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六（1）班 虞悦宁
指导老师 金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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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来了！”二奶奶提高嗓门，
高兴地快步迎出来。爸爸妈妈要外出
两天，决定把我放到二奶奶家。直到
看不见妈妈的背影，二奶奶才牵着我
的手，慢慢地走进了院门。

二奶奶边洗衣服，边看着我。我
扯下几朵紫色牵牛花，拔了一串红，直
到我拔弄鸡冠花，弄得一地籽时，二奶
奶才带着笑意，轻轻地说：“丫头，别弄
疼了花，奶奶给你做馄饨吃。”

来到灶台边，二奶奶开始忙碌起
来，两把厨刀飞快地在砧板上“夹击”
着，肉块很快“投降”，变成了肉泥。接
着，二奶奶在肉泥里搁点葱、姜、酱油、
盐，香喷喷的馅就调好了。二奶奶一
手拿起面皮，一手用筷子挑了点肉馅，
双手一翻一折，瞬间就叠出一朵“花”
来。

我站在小凳上，呆呆地看着二奶
奶：着一身翠绿小碎花衣服，梳一个低
髻，干净利落地端坐在那，两手不停翻
飞。不久，小桌子上就落满了“花”。

起火、放油、放葱姜、下鱼头。肥硕的鲢鱼头在热油中咝咝作响，冒
出阵阵香气。待到汤色变成乳白黏稠之际，下入馄饨。不一会儿，一大
碗热腾腾的鱼汤馄饨呈现在眼前：牛奶似的鱼汤里面，慵懒地躺着一群
白嫩肥胖的馄饨，上面还漂着几片香菜叶、几段葱花。

我啜了一小口汤，鲜美无比。咬上一口馄饨，更是鲜中带香。我狼
吞虎咽，贪婪地吃了起来。“奶奶，这叫什么馄饨？这么好吃。”“就叫‘神
仙’馄饨吧！”怪不得这么好吃，连“神仙”也喜欢吃，我暗想到。

是夜，屋外黑乎乎的，村庄渐渐沉睡，我有点闹床，二奶奶给我讲起
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入了梦乡，梦见了和爸爸妈妈一起吃“神仙”馄饨
……

第二天，爸爸妈妈就赶回来接我了。二奶奶恋恋不舍地抱着我说：
“有空再上奶奶这玩。”未曾想，这一别，就永远错过了。

二奶奶，清明时节，我想您了！转眼 10年过去了，我吃过很多馄
饨。各种香料食材充斥口腔，但细细品来，总觉得都比您包的“神仙”馄
饨差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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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班 张卓妍
指导老师 戴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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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春风荡漾，那一树白色的山茶
花在风中轻轻摇曳。花开花落，我已迈入
六年级的课堂，那白色山茶花见证着我一
路走来。

记得四年级刚上阅读课时，我根本不
懂如何去阅读。“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
青绿的小芽儿开始，到越来越饱满，到慢慢
地绽放，从半圆，到将圆，到满圆……”一遍
又一遍地默读着席慕蓉的《白色山茶花》，
我却读不出其中的诗情画意。

直到有一次，你让我们回家收听一段
你朗诵的《白色山茶花》。当柔美的音乐声
缓缓响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伴随
着你清晰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那一段段文
字仿佛被注入了魔力一般，我的脑海中一
下子展现出一幅神奇的画面……

这段音频我听了不下 5 遍，深深地陶
醉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下载了那段背
景音乐，学着你的样子，一遍又一遍地大声
朗诵起来，也渐渐将《白色山茶花》读出了

“魔力”。
从此，每当阅读时，我都会打开这段音

乐。在音乐声中，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文字
的魅力。我觉得自己已不再是用嘴在阅
读，而是用心在欣赏。我真正爱上了阅读，
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你——李老师，是你为
我打开了通向阅读的大门。

“花开时，你如果肯仔细地去端详，就
能明白它所说的每一句话。说说看，山茶
花对你说了什么话？”“我觉得，从青绿的小
芽儿开始，到越来越饱满，再到慢慢地绽
放，说的就是我们正值年少，学习生涯才刚
刚开始。”“说得好！所有的花当中，只有用
心努力去变得美丽的，才值得被铭记。我
希望你，也能努力散发出你的‘魅力’。”

