在这一碰撞中汲取了许多其他星体地球正是在这一碰撞中汲取了许多其他星体
的物质的物质，，逐渐成为太阳系的一颗大行星逐渐成为太阳系的一颗大行星。。碰碰
撞会产生热能撞会产生热能，，地球正是利用这些热能使自地球正是利用这些热能使自
己处于炙热的状态己处于炙热的状态。。高温作用下高温作用下，，地球内部地球内部
的水蒸气溢出表面的水蒸气溢出表面，，成为大气的一部分成为大气的一部分。。

随着小星体的消失殆尽随着小星体的消失殆尽，，地球的温度开地球的温度开
始下降始下降。。水蒸气以雨的形式下降到大地上水蒸气以雨的形式下降到大地上，，
从而带来更多的降水从而带来更多的降水，，形成湖泊与海洋形成湖泊与海洋，这就这就
是是——地球上最初的液态水地球上最初的液态水。。

地球上的水资源有地球上的水资源有9797%%被盐化被盐化，，仅有仅有33%%
可直接利用的淡水资源可直接利用的淡水资源。。在这些淡水中又有在这些淡水中又有
22//33为冰川和积雪为冰川和积雪，，11//33存在于含水层存在于含水层，，潮湿潮湿
的土壤和空气中的土壤和空气中。。就是这有限的淡水就是这有限的淡水，，分配分配
又极不平衡又极不平衡。。世界每年约有世界每年约有6565%%的水资源集的水资源集
中在不到中在不到1010个国家中个国家中，，而占世界总人口而占世界总人口4040%%
的的8080个国家却严重缺水个国家却严重缺水。。水源最丰富的地水源最丰富的地
方是拉丁美洲和北美方是拉丁美洲和北美，，而在非洲而在非洲、、亚洲亚洲、、欧洲欧洲
人均拥有的淡水资源就少得多人均拥有的淡水资源就少得多。。

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大家应该都知道些节水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些节水的
生活小技巧吧生活小技巧吧！！

淘米水淘米水、、洗菜洗菜、、洗水果的水可以浇花洗水果的水可以浇花；；洗洗
衣服的水衣服的水、、洗脸水洗脸水、、洗澡水存储到桶内洗澡水存储到桶内，，可以可以
用来拖地板用来拖地板、、冲厕所冲厕所。。水龙头的水嘴根据需水龙头的水嘴根据需
要更换成小口径要更换成小口径，，这样可以把大流量的水龙这样可以把大流量的水龙
头更换成小流量头更换成小流量，，用流水冲洗东西时就相当用流水冲洗东西时就相当
省水了省水了。。

人们看到一片汪洋的舒适人们看到一片汪洋的舒适，，看到一条瀑看到一条瀑
布的惊喜布的惊喜，，走过一条小溪的喜悦走过一条小溪的喜悦，，躺在一条河躺在一条河
边的平静……那是流行娱乐项目与大众媒边的平静……那是流行娱乐项目与大众媒
体所无法取代的体所无法取代的。。水给人精神层面的满足水给人精神层面的满足，，
是任何其他资源无法代替的是任何其他资源无法代替的。。希望人类可以希望人类可以
帮助大自然帮助大自然，，留下更多的水域留下更多的水域，，净化更多的湖净化更多的湖
泊泊，，防止溪流岸边的土石滑落防止溪流岸边的土石滑落，，给人更多的空给人更多的空
间去亲水间去亲水、、近水近水。。（（指导老师指导老师：：钱建国钱建国））

减肥的故事减肥的故事
正则小学五正则小学五（（99））班班 邢沐轩邢沐轩

从我记事起从我记事起，，妈妈就说她胖妈妈就说她胖，，嚷嚷着要嚷嚷着要
减肥减肥。。她绞尽脑汁尝试了各种办法她绞尽脑汁尝试了各种办法，，喝减肥喝减肥
茶茶，，不吃晚饭不吃晚饭，，去健身房去健身房，，吃酵素……但好像吃酵素……但好像
都没有奏效都没有奏效，，妈妈一直不满意妈妈一直不满意。。

