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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而
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又喜逢同
一天。那天我家的晚饭格外丰
盛，有鸡汤、豌豆，还有排骨
……我们一家人坐在圆桌前享
用这美味佳肴。吃完晚饭，我
和爸妈早早地下楼去赏月。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我却觉得当天的月亮分外圆。
原本热闹的路上冷冷清清，遇
到的几个人也行色匆匆。双节
相逢，很多人都急着回家和家
人团圆呢。

这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阵
阵笑声。我们循着欢笑声一路
走去，只见学校的操场上好不
热闹。原来是留校的学生在开
party。他们三五成群围成一
圈，有的表演，有的掼蛋，有的
猜谜，还有的拿来零食和朋友
分享……妈妈说：“既然不能和
家人团圆，和老师同学团圆也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眼前一
亮：“对呀，除了父母之外，陪伴
我们时间最长的就是老师和同
学了。这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和
情意？”

团圆是一件幸运和幸福的
事情，我要珍惜这种团圆。

我妹妹今年五岁了，她的
脸红扑扑的，眼睛不大却很有
神。她喜欢扎两个小辫子，不
过有时会因为她的淘气而变得
有些凌乱。

我的妹妹很调皮。有一次
她吃黄桃时，趁奶奶不留神把
一小块黄桃塞进鼻孔里，自己
又挖不出来，吓得哇哇大哭，爸
妈只能赶忙带她去医院。医生
准备夹黄桃的时候，妹妹奋力
反抗，放声大哭，那声音简直惊
天动地。当时妈妈紧紧托着她
的头，奶奶抱住她的身体，爸爸
夹住她的脚，才让医生成功地
把黄桃夹了出来。对于这次黄
桃塞鼻孔事件，妹妹并没有吸
取教训，没过多久，她在玩穿珠
子游戏的时候，又把珠子塞进
鼻孔里，结果再一次进了急诊
室，那场面可想而知！

你们说我妹妹是不是很调
皮呢？

珍惜团圆
扬州高新区实验小学
四（2）班 梁诗惠
指导老师 钱启芳

调皮的妹妹
太仓市镇洋小学
三（3）班 俞苏栩
指导老师 沈 艳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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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是我国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中队长。2016年4月27日，他在驾驶舰载战斗机进行陆基
模拟着舰接地时，因战机突发故障，以身殉职。张超牺牲后被追授“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
号。2019年9月，张超又被追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新河校区四（12）班 杨镜深 指导老师 陈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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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王

中华艺术小讲堂

《洛神赋十三行》

尝 试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胸怀报国理想，矢志圆梦蓝天

千钧一发:势到危时不可轻
刘玉凯

2004年 9月，张超通过层层遴选成功通过
招飞考试，入伍空军。为实现心中的飞行梦想，
张超决心直面风险挑战，甚至生死考验。

2009年，经过５年的飞行学院和训练基地
的培养，张超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飞行本领。训
练团有意留下他当教员，但他主动申请到一线
战斗部队去，并坚定地选择了“海空卫士”王伟
生前所在的部队。曾有一家公司高薪挖他到民

航工作，张超却说，我的事业在海空，假如所有
的人都贪图安逸，谁来保卫祖国？2015 年初，
舰载战斗机部队到张超所在团遴选飞行员，张
超义无反顾第一个提出申请。他毅然把妻子和
刚满周岁的女儿送回老家，坚定从容地踏上舰
载强军的光辉征程。张超的每次选择，都把党
和事业的需要放在最前面，将个人理想融入强
军梦想，用短暂青春铸就了永恒人生。

苦练过硬本领，海空砺翅奋飞

无畏艰难险阻，英雄魂归海天

不管飞什么机型，张超都争当“领头雁”。
他先后飞过８型战机，每型飞机、每个课目他都
坚持地面苦练、空中精飞，力求飞到极致。2013
年9月，张超开始改装三代机，为尽快掌握歼－
11B飞机的技术性能和操作要领，他从按键功
能、电路原理学起，逐项攻克每个系统，充分利
用每次座舱实习和教员带教机会学习驾驶技
能，很快达到了“一摸准”“一口清”，每次飞行几
百个操作动作和程序记得丝毫不差，近百个空
中特情处置方案倒背如流，提前 4个月完成改
装任务并首个单飞，和战友们一道创造了海军
三代机改装多项新纪录。