又是一年山茶花开，校园里白色的山
茶花依然那么明媚。我即将离开这里，离
开李老师，但是你的话和山茶花氤氲的芳
香已经融为一体，化作无形的阅读动力，伴
随着我继续前进。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学校
（阳光校区）六（5）班 强桢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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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无极限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三（13）班 甄沐天
指导老师 杨新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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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湖北”的燚涵同学，你是怎么度过
这个特殊的寒假的呢？

你用动人的笔墨，描述了这段非常时期
的特殊经历：回湖北老家过春节，却因疫情封
村被困在了那里。但“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一群像李支书这样的村干部挺身而出，守卫
着村民的安全。是他们真情无畏的付出，才
使得大家“人困但心安”。

要是在以前，生活中缺少面粉，学习上缺
少学习用品，跑到超市一买就得了，但疫情之
下，这些都成了大难题。真没想到，封村竟让
燚涵收获了如此多的感动。燚涵，希望这段
被困湖北的日子，能成为你成长的动力！

燚涵，困在湖北是暂时的，我们有网络，
你远在湖北，可以在网上和同学们一起学
习。老师和同学们特别关心你，看到你坚持
学习，上传背诵的视频，都感到特别的亲切。

没拿到教材，你就把作业写在几张
薄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清清
楚楚，解答得特别认真。老师每天
在QQ群里批改你的作业，仿佛看到
你埋头写字的专注样子，能真切地感
受到你克服困难的勇气。

情感的抒发是一篇文章的灵魂。
这篇作文之所以能打动我们，是因为
尽管疫情无情，但爱就在身边，邻里热
情相助，村干部尽心尽责，李支书总能用

“掷地有声”的承诺让人放心……字里行间
流露真情。

现在，燚涵同学已经返回江苏，短暂的隔
离期一过，我们就能在美丽的校园里相聚
了。到时候，老师一定会给你一个深情的拥
抱，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点评老师 葛金奇

一放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坐上动车，回到
湖北老家。村子还是熟悉的模样，平静安宁。“回
来啦！欢迎欢迎！”左邻右舍热情地打着招呼，一
切都那么亲切。

腊月廿九，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武汉
暴发，整个湖北都处在危险之中。封城、封村、封
路……我们被“禁足”了。

爸爸打电话去药店、诊所询问购买口罩，回
答都是没货。这下，妈妈开始惶恐不安，却只能
紧闭大门。幸运的是，村干部们不惧危险，上门
来测量体温，发放口罩和消毒液。村支部李支书
更是早晚不停地在广播里宣传：“现在非常时期，
不要串门，不要扎堆，不要在村里随意走动……”

不知不觉，困在湖北老家几个星期了。因为
疫情还在蔓延，我们返程的日子似乎变得遥遥无
期。更可怕的是，家里“弹尽粮绝”了。爸爸对身
穿防护服、上门量体温的李支书说：“能不能帮我
们从镇上代买一些面粉回来？”“这两天大排查，
去不了镇上。放心，我来想办法，明天保证有。”
李支书给爸爸吃了颗定心丸。

第二天早晨，门口放了袋面粉。村干部告诉
我们，昨晚李支书在村委微信群里打听谁家面粉
有富余，村西头的李婶很快就回应说自家有。第
二天一早，李支书悄悄把面粉送到了我家门口。

爸爸马上打电话给李支书表示感谢，还拿出钱让
村干部捎给李婶。村干部摆摆手说：“李婶昨晚
特别关照，乡里乡亲的，吃点面粉讲哪门子钱
呦。”

“停课不停学”，学校的网课开始了。因没有
纸笔做笔记，爸爸只好又打电话给李支书，电话
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我家有个初中生，放心！
等这边检查完，我就送过来。”下午，李支书就把
文具送到我家门口，还抱歉地说：“家里只有这
些，让孩子先凑合着用用吧，改天买到了我再送
过来。”我打开本子，前面写过的被撕掉了，留下
后面薄薄的几页，在这非常时期，是那么珍贵。
看着身穿防护服的李支书，我肃然起敬！

春暖樱花开，终于等来了解封的消息。李支
书通知爸爸，滞留湖北的人员，可以去市里办回
程手续了……

坐在返程的专车上，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李
支书穿着防护服奔走忙碌的画面，耳畔又传来李
支书给人信心的话语……疫情无情，人间有
爱，困在湖北的日子里，因为有一群热心的

“李支书”，我们不怕！

（配图：句容市崇明小学一（3）班
庄周梓涵 指导老师 周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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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南通高新区小学
六（2）班 余燚涵
指导老师 葛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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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鼠标点击关闭语文直播课《一幅
名扬中外的画》的那个瞬间，一个奇妙