有一天有一天，，妈妈突发奇想妈妈突发奇想，，立志五点半开立志五点半开
始晨跑始晨跑，，爸爸也踌躇满志爸爸也踌躇满志，，准备随她一起去准备随她一起去，，
我听了笑呵呵我听了笑呵呵，，预言他们一周都支撑不住预言他们一周都支撑不住。。
果然果然！！他们跑了三天就倒下了他们跑了三天就倒下了。。那天六点那天六点
半了还没动静半了还没动静，，我推开房门一看我推开房门一看，，呵呵！！两人两人
睡得正香呢睡得正香呢，，九头牛也拉不起来九头牛也拉不起来。。我高声叫我高声叫
醒妈妈醒妈妈：“：“起来跑步啦起来跑步啦！”！”妈妈睡眼惺忪妈妈睡眼惺忪，，咕哝咕哝
道道：“：“早晨空气污染严重早晨空气污染严重，，不能跑的……不能跑的……””

妈妈还听说爬山对减肥卓有成效妈妈还听说爬山对减肥卓有成效，，便参便参
加了个登山户外群加了个登山户外群，，大张旗鼓地在网上购买大张旗鼓地在网上购买
了一些登山用品了一些登山用品，，户外运动装户外运动装、、登山鞋登山鞋、、登山登山
杖……妈妈又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她的杖……妈妈又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她的““登山登山
大计大计””——爬茅山爬茅山，，谁知谁知，，刚爬了小半刚爬了小半，，她就她就
气喘吁吁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汗流浃背，，面露难色面露难色，，默默地坐在默默地坐在
一块山石上不动了一块山石上不动了。。

这几天这几天，，妈妈晚饭后就没了踪影妈妈晚饭后就没了踪影，，说是说是
去快走去快走，，谁知道她能走几天呢谁知道她能走几天呢？？我觉得妈妈我觉得妈妈
减肥不成功的原因是减肥不成功的原因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还有还有，，我想说我想说：：妈妈你并不胖妈妈你并不胖，，瞎折腾什么瞎折腾什么
呀呀！！（（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徐梦吟徐梦吟））

人类，你爱你们自己吗？
省丹中高二（16）班 徐乐怡

人类，你爱你们自己吗？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记忆都被清除，

彻底地清除，人类被格式化，他们有名字，
或许该叫代码，他们有家人，或许该叫组
合，他们有着平静有序的标准化生活，听
起来很完美，不是吗？

但是人类，他们忘记了自己从何处
来，忘记了那些古老的传说。忘记是什么
让他们走出伊甸园，是什么领他们逃离了
天地混沌。

曾经有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用自
己的身躯化作高山大地，化作风云雷雨，
化作花草满地，化作遍地福音；曾经有一
匹母狼，它哺育了一个婴孩，从此创造了
一个民族的勇敢和坚强；曾经有一群人，
他们傍山而住，依水而居，他们爱每一朵
花、每一片云，他们热爱天地，爱万物生
灵。

他们有雪的纯净，有海的宽广，他们
有欢歌笑语，有圣诞的赞礼，有充满爱的
心和永远的孩子气。

他们是你们自己啊，人类，你爱你们
自己吗？

当单调的世界一点点得到多彩，罪
恶和苦难便伴着美好而来。

他们拥有了甘甜的水，有了充饥解
渴的瓜果蔬菜，有了牢固不可摧的围墙，
有了锋利不可挡的武器。于是，他们想要
更多更多。于是，他们学会了嫉妒，学会
了仇恨，学会了狂妄自大和不择手段。普
罗米修斯还在悬崖上受苦，可人类，已自
己抛弃了光明，人面蛇身的上神停下捏泥
捧工的手，不明白她亲手塑造的子民们，
为何开始自相残杀，争相毁灭。

“人们很脆弱，人们很自私，当他们
可以自由选择时，他们每次都选错。”