为尽快掌握舰载飞行规律，张超利用休息
时间勤学多练，每飞完一个架次，他都会不停地
向教员追问自己飞行中存在的问题，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每个飞行日讲评，他总是第一个请
着舰指挥官分析自己的动作偏差，还主动说出
自己的失误；每次飞行结束，他第一件事就是回
放当日飞行视频，对照教员讲评，一句话一句话
地领会，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琢磨。勤学好问、
深钻细研的作风，夜以继日、追求卓越的精神，
使张超很快掌握了歼-15飞机操纵特点和舰载
飞行要领，飞行技战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跨
越式提升。

奇妙神话世界

所谓尝试，就是试验。尝试是一种极其
宝贵的品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类，就
是在不断尝试中前行；社会，就是在不断尝试
中发展；科技，就是在不断尝试中进步；文明，
就是在不断尝试中提升。没有神农尝百草，
就不会有后来的医学；没有后稷播百谷，就不
会有后来的农业……

尝试需要勇气，需要牺牲精神。尝试失
败的代价也许就是生命。明初陶成道，为尝
试火箭飞天，在火箭爆炸的烈火中永生；自由
潜水冠军尼古拉斯·梅沃利，为打破下潜71
米的世界纪录而献身。从古至今，没有直面
一切困难、付出一切代价的那份担当，就不可
能迈出尝试的步伐。

敢不敢尝试，决定于勇气；而尝试成功与
否，则决定于能力、毅力和时机、环境等主客
观因素。在冷兵器时代，去尝试制造机枪，自
然是痴人说梦，因为客观条件不具备。神农
自是不缺牺牲精神，更不乏勇气，但如果仅凭
这些，他很可能第一次便尝上断肠草而失去
生命；而如果他浅尝辄止，就不会遍尝百草，
发现诸多草药的药性和疗效。神农的成功，
取决于他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有丰富的经验
积累，有一定的解毒手段，有百折不挠的毅
力。因此，尝试不是盲目蛮干，尝试不能浅尝
辄止，尝试是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探索。

成语“千钧一发”形容一
种紧急的情势，成败、生死系
于一线。“钧”是中国古代的重
量单位，30斤为一钧。

这一成语出自《汉书·枚
乘传》。枚乘是吴王刘濞的一
位谋士。刘濞试图反叛朝廷，
被机警的枚乘发现了，他立即
给刘濞写了封措词婉转的信：

“夫以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

县（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
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
绝也。”意思是说，现在的形势
太危险了，就好像千钧重的物
体系在一根头发丝一样的细
线上，高高地悬挂在极高之
处，下面是不可测的深渊，即
使是极愚蠢的人也能知道局
势发展下去不堪设想。枚乘
是在劝刘濞及早回头，但刘濞

一意孤行，最终被问罪。
唐代韩愈在《与孟尚书

书》中也曾用“千钧一发”形容
当时儒学不兴的危局：“其危
如一发引千钧。”以振兴儒学
为已任的韩愈，写文章对皇帝
进行劝谏，结果险些被处死。
唐朝最终也在“千钧一发”的
形势中走向了灭亡。（本栏目
由中华成语研究会协办）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
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苏
东坡《水调歌头》中的一句。

人生总有悲欢离合的时
候，不可能时时刻刻都顺顺利
利。当我们在遇到挫折、困难
的时候，应乐观、积极地去面
对，就像月亮总有阴晴圆缺的

转换一样。
大自然到了冬天，小草就

会变黄、枯萎，树叶就会飘落，
化为泥土里的尘埃；然而到了
春天，郁郁葱葱的小草又从泥
土里探出脑袋，嫩绿的新芽也
从树枝上钻了出来，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草的

