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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老书记精神传承老书记精神
追梦新时代华西追梦新时代华西

本报记者 宁 靖 郭 瑞 通讯员 杨荣国 黄志才 蔡勤娟

坐落于江阴市华士镇西面的华西村，素有“天下第一村”美誉。“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文化典范村示范点”“全国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乡镇企业先
进企业”……诸多荣誉称号的背后，凝聚着华西传奇的缔造者吴仁宝老书记毕生的心
血。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新世纪腾飞……半个多世纪以来，
吴老书记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把昔日贫穷落后的华西村建设成了道路宽
广、别墅林立的“全国首富村”。

“鼓了钱袋子，不忘小孩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吴老书记对教育十分关注。在
他的号召下，村内投资建设的华西实验学校拔地而起，六个烫金大字的校名由他亲自
题写。今天，在这里，同学们聆听老书记事迹，学习老书记精神，尽管吴老书记已于
2013年逝世，但他的精神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西学子。

2018年12月18日，在全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华西村改革发展的带头
人吴仁宝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1.不忘初心，村民装心中
华西实验学校八（6）班的赵卓然从小就常

听爸爸讲吴老书记的故事，在他心目中，“老书
记是个无私的人，心里想的都是人民。”

华西村1961年建村时，集体累积资金1764
元，人口 667人，欠债 1.5万元，人均分配 53元，
是不折不扣的贫困村。时任华西大队党支部
书记的吴仁宝决心改变这一切：在“农业学大
寨”运动中，吴老书记带着群众建电站、修水
渠，把造村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短短几年，
就把华西村这个当地最小最穷的村落建设成
为当时江阴县的样板村。“我是穷过来的，看到
有人穷我就心疼，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穷人过好
日子，这是我的原动力。”怀着这份使命感，吴
老书记又大胆尝试“以工补农”，冒着被扣上
“资本主义尾巴”罪名的风险，“偷办”为农服

务的小五金厂。正是这一决策，使华西

拥有了工业发展的“第一桶金”，并从此逐步走
上工业兴村的道路。

如今的华西村村民，早已搬进富丽堂皇的
欧式别墅，而吴仁宝故居却是一幢上世纪70年
代盖的平房，屋内陈设简洁、朴素，直到2013年
3月 18日病逝，吴老书记一直居住于此。他曾
说：“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
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幼年家境
贫困的经历使吴老书记始终心系村民幸福，却
对自己订下严格的“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
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
子。如今华西实验学校的同学们坐在窗明几净
的教室，深切缅怀身居陋室、富民为先的吴老书
记，咀嚼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养分，已读中学的
赵卓然感触很深：“我们要珍惜华西发展的成
果，向吴老书记学习，多为他人着想。”

2.凝心聚力，造福更多人
在华西之路展览馆，一张张历史照片诉说着华

西村50余年的沧桑巨变，其中每每可见吴老书记身
影。在一张颇具沧桑感的黑白照片上，年轻的吴老
书记肩扛锄头，挽着裤腿，与群众一道劳作归来。“艰
苦奋斗、团结归口、服从分配、实绩到位”，这16字的
华西精神，引领“老”华西人实现从穷到富的转变，也
勉励着越来越多“新”华西人成长和奋斗。

从华西村的地标性建筑物——74 层的龙希国
际大酒店顶层俯瞰，一排排标志性的红顶别墅井然
有序，更多近十年来新建的别墅群环绕在它们周围，
或星星点点，或带状分布，一直延伸至山的另一面。

“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
富，全国富了才算富。”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

左邻右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三不忘”常

被吴老书记挂在口边。自 2001年 6月起，华西村通
过“一分五统”（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
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
放，村建统一规划）方式，陆续将周边20个村并入华
西，“小华西”变成了如今的“大华西”。

大华西集结了周边县乡乃至更远地区的人民群
众，各家各户虽然生活习惯不同，乡音各异，但共同
不变的是强大的凝聚力和建设“新华西”的决心。八
（1）班的王仁果就是这样一名“外乡人”，老家远在贵
州的他，早已和华西的小伙伴打成一片。遇到同学
之间闹了矛盾，他常常会耐心调解，俨然是华西的