的想法在我脑海浮现——假如古人也上
网课……

“这幅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视频中传来了王维同学的声音。“说得不
错，听说你的创作是‘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正好，最近有个绘画比赛，希望你能
积极参加。”美术老师张择端边说边展示
那幅画，这是一幅关于汴梁城的画，他把
画凑近了屏幕，只见黄豆那么大的人物
在放大好多倍后，眼睛、胡须变得清晰
可见。

这时，数学狂热爱好者祖冲之同
学举手发言：“能在宽度不足 25 厘

米的画纸上有如此丰富的表现，
太赞了！你们看，如果要计算

这个地方的面积，我们可以
用π乘以……”话还没

说完，语文老师杜
甫 赶 忙 @

大家，捋了捋胡须说道：“敲黑板，敲黑
板，请关注重点哦！”大家纷纷回复：“收
到，好的，谢谢老师提醒……”

突然，直播间传来了阵阵鹅叫，有个
头像名为“没有我不知道的事”的人回复：

“不是骆宾王的鹅就是王羲之的鹅！”“是
我的鹅。”王羲之同学立刻回复了大家：

“抱歉抱歉，上网课和练书法时，我的鹅必
须陪着我。”

体育课时间到，体育老师项羽来到
了直播间，他点名学霸李白为大家展示
剑术。李白举起了他那刚刚用酒精消
过毒的手，舞动起那把宝剑，一边舞剑
一边解说：“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
“重播是不可能的，你们

可以看笔记。”思绪被老师
的提醒拉回，我立刻开
始了我的下一堂
数学网课。

谨以此文献给“世界读书日”

“““山茶花山茶花山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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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脊梁

忠肝义胆的关羽

脊梁，是人体全身骨骼的主干。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脊梁在人体中起
着支撑和传导作用。如果一个人没
有了脊梁，那么他就不可能站立起
来。同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脊
梁，就不可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什么是民族的脊梁？鲁迅先生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
答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
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
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

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
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
的脊梁。”

在鲁迅先生看来，不同的生命个
体之间，能力自然会有强有弱，贡献
自然会有大有小，但只要心系中华民
族的振兴、中国社会的进步、华夏民
众的福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
求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那他就是
中华民族的脊梁。

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从医生到护

士，从民警、社区工作者到志愿者，千
千万万的中华优秀儿女，舍生忘死，
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战“疫”的前线。
他们，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当代脊梁。

《三国演义》塑造了很多个
性鲜明的人物，如宽宏大量的刘
玄德、粗中有细的张飞、足智多
谋的诸葛孔明、骁勇善战的赵子
龙……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其中，我最敬佩的是忠
肝义胆的关羽。

书上说，关羽身长九尺，髯
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长
着丹凤眼、卧蚕眉，威风凛凛！

关羽是一员猛将。在众将
大战华雄时，曹操给关羽倒热
酒，但关羽却直接提刀上阵斩杀
了华雄。等他回到营帐时，那杯
酒居然还没有凉。

关羽还是一个义薄云天的
君子。在被曹操打败后，他与大
哥刘备失去了联系。曹操劝关
羽投降，但被关羽拒绝了。之
后，为了与刘备和张飞会合，关

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关 羽 更 是 一 位 孤 胆 英

雄。孙权设下酒宴，想在席间
逼迫关羽归还荆州。关羽单
刀赴会，在宴上挟持鲁肃，
使埋伏在旁边的弓弩手
不敢轻举妄动。

关羽戎马一生，驰
骋疆场，充满英雄气
概！

苏州高新区狮山实验小学校四（1）班 胡博骁 指导老师 周雅芳

力排众议，从古至今都是一
种需要勇气的行为。

《三国演义》中，孙权犹豫是
否要投降曹操，鲁肃坚决反对。
此时，诸葛亮只身前来，与东吴的
主降派一一辩论，再加上鲁肃的
帮助，最终说服了孙权，使孙刘联
盟抗衡曹操的局面形成，因此这
一回的回目就叫作：“诸葛亮舌战
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显然，
这里的“力排众议”是对鲁肃的肯
定，与今天的用法一致。