战争、杀戮，每个世纪都在上演血腥
屠杀和种族清洗。饥饿、贫穷、非法捕猎、
滥杀无辜……多少年血雨腥风，多少次生
灵涂炭。

人类失去了最后的人性和最起码的
良心，可他们是你们自己啊，人类。

你们还敢爱你们自己吗？
生活固然充满遗憾，可是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忘掉爱的能力，打败罪恶的从来
不是罪恶，驱散黑暗的从来不是黑暗。从
圣经到佛陀，从孔夫子到苏格拉底，圣贤
们都在宣扬爱的教义，关于同情，关于感
恩，关于宽容，关于原谅……我们不该责
备风，所以我们也不该责备爱，所以爱你
们自己。

我的幸福，我的奶奶
折柳中心校五（1）班 毛雪菲

我的奶奶，每天都打理着家里大大
小小的家务。她用她那苍老的手为我们
的家撑起一片蓝天。她就像那不知疲劳
的老雕，把她的全部奉献给一家老小。

有一次，我在学校里遇到了不顺心
的事，正憋着一肚子气，放学后，见还没
有家人来接我，便怒气冲冲地到处转悠
着。一会儿，见奶奶来接我了。我的气
一下蹿了上来，冲奶奶撒气：“为什么是
你来接我？妈妈呢！”我一边说一边把书
包往地上重重地一摔，“拿书包！我自己
走回家！”奶奶把车停下，把书包拿上车，
走上前和蔼地对我说：“走吧，回去做作
业了。你妈妈爸爸还等着我回去烧晚饭
呢！”“不走，就不走。”我倔强地说。奶奶
叹了一口气，好一阵子连哄带骗，把我扶
上了车。上车后，我还不解气，一路上嘴
里嘟囔着。

到家后，奶奶又去厨房里干活了。我
坐在客厅里看着课外书《天黑了，回家
吧》。我读完文章，心中的愧疚之情油然
而生。文中的那个小女孩和我有不少相
似之处，一开始，她瞧不起保姆奶奶，故意
为难她，对她发脾气。可保姆奶奶一次又
一次地宽容、忍让。最后，小女孩终于认
识到了奶奶的伟大——宁可自己受委屈，
也不让我受伤害，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可亲
的人。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奶奶。我总是
对她挑三拣四，心怀不满，她却忍受着我
对她的一次又一次伤害，依然关心着这个
家，我真是不应该啊！

这时，我看到奶奶在厨房干活干得
满脸都是豆大的汗珠。我轻手轻脚地走
了过去，帮奶奶敲了敲背。奶奶转过头
来，微笑着说：“咦？今天你怎么有空给
奶奶敲背呀！”奶奶笑了，我也开心地笑
了。一老一小的笑声回荡在家的上空。

（指导老师：胡宏毅）

不要钱的卖艺人不要钱的卖艺人
第八中学第八中学 翟雨欣翟雨欣

每一次走到人民广场每一次走到人民广场，，在新华书店在新华书店
门口的那个台阶上门口的那个台阶上，，总是坐着一位老爷总是坐着一位老爷
爷爷。。那老爷爷看上去十分年迈那老爷爷看上去十分年迈，，原本的原本的
满头青丝早已在岁月的消逝中变得花满头青丝早已在岁月的消逝中变得花
白白，，那双被岁月侵蚀的粗糙的手静静地那双被岁月侵蚀的粗糙的手静静地
放在琴键上放在琴键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琴，，它它
的音色不像琵琶一样欢快悦耳的音色不像琵琶一样欢快悦耳，，也不像也不像
提琴一般流连婉转提琴一般流连婉转。。那琴早已斑驳了那琴早已斑驳了，，
琴上的琴丝也有几根已经打上了锈斑琴上的琴丝也有几根已经打上了锈斑，，
但我每次看到这个老爷爷时但我每次看到这个老爷爷时，，他都在专他都在专
心地弹着曲子心地弹着曲子。。