“小主人”，“这里就是我的家，遇到困难，我就想想老
书记会怎么做。团结合作，把大家拧成一股绳，才能
创造更加美好的华西！”

3.立志担当，致敬老书记

慢跑、加速跑，不断交替练习，汗水早已浸湿了他的衣服，但
脚下的步伐没有放慢一丝。天色渐晚，江苏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的操场上，邓淳倔强的身影仍在坚持。在九（7）班姜晨阳看来，
每次足球训练，九（10）班的邓淳总是最认真的那一个。

作为球队的队长，邓淳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而对待球员，邓
队长又很有方法。面对紧张的训练，他利用休息时间为队员们
表演花式足球，或是说些笑话为大家缓解压力。但在正式比赛
时，邓淳的表情就会变得严肃起来，姜晨阳说：“只要在赛场上看
到他都觉得很安心。”记得最近一场比赛，双方“战事”激烈，对方
11名球员全是老队员，而己方只有3名老队员，上半场成绩有些

“惨淡”。为了调动士气，邓淳在下半场发球前大声地喊着“加
油”，这声鼓励像一个“接力棒”在队员口中传递，昂扬的斗志“撑
爆”整个赛场，连观众们都忍不住为他们队加油、鼓劲。虽然下
半场全队表现很好，但还是以一球之差负于对手。谈起这场比
赛，队员们虽然有些遗憾，但颇受鼓舞，“队长教会了我们面对强
大对手时，不要惧怕，稳住阵脚，才有胜利的希望。”

“可靠”是青涩的邓淳留给队员们的印象，在队友姜晨阳的
心里，邓淳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值得自己学习。小学时，姜晨阳总
喜欢缠着妈妈要最新款球鞋、帅气的书包，每次穿着新鞋听到同
学们称赞时，姜晨阳总会十分开心。而邓淳脚上最贵的球鞋只
要 32元，穿到鞋钉全部磨秃、鞋面破损不堪才罢休，书包、铅笔
盒等学习用品同样总是旧的，但他依然很满足，常说“东西够用、
能用就行”。无论是在课堂还是足球场，邓淳的表现都十分耀
眼，在与他相处时，姜晨阳也渐渐把关注点放到学习上。感受到
姜晨阳的改变，邓淳每天放学后都会辅导他写作业。记得有一
段时间，空间想象题难坏了姜晨阳，而邓淳凭借着自己的一双巧
手，没几下就像变魔术似的重现了题目中的几何体，展开、折叠
反复几次，姜晨阳很快就弄明白了。

从邓淳身上，姜晨阳明白“可靠”不是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
后天不断努力的结果，现在他也向邓淳看齐，努力做一名“可靠”
的少年！（邓淳获得2018年度《关心下一代周报》“冰凌花”奖学
金）

绿茵场上的“可靠”少年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郭升强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

爷爷在今年元旦贺词中的这段话铿锵有力，振奋人
心。奔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追梦人，不管乱云飞
渡，不管风吹浪打，都能“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
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
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习爷爷的话让我们倍感
亲切，倍受鼓舞，因为我们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

当好新时代的追梦人，就要学习“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吴仁宝老书记就是一位最可爱的人。他带领
乡亲把一个贫困村建设成“全国首富村”“天下第一
村”，但他严守自己的“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
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不住全村最好房子。追梦人
是无私奉献的人，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人，是

“撸起袖子干”“挥洒汗水拼”的人。站在新一年的起
点上，少年朋友们，让我们下定决心：做人就做这样
的追梦人。

梦想在奋斗中绽放
周毅之

告读者：本期出版后本报将短期休刊，2月22日恢复正常出版。提前祝读者们寒假和春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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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为华西学
子参观吴老书记故
居。

“您最关心的是国家大事/心里牵
挂着的是/小华西走向大华西的共同富
裕/您和老一辈华西创业人的艰辛/让
曾经彷徨、无助、胆怯的我/有了迎难而
上的勇气和不忘初心的坚守……”