最早使用“力排众议”一语的
是宋代的苏辙，但他两次使用体
现出的感情色彩却很不一样。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受到重
用，实行变法。苏辙对之大加反
对，得罪于有司。他在一篇文章
里说：“仁宗哀其狂愚，力排众议，
使臣得不遂弃于世也。”苏辙以此
表明对当年仁宗不顾众人反对、
坚持任用自己的感激之情，用的
是褒义。在另一次与官员李伟的
论战中，苏辙再次用到了这个词

语：“宣德郎李伟辄
敢献言，欲闭塞北流，
回复大河，力排众议，侥
幸万一，私觊功赏。”苏辙
说李伟“力排众议”，显然
是在抨击他不听众人劝谏，
表达的是一种贬义。

不过，“力排众议”的贬义
用法非常罕见。后世文献中，

“力排众议”基本只用于褒奖。
（本栏目由中华成语研究会

协办）

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勇气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
中央集权统治和发展经济，采取了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统一度量衡
就是他的一项重要改革。他用当
时的最高法令形式“诏书”颁布秦
国的度量衡制度，废除其他各国的
度量衡。这封诏书或在权、量（权
即秤锤，量即升、斗）上直接凿刻，
或直接浇铸于权、量之上，更多地
则制成一片薄薄的“诏版”颁发各

地执行，这就是《秦诏版》。
相传秦诏最初为李斯所书。不

过全国的权、量数量很多，上面的铭
文当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因此
秦诏铭文中虽然也有严肃、工整的，
但大多数纵有行、横无格，字体大小
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更有率
意者，出于民工手中，或缺笔少画，
或任意简化，虽不合法度，却给人们
以天真、稚拙的美感。

上古时期，有一个叫重黎的
人，担任火官的职务。重黎忠于
职守，努力为天子和天下黎民服
务。

传说他看到百姓经常吃生的
东西，就告诉他们要学会取火，并
教他们把东西烧熟再吃；他看到
百姓晚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行
动，就让他们使用火来照明；他看
到由于瘴气重、蚊虫多，百姓经常

生病，就向他们介绍点火熏烟，驱
赶蚊虫和瘴气。百姓们都很尊敬
他。

由于当火官有功，天子于是
赐他以“祝融”的封号。“祝”是永
远、继续的意思，“融’是光明的象
征，就是希望重黎继续用火来照
耀大地，永远给人带来光明。

祝融死后，葬在南岳衡山舜
庙的南峰，即今之祝融峰下。

白衣勇士，无悔逆行

战疫一线的汗水与泪水

胜利来临，化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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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日，黄冈新冠肺
炎患者清零，张静静和同事
们踏上归途。

湖北人民以最隆重的
礼遇给医疗队送行。在车
队去机场的路上，群众自发
送行的队伍一次次让人泪
目。张静静在手记中描述

当时的场景：“马路两旁、居
民楼上无数的欢送横幅，

‘春风十里，只为送你’‘谢
谢您为我们负重前行，谢谢
您曾为黄冈拼过命’‘我未
谋您面，但是记得您’，人群
中还有咿呀学语的孩童，由
父亲举到头顶，对我们说：

张静静是一名普通医务人员，她自愿参加医疗队，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以
手记的形式记录抗疫一线的点点滴滴，鼓舞人们战胜疫情。因心脏聚停，她在即将与家人团
聚的那一刻不幸去世，年仅33岁。

今年 1 月 25 日农历大
年初一，山东齐鲁医院护师
张静静上交请战书，主动请
缨驰援武汉。1 月 26 日深
夜，她随山东医疗队被分配
到湖北黄冈市，开始了为期
两个月与新冠病毒的战斗。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当
地缺乏防护物资，张静静只
来得及带上简单的换洗衣
物，行李箱大都被防护用品
塞得满满当当。到达后的
第三天，考虑到一头长发易
出汗、藏匿病毒，而且不方
便穿防护服，张静静索性将
长发剪成了寸头。她在手
记中写道：“尽快遏制疫情

比秀丽的长发更重要。作
出这个决定，我不后悔。”

当地的医疗条件十分
简陋，张静静所在医疗队接
管的临时医院没有中心供
氧，没有压缩机，14 张床
位，只有 20 名护士。一切
从零开始。她和同事一道，
从最初的一无所有到逐渐
划分出规范的隔离区域、医
患通道，制订规范的工作流
程。

在一线奋战过程中，张
静静萌生了入党的想法，并
愈加坚定。“为了医务工作
者的荣誉，我愿做一名抗击
新冠肺炎战场上的勇士。”