老爷爷静坐在阶梯之上老爷爷静坐在阶梯之上，，身旁还放身旁还放
着一个破碗着一个破碗，，里面有着零零星星的几元里面有着零零星星的几元
钱硬币钱硬币，，手上的琴散发着苦涩的音手上的琴散发着苦涩的音，，仿佛仿佛
是一个迷了路的孩子在路旁哭泣是一个迷了路的孩子在路旁哭泣。。我悄我悄
悄走近悄走近，，在他的破碗里放了几个硬币在他的破碗里放了几个硬币，，然然
而他并不像其他艺人一样而他并不像其他艺人一样，，在别人给钱在别人给钱
后不住地说谢谢后不住地说谢谢，，也不像他们一样不停也不像他们一样不停
地问身旁走过的人要钱地问身旁走过的人要钱。。我在离老爷爷我在离老爷爷
不远处的地方坐下不远处的地方坐下，，只见老爷爷的眼神只见老爷爷的眼神
专注地盯在手中的琴上专注地盯在手中的琴上，，苦涩的音符在苦涩的音符在
他的指尖流动他的指尖流动。。就在这时就在这时，，旁边走来了旁边走来了
一位年轻人一位年轻人，，他往老爷爷的碗里扔了一他往老爷爷的碗里扔了一
张十元纸币张十元纸币，，见老爷爷无视自己的见老爷爷无视自己的““善善
举举”，”，便开始对老爷爷骂了一句便开始对老爷爷骂了一句，，老爷爷老爷爷
像是全然听不见一样像是全然听不见一样，，依旧自顾自地弹依旧自顾自地弹
着琴着琴。。突然间突然间，，一个卖艺人的品格一个卖艺人的品格，，如同如同
罗马古城墙上厚重的浮雕在我的面前罗马古城墙上厚重的浮雕在我的面前，，
在阳光下闪着熠熠的光……在阳光下闪着熠熠的光……

中国梦我的梦中国梦我的梦
———参观军舰有感—参观军舰有感
云阳学校七云阳学校七（（11））班班 朱浩文朱浩文

期中考试刚过期中考试刚过，，家委会为了让我们更家委会为了让我们更
好地进入下半学期的学习好地进入下半学期的学习，，就想让我们放就想让我们放
松一下松一下。。经过几次讨论经过几次讨论，，便有了此次的上便有了此次的上
海行海行。。

44月月 3030日清晨日清晨，，迎着朝霞迎着朝霞，，我们出发我们出发
了了。。33个多小时后个多小时后，，大巴车已带着我们来大巴车已带着我们来
到了黄浦江边到了黄浦江边。。又拐了两个弯又拐了两个弯，，映入眼帘映入眼帘
的是一个长约的是一个长约 100100多米多米，，宽约宽约 5050米米，，高近高近
2020米的蓝灰庞然大物米的蓝灰庞然大物，，它倚在浦西岸它倚在浦西岸，，不不
怒自威怒自威，，睥睨天下地静静伫立着睥睨天下地静静伫立着。。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们来到了哪里我们来到了哪里？”？”同同
学们的眼睛瞪得似铜铃学们的眼睛瞪得似铜铃，，纷纷讨论着纷纷讨论着，，想想
要揭开他神秘的面纱要揭开他神秘的面纱。“。“这大船是这大船是？？既然既然
是来参观军营是来参观军营，，那肯定是军舰那肯定是军舰！”！”我在心中我在心中
快速地推理着快速地推理着。。震撼震撼，，绝对的震撼绝对的震撼！！现在现在
已经找不到任何词语来形容我的激动了已经找不到任何词语来形容我的激动了，，
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在家委会主任的带领下在家委会主任的带领下，，我们鱼贯下我们鱼贯下
了车了车，，来到了近前来到了近前，，大家的心都为之一振大家的心都为之一振：：
铁铸的身子铁铸的身子，，厚重而安逸厚重而安逸，，高高的桅杆高高的桅杆，，威威
风而稳重风而稳重，，那大大的船舱那大大的船舱，，仿佛饱经磨砺仿佛饱经磨砺。。