2018 年 3 月 18 日，是吴仁宝老书
记逝世五周年。在校德育处组织下，华
西实验学校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主题
班会、手抄报、校园广播、情景剧……在
大型诗歌朗诵会上，这段声情并茂的诗
朗诵寄托了同学们对老书记的无限哀
思，悲伤过后，更多的是华西少年的
思考与感悟。

“在老书记心里，只有工
作，没有休息；只有村民，没

有自己；只有集体，没

有个人。他理解群众的需求，真正做到
为民着想，这种高尚的情操令人肃然起
敬。”在学习吴仁宝精神活动中，八（8）
班的朱梓熙有感而发，同时一种强烈的
责任感萦绕在他心头：“新时代的我们
生活幸福，也面临更多的挑战，我们有
责任让自己变得更好。”朱梓熙的理想
是当一名大学老师，“老师教书育人、传
承文化，我现在要好好学习领会，将来
在工作岗位上将吴老书记的精神更好、
更广泛地传递下去、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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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版征稿主题 1.过年那些事儿 2.为自己点赞 3.感谢我的家 4.我身边的“老外” 5.啊，原来如此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中心小学六（4）班 居欣悦

指导老师 张萍莉

生活美如画

我 有 巧 巧 手

（儿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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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辅仁中学初二（5）班 伍思蕊 指导老师 冯 菊

笑容笑容最最温暖温暖花季雨季

南通市通州区东社学校南通市通州区东社学校
六六（（22））班班 阚张颖阚张颖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张淑玲张淑玲

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2018 最初认识她，是帮妈妈去云柜取快
递。伴随着“嘀——”一声，我的心却拔凉
拔凉的——最高最大的一个柜子开了，可
任凭小小的我怎么踮起脚，也够不着高高
的它！我沮丧极了。

就在这时，一只手出现了——粗糙的、
布满老茧的手！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区
里的清洁工。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工作
服，乌黑的头发中夹杂着几根银丝，脸上有
一些细细的皱纹，眸子里带着温暖的、甜丝
丝的笑容：“小姑娘，我来帮你吧！”阿姨把
包裹递给了我，我连声道谢。

阿姨打趣地说：“不用谢！不过，你可
要多吃点米饭哦，你看你，又瘦又小，简直
就像根小竹竿嘛！”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
头。阿姨抬头看看天，又冲我笑笑：“我可
得抓紧时间了，做完工还得赶快回去给家
里的‘小兔崽子’做饭呢！还得盯着他写作
业……”阿姨笑着朝我挥手再见，笑眯眯的

样子，牙齿又白又齐，真好看！
再见这位阿姨，是因为我帮妈妈给小

区里的同事送她亲手包的饺子。小区有好
几个门，又有好几个园子，我在小区里转来
转去，像走迷宫一样。拿着妈妈给的地址，
路痴的我，简直是悲伤莫名啊！

东张张西望望的我，几次与一位阿姨
相遇，阿姨实在忍不住好奇：“小姑娘，你这
是在做啥哩？咋老是转圈子？”我也不想
啊，只能哭丧着脸没有回答。“哈哈，迷路了
吧？”阿姨那粗糙的大手正紧紧握着竹扫
帚，“哗——哗——”，一下一下地在小路两
边来回穿梭，“这路哇，是绕得很，要不是天
天扫，我也会迷路的！告诉我呢，要去哪
里，阿姨给你做向导……”我惊喜地发现，
这不就是上次遇到的那位阿姨嘛，她可真
是我的大救星，每次我一遇到困难，她就出
现了。阿姨也认出了我，甜甜地笑了：“小
姑娘，我们俩可真是有缘啊！”