在黄冈的日日夜夜，张
静静倾尽所能为患者着想，
始终不曾懈怠。

临床工作实际中，张静
静发现因方言差异，山东医
疗队和当地患者存在沟通
障碍，于是她制作了护患沟
通本，内含和患者交流较多
的简易问答。语言不通时，

医护人员拿出护患沟通本，
患者一看便知。部分患者
不会使用药物吸入装置，张
静静身着厚厚的防护服，无
法演示使用方法。她又把
关于如何使用吸入装置的
视频二维码贴在病房，供患
者扫描、学习。

2月4日，是张静静在一

线坚守的第11天，她所在的
救治中心首例新冠肺炎患者
治愈出院。张静静在手记中
记录下那一刻激动难忍的泪
水：“和年幼的孩子分离，我
没哭；没能陪父母吃上团圆
饭，我没哭；战场上累到颈椎
病复发，我没哭；条件艰苦，
没桌子，用手端着吃饭，我没
哭；一早晨抽 30 个患者的
血，我没哭；为卧床的患者

翻身换纸尿裤，我没哭；一
天下来，脸上被口罩勒出压
痕、压疮，我没哭；从隔离病
房出来，全身衣服湿透，往
下滴水，我没哭……”“但是
当被患者集体点赞，当患者
竖起大拇指的那一刻，原谅
我没忍住，泪流满面；当看
到患者治愈出院，与我们挥
手告别，原谅我没忍住自己
的眼泪。”

‘齐鲁大爱，铭记终生，感谢
山东，感恩有你’。”

临行前，张静静和同事
收到了很多煮熟的鸡蛋。按
照当地风俗，鸡蛋送给最亲
的人。“这是一群多么可爱的
人，我们对黄冈的帮助如果
是滴水之恩，他们给我们的
是涌泉之报，况且，杏林门
下，救死扶伤，责无旁贷。”

回到山东后，张静静按

规定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14
天。她的丈夫韩文涛常年
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从事
援非工作，5岁的孩子被接
回菏泽老家由父母照料。
老人和孩子都急切地盼望
着她归来团聚。

4月5日张静静在隔离
期满准备返家前，突发心脏
聚停，年轻的生命停止在了
与家人团圆前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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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开学了，老师给我们
上了一堂关于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的班会。首先，老师教我们

“七步”洗手法，概括成七个字
就是：内、外、夹、弓、大、立、腕，
要充分地清洗手心内外，以及
手指夹缝、手指、大拇指、指尖
和手腕。洗的过程中先用水湿
润双手，再涂抹洗手液，双手交
替揉搓，这样才能洗干净。

然后老师教我们正确佩戴
口罩：让绳子钩住耳朵，把口罩
上下拉开以遮住口鼻，再把硬
硬的金属条按鼻子的形状捏
好。在戴口罩过程中要避免手
接触到口罩内侧，防止污染。
口罩的内侧是浅色面，金属条
一端是口罩的上方，不可戴反，
更不能两面轮流戴。老师说，
把口罩往上提一提，把金属条
捏一捏，让它和鼻梁贴紧，就不
会产生雾气了。

通过班会课，我学到了疫
情防控的知识，知道防护要从
小事做起。

今天老师带我们玩“123！
木头人”的游戏。

老师刚发出指令，同学们
就乱成了一锅粥。有的躺在地
上，双脚在空中蹬呀蹬，活像一
个“巨婴”；有的从一个造型换
到另一个造型，看哪个造型最
舒服……

突然老师说：“123！木头
人！一不许动，二不许笑，三不
许露出大门牙！”全班同学瞬间
成了木头人。左边的仇楷轶一
手扶着椅子，一手卡在祝融的
脖子上。右边的黄泽轩懒洋洋
地躺在椅子上，帽子和衣领把
半张脸挡住了，只露出一双贼
溜溜的眼睛。而我则两腿跪在
椅子上，身体微微向前，一只手
托举着，另一只手像在丢东
西。最好玩的就要数张吴越
了，他一只脚向外伸展，身体微
弓，腮帮鼓得大大的，可能是在
忍住笑吧！这时，陈子琪忽然
大笑起来，全班同学也跟着她
笑了起来，连老师也笑了，整个
教室都被笑声给淹没了。

开学班会课
盱眙县城南实验小学
四（1）班 曾庞菁
指导老师 龚晓青

“123！木头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镇江
小学四（1）班 陈羽菲
指导老师 盈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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