排好队伍排好队伍，，走上了舷梯走上了舷梯，，这是我们第这是我们第
一次登上海军战舰一次登上海军战舰，，换作是谁都会按捺不换作是谁都会按捺不
住兴奋的心情住兴奋的心情，，可是我们在这威严的可是我们在这威严的““大大
家伙家伙””面前面前，，在庄严的国旗和军旗下在庄严的国旗和军旗下，，却很却很
严肃严肃。。陡峭的楼梯是军人的象征陡峭的楼梯是军人的象征，，是过去是过去
艰苦训练的证明艰苦训练的证明，，随着那位海军叔叔的步随着那位海军叔叔的步
伐伐，，我们来到了军舰二楼的餐厅我们来到了军舰二楼的餐厅。。在干净在干净
整齐的餐厅里整齐的餐厅里，，舰长伯伯给我们看了介绍舰长伯伯给我们看了介绍
片片，，我才知道这是登陆舰我才知道这是登陆舰。。一般用湖命名一般用湖命名
的是补给舰的是补给舰，，用市县命名的是驱逐舰和巡用市县命名的是驱逐舰和巡
洋舰洋舰，，用山命名的为登陆舰用山命名的为登陆舰，，而省而省，，则用来则用来
命名航母了命名航母了。。

接着接着，，当班的海军叔叔带我们来到了当班的海军叔叔带我们来到了
一个巨大的库房里一个巨大的库房里，，只见地上很有规律地只见地上很有规律地
有着几排圆圈样的小洞有着几排圆圈样的小洞，，咦咦？？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的的？？这时这时，，海军叔叔告诉我们这里是停放海军叔叔告诉我们这里是停放
直升机的地方直升机的地方。。

然后我们来到军舰的控制室里然后我们来到军舰的控制室里，，这里这里
布满了各种控制开关和机器面板布满了各种控制开关和机器面板，，安装着安装着
很多电子设备和控制系统很多电子设备和控制系统，，显得机关重显得机关重
重重。。一个个新奇的装置吸引了我们所有一个个新奇的装置吸引了我们所有
人的目光人的目光，，男孩子们纷纷好奇地盯着那些男孩子们纷纷好奇地盯着那些
令人搞不懂的按钮令人搞不懂的按钮，，故意挺起身子故意挺起身子，，犹如犹如
想象中英勇的舰长一样想象中英勇的舰长一样。。

最后最后，，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0303甲板上甲板上，，看到了几看到了几
个副炮个副炮，，它是一座塔的样子它是一座塔的样子，，上面有着一个上面有着一个
180180度无死角转向枪管度无死角转向枪管，，六根在一起六根在一起，，内设内设
冷凝水冷凝水，，冷却枪管冷却枪管。。呵呵，，这枪的射速可没谁这枪的射速可没谁
了了！！一分钟几千发子弹一分钟几千发子弹，，可以形成密集可以形成密集
阵阵。。而主炮就更厉害了而主炮就更厉害了，，自带瞄准系统自带瞄准系统，，范范
围之大之广围之大之广，，令人咋舌令人咋舌！！那么那么，，所有胆敢侵所有胆敢侵
犯中华之雄威的敌人犯中华之雄威的敌人，，皆败于此枪之下皆败于此枪之下。。

离开时离开时，，海军叔叔敬着军礼目送我海军叔叔敬着军礼目送我
们们，，我望着无尽的滚滚江水我望着无尽的滚滚江水，，依旧难以平依旧难以平
复心情复心情：：这次参观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次参观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了祖国的强大了祖国的强大，，解放军的坚毅解放军的坚毅，，也让我感也让我感
受到强军强国的梦想要靠我们来实现受到强军强国的梦想要靠我们来实现。。
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成为军人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成为军人，，但是我相信但是我相信
我们中一定会有优秀的工程师我们中一定会有优秀的工程师、、顶尖的技顶尖的技
术专家术专家，，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
我们的中国梦我们的中国梦。。（（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荆亚珍荆亚珍））

妈妈是一滴水
正则小学五（9）班 王心锐

我的妈妈长得很漂亮，也很温柔，她
最爱我了。可她在我的眼里却是一滴水，
都是小水滴那样无数的小事……

前年我和妈妈去北京，火车进站了，
妈妈紧紧拉着我的手，生怕我上火车时碰
着，磕着。在火车上，车厢里开着空调，妈
妈把身上的长袖衣脱给我，自己冷得缩着
身子，还和我讲着沿途的风土人情。