冬日的天空，雾霾笼罩。妈妈喊道：“出门记
得戴口罩。”我翻出唐婆婆送给我的口罩——内心
的温暖皆因这份贴心而又特别的礼物。那是
2018 春天的一个清晨，我正准备背着书包去上
学，突然，邻居唐婆婆叫住了我，递给我一只口罩，
笑着说：“春天梧桐树的‘毛毛’很多，出门一定要
戴口罩，我做的这个口罩送给你。”我接过口罩，灰
棉布材质，点缀着白色的斑点，只见上面还绣了一
只可爱的粉色小猪呢。在我仔细地看着这漂亮的
口罩时，不由得鼻子一阵奇痒，用力地打了一个喷
嚏。唐婆婆和蔼地说：“赶紧把口罩戴上吧。”我很
高兴认识这位热心的唐婆婆，她只是我们的邻居，
却经常送来一份份别样的礼物。还有一次，爸爸
出差，妈妈加班到了晚上七点多还没有回来，我一
个人在家做完作业，肚子饿得咕咕叫，正在发愁的
时候，唐婆婆来敲门，手里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饺
子！ 选自《别样的礼物》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六（2）班 钟佳瑜
指导老师 徐莉娟

今冬的第一场雪，来得很是张扬，不一会儿，
田野里、道路上、小河边、屋顶上……到处是白茫
茫的一片。清晨，打开窗，银装素裹，恍若童话世
界。可烦恼也随之而来，这么大的雪，只能乘车去
学校了。雪后的街道，清冷而寂静，等了好久，也
不见公交车的踪影，眼看就要迟到了，我急得不知
如何是好。正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救星”般停在
了我身旁。“到初级中学多少钱？”“和平常一样，上
车吧。”没涨价？我有点意外。车内开着暖气，暖
暖的，师傅很健谈，一上车就打开了话匣子：“下雪
天，路不好走，我五点就出来了，就想着多送几趟
学生。”外面的雪，还在密密地下着，我的心底却升
起丝丝暖意。到学校了，门卫师傅正在紧张地忙
碌着，细密的雪花落在他们头上，钻进他们衣领
中，他们一边挥动着扫帚，清扫着门前的积雪，一
边轻声提醒着同学们“小心地滑”。通往教学楼的
路上，早已扫出了一条大道，铺上了防滑的毡子，
红色的毡子映着晶莹的雪光，格外靓丽。

选自《温暖的雪花》
射阳县初级中学八（14）班 王 悦

指导老师 王 明

读罢阚张颖同学的文章，你是不是
也和小编一样，眼眶湿润了……是什么
样的精神打动了你我，是坚强，小作者小
小年纪却自强不息；是温暖，热心的老
师、同学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更多的
是因为“热心”的小作者在将爱“传递”！
回望 2018，我们在深情牵挂中收获美
好。小区这位风趣爱笑的阿姨、医生亲
切的叮嘱、唐婆婆的手工口罩、“救星”出
租车司机、设计暖心红包的同学……一
个个不经意的小举动，传递的是无穷的
力量，温暖了你，温暖了我，温暖了大家
——于是有了本期“温暖2018”！嘿，
瞧同学们笔下，记录的是成长，是刻骨
铭心的2018！这样的文章就能从众
多来稿中脱“稿”而出！

——你的朋友 高 丹

这是一件离 2019 最近的让我感动的事。学
校举办庆元旦活动，我们班同学在张灯结彩的教
室里欢聚一堂。活动分为采访、小品、游戏、送暖
心红包等几个板块……大家都很投入，最后是送
暖心红包环节，因为我是主持人，只顾着欣赏同学
们互相赠送时的笑脸，想着暖心红包里的温暖祝
福，心里美滋滋的。回到家，我拉开书包拉链，发
现一只玫红色的信封正躺在书包里。我拿起来一
看，原来是暖心红包。谁放在我书包里的？我怎
么没发现呢？上面画了几朵漂亮的花，中间还设
计了一个大爱心，靠下面写着“发送人”和一个冒
号、三个问号，哈，还不让我知道名字呢！我猜想，
一个问号代表一个字，可我们班同学名字全是三
个字的，还是猜不出来，打开看看吧！只见里面有
一张树叶便笺纸、两条黄色的带有祝福语的纸条，
最让我惊讶的是，红包里居然有五朵平时我们很
珍惜的小红花，这是很难才能得到的，看来这是一
个精心设计的、温馨的暖心红包！

选自《暖心红包》
太仓市实验小学四（4）班 丁张怡

指导老师 杨春柳

生活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但要
努力过成幸福的模样。因为有家人、
老师、同学及社会各界人士爱的相伴，
小颖的生活同样洒满阳光，一路幸福
满满！因为获得爱，所以奉献爱。在
生活中，小颖也是一个发光发热的“小
太阳”，用她的纯真与善良温暖了他
人，感动了大家。习作中，真实的故
事、朴实的语言、细腻的情感，让我们
真切感受到爱的力量与美好。余晖晕
染天空的白云，让它们有了美丽的色
彩；鸥鸟掠过大海的波涛，让它们有了
动人的旋律。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
大、最美好的情感，可以驱散生活中的
一切阴霾与苦痛，让人更加勇敢与坚
强。未来的日子，让我们与爱携手，温
暖前行！ ——张淑玲

教师点评

缝针缝针

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镇江市润州区实验小学
五（6）班 朱礼睿
指导老师 侍雅君

七彩童年

这事还得怪我自己，早上坐在妈妈的电动车后面，我
手里拿着新买的大风车，聚精会神地看着转动的大风车，
心里美滋滋的。突然，一阵大风吹来，手中的风车猛烈摇
晃起来，我没坐稳，风车带我一起摔下车去。当时，我感到
眼前一黑，下巴一阵剧痛，用手一摸，手上全是鲜血，妈妈
见状大喊：“不好，快去医院，要缝针了！”

过路的一位司机非常热心，招呼我们赶紧上车，一路
飞驰把我们送到了康复医院。

在急诊室，护士给了我一块止血纱布，让我按在伤口
上，然后带我去了一个小手术室。我躺在床上，妈妈站在
床边，安慰着我：“别怕，妈妈在呢！”我一只手抓着床单，另
一只手紧紧拽住妈妈的手。

医生来了，示意我躺好，他先用棉球在我下巴周围擦
了一圈。接着，拿起一个细长针头的针筒，我知道是打麻
药了，于是咬紧牙，双手紧紧抓住床单。麻药很快发挥了
作用，我感到下巴变得沉重，失去了知觉。这时，医生用一
块纱布蒙在我脸上，但透过纱布，仍依稀看见医生模糊的
脸和他的双手。医生拿着一把剪刀似的东西，我一言不

发，闭上了眼睛，努力让自己睡去，可越是想睡，自己却越
清醒，只能闭上眼睛等待手术结束。大约过了五分钟，我
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小声地问：“医生，开始缝针了
吗？”医生很和蔼，亲切地回答道：“已经缝了一半了，没事，
马上就好了。”我长舒了一口气。

又等了几分钟，医生已经缝好伤口并在伤口上贴好了
胶布。我脸上的纱布被摘掉，手术结束了。医生再三叮嘱
我：“下巴不能多动，不要老去碰它。”我点了点头。这次意
外，让我遇到很多热心人，也收获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生，一样
和同学一起上学、放学，一样与同学一起
读书、写字……可我又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一个残疾人。由于天生疾病的
缘故，我的双腿神经萎缩，无法像正常人
一样走路，更别说像大家一样自由自在
地奔跑、跳跃了。因为这，我不知悄悄地
哭过多少次……

还记得那天下午，下着小雨，地上很
湿滑，妈妈来接我放学。可我知道那两
天妈妈正感冒，瘦弱的她根本抱不动我，
所以我坚持自己走到车上去。尽管车就
停在前面两三米远的地方，我小心翼翼
地迈开腿，但还是脚底一滑，屁股着地，
摔了个结结实实。雨水、泥水溅湿了我
的衣裳，更淋湿了我的心，泪水情不自禁
夺眶而出。妈妈赶紧过来，想把我抱起
来，可她因为过于心急重心不稳，一个踉
跄又把我摔了下来，阵阵刺痛让我真想
嚎啕大哭一场。可看到妈妈疲惫的身体
和愧疚的眼神，我拼命忍住泪水，反而安
慰妈妈“我不疼”。就在我们黯然伤神
时，一把大伞遮住了飘飞的雨水，一只只
手把我扶了起来。我抬头一看，是张老
师和同学们，他们从教室下楼时看到了
雨中的我们，赶紧来到我们身边。看着
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我心头一暖。