去年深秋，妈妈和我从姥姥家回自己
家，路上下起了小雨，只有一把小伞，妈妈
始终把伞撑在我的头上，等到了家，妈妈的
身上已经淋湿了，冷得瑟瑟发抖，却没有任
何怨言！

去年冬天，下着大雪。妈妈来学校接
我回家，我没戴手套，妈妈把她的棉手套给
了我，我的小手伸进去，手里、心里一阵温
暖。回到家，妈妈粉嫩的手被冻得发红了，
脸上挂着的却是微笑。

今年夏天，妈妈带我去游泳，路上我
们满头大汗，妈妈掏钱给我买了冰红茶。
我把水递给妈妈把水递给妈妈，，她一口都没喝她一口都没喝。。可回到可回到
家里后家里后，，妈妈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半壶凉妈妈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半壶凉
开水开水，，边喝还边说边喝还边说：“：“干死了干死了！！干死了干死了！！””

这学期刚开学这学期刚开学，，因为在空调房里待的因为在空调房里待的
时间太长时间太长，，我得了重感冒我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发高烧，，住进医住进医
院院。。妈妈陪着我两夜没合眼妈妈陪着我两夜没合眼，，三天时间三天时间，，妈妈
妈瘦了五斤妈瘦了五斤，，她居然还笑着对同事说这是她居然还笑着对同事说这是
减肥的好办法呢减肥的好办法呢！！

妈妈在我的眼里就是一滴小水滴，可
这小水滴却反射着太阳的万丈光芒！

（指导老师：秦曼村）

我的好老师我的好老师
正则小学四正则小学四（（66））班班 林哲一林哲一

她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她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一头豆芽菜似的一头豆芽菜似的
卷发卷发，，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表扬同学的时候嘴表扬同学的时候嘴
角会微微上扬角会微微上扬，，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给人留下深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给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刻的印象。。对对！！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柴老柴老
师师。。

柴老师她那能说会道的嘴巴常常能让班上柴老师她那能说会道的嘴巴常常能让班上
上课时表现不好的学生理屈词穷上课时表现不好的学生理屈词穷，，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
瞧瞧，，我们班我们班““大名鼎鼎大名鼎鼎””的捣蛋鬼上课又开始破坏的捣蛋鬼上课又开始破坏
课堂纪律了课堂纪律了，，柴老师和他可是斗智斗勇柴老师和他可是斗智斗勇，，她对全她对全
班同学说班同学说：“：“我们对这位同学最有效的惩罚就是我们对这位同学最有效的惩罚就是
不理他不理他，，继续认真上课继续认真上课。”。”果不其然果不其然，，这位同学见这位同学见
没人睬他没人睬他，，自己也只能乖乖听课了自己也只能乖乖听课了。。这时这时，，我想我想
对您说对您说：“：“老师老师，，您真棒您真棒！”！”

柴老师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柴老师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我永远也忘不我永远也忘不
了她那独特而优秀的教学方法了她那独特而优秀的教学方法：：柴老师看见前几柴老师看见前几
天科学老师给每人发了几条蚕宝宝天科学老师给每人发了几条蚕宝宝，，下课的时候下课的时候
大家都在一起讨论蚕宝宝的大家都在一起讨论蚕宝宝的““饮食饮食””情况情况，，许多同许多同
学都说家里桑叶不够吃学都说家里桑叶不够吃。。于是于是，，柴老师就在上班柴老师就在上班
的路上采一些桑叶带来班上的路上采一些桑叶带来班上，，她机智地表示她机智地表示，，表表
现出色的同学就能获得这份奖励现出色的同学就能获得这份奖励。。全班同学就全班同学就
这样被她这样被她““俘虏俘虏””了了。。

这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柴老师这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柴老师，，一位令人敬佩一位令人敬佩
的好老师的好老师！！（（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柴静梅柴静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