以后的日子，老师和同学们像是说
好了似的，只要我一遇到困难，他们总会
第一时间来到我身边。要上厕所了，同
一学习小组的女生会搀扶我去；每天的
午餐，同桌的同学会轮流为我盛饭、送
饭；学校有活动，老师会抱着我或背着我
一起参加……在大家的陪伴下，我渐渐

忘却了身体的不便，我和同学们一起读
书、歌唱，一起上台朗诵、表演……快乐
的笑容溢满我的脸颊。

不久前的一天，放学路上，我看到路
边围了一群人，正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
么。我看到一位老奶奶侧躺在路边，嘴
里一直在小声地哼哼，手上还流着血，一
副拐杖倒在身旁。老奶奶好可怜啊！我
让妈妈去扶老奶奶。这时，人群中有一
只手一把拉住妈妈：“别过去，这位老人
本身腿脚就不方便，现在摔了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万一说你撞的怎么办？”妈
妈有些犹豫了，可我心里想：此刻，老奶
奶心里肯定很无助，就像当时摔倒的我
一样，我不可以袖手旁观。想到这，我艰
难地挪动双脚，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仔
细地询问老奶奶情况。原来她不小心摔
倒了，手上摔破点皮，其他没什么大事。
也不知什么原因，这时，大家伙儿都一起
过来，七手八脚把老奶奶
扶着坐起来，并帮她
联系上她的家人。
老奶奶的家人匆
匆赶来，了解了事
情的原委之后，跟
我和大伙儿再三道
谢。望着老奶奶在家
人的搀扶下远去的身影，我
发现，原来帮助别人是这么
快乐，原来我也可以帮到别
人。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大家帮助了我，我也会将这
份爱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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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雪花小精灵
连云港市青口中心小学

三（1）班 徐艺哲
指导老师 董洪叶

我会劈叉了
海门市实验小学
三（8）班 沈嘉帆
指导老师 姜 勇

今天刚到学校，只见陈瑞
瑞向我奔来：“沈嘉帆，咱们来
比劈叉吧！”“可我不会，怎么办
呢？”“没关系。”他说，“我也不
会呀！咱们比比，下星期天不
见不散。”

既然遇到挑战，那我不能
示弱，我一到教室就叫了几个
好朋友来帮我压腿。以为没那
么难，可筋就是拉不开，劈不下
去，他们一起把我的腿往下压，
我疼得“哇哇”大叫了两声。再
看看陈瑞瑞，他的屁股快要碰
到地面了。

回到家，我把作业做完，就
让爸爸妈妈来帮我压腿劈叉，他
们问：“你为什么要练劈叉呢？”

“因为学校要开劈叉运动会呀。”
我幽默地说。爸妈帮我压腿时，
我疼得直冒汗，他们有些舍不
得，可我还是坚持要练。

到了比赛那天，我一下就
劈了下去，而陈瑞瑞却怎么也
劈不到底，只能羡慕地看着我。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不
管什么事，只要坚持去做，总会
有收获。

北风呼呼一吹，冬姐姐轻
悠悠地拉开了帷幕，穿着洁白
裙子的雪花小精灵们一个个争
先恐后地出来表演了。

她们在空中迈开轻盈的脚
步，时而舞蹈，时而嬉戏，时而
飞奔……远远看去，像鹅毛，像
白砂糖，又像轻飘飘的蒲公
英。飘呀飘呀的小雪花，点缀
在枝头，如梨花盛开；落在屋
顶，屋顶就戴上了白毡帽。“沙
沙沙”，小雪花在竹林里唱着歌
儿，在松树间捉迷藏，乐得小麻
雀们成群结对地飞翔。

调皮的小精灵轻轻吻过小
朋友的脸颊，羞得小朋友的脸都
红了；钻进小朋友的脖子里，凉
凉的，逗得小朋友们缩着脖子咯
咯笑。小朋友们在冰雪世界里，
尽情地堆雪人，打雪仗……

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雪
花小精灵的心愿啊。她们一个
劲地飞奔、舞蹈，还给麦子套上
了一件大大的棉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