枯萎、树叶的飘落，不正是为
了春天的复苏积蓄力量吗？
眼前的逆境困苦，也许就是将
来璀璨明天的前奏吧。

这句千古流传的诗句，是
苏轼给后人最好的人生启
迪。身处逆境时，要保持乐
观，因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洛神赋十三行》是东晋书法家王
献之的小楷书法代表作，内容取自三
国时期魏国著名文学家曹植的文章

《洛神赋》。
这本刻帖中的字用笔挺拔有力，

风格秀美，结体宽敞舒展。字中的撇
捺等笔画往往伸展得很长，但并不轻
浮软弱，笔力运送到笔画末端，遒劲有

力，神采飞扬。字体匀称和谐，各部分
的组合中，又有细微而生动的变化，字
的大小不同，字距、行距变化自然。

王献之的楷书与他的父亲王羲之
相比有所不同：王羲之的字含蓄，而王
献之的字神采比较外露，较多地运用

“外拓”的笔法。他们都对中国书法艺
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生活于
海里的神兽，为鳞虫之长，司掌行云布
雨，是风和雨的主宰，常用来象征祥
瑞。

龙王之职是兴云布雨，为人消除
炎热和烦恼。在我国古代，龙王治水
成了民间普遍的信仰。每逢风雨失
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

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风调雨顺。
龙影响着中国华夏儿女精神与生

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一种胜利者以及
神一般的存在，人们将想象到的各种
高超本领以及优秀品质与美德都集中
到龙的身上，中国人也自称“龙的传
人”。绵延万里的长城，更成为中国作
为“腾飞的东方巨龙”的象征。

在 2011年的一次飞行训练中，天气突变，
暴雨如注，能见度瞬间降到不足百米。当时空

中 7架飞机油料所剩无几，备降机场气象条
件也很复杂。张超凭借过硬技术和过人
胆量，第一个在大雨中超气象成功着
陆，让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012 年 4 月，张超驾机执行战备
巡逻任务，战机突然剧烈抖动，左发
动机骤然停车。第一次遭遇空中停
车的他处变不惊、沉着冷静，迅速关
闭左发动机，调整右发动机动力，通
过娴熟修正、平衡，成功返航着陆。

数据显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
风险系数是航天员的 5倍，是普通飞

行员的 20 倍。张超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曾
说：“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就把我的骨灰撒到
大海里。”

2016 年 4 月 27 日 12 时 59 分，张超在驾驶
歼－15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突发电传故
障。在 4.4秒的生死关头，他果断处置，尽最大
努力保住战机，在推杆无效、被迫跳伞坠地后，
张超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 29
岁。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高一（7）班 顾李乐
指导老师 魏晓慧

我们一起去郊游 （儿童画）

热点关注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新河校区
五（12）班 张书涵
指导老师 陈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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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五墩实验小学三（2）班 潘陈煜
指导老师 刘佳佳

快乐书画

有一种甜，是秋风中微微夹杂着的缕缕
清香，是蒸笼里那热气腾腾的桂花糕的香软，
是左邻右舍那说不尽的一句句温柔话语……

奶奶家门前种着几棵桂花树，每到桂花
盛开的时节，整个院中便溢满了桂花香，淡淡
的、甜甜的，仿佛是谁将蜜罐打翻了一般。桂
花生得娇小，仅米粒般大小，害羞地躲藏在片
片硕大的绿叶中，鹅黄的花瓣与树叶的碧绿
形成鲜明对比，格外惹人喜爱。

铺开一块布，放在树下，轻轻摇动树干，
大群大群的“黄色小精灵”扑簌着翅膀翩翩而
下。放在阳光下晒上个几天，等花瓣内的水
分都被晒干了，奶奶就将它们装入一个个事
先准备好的玻璃瓶内。泡茶或是蒸糕时从瓶
内取出一撮撒上，不一会儿，就会被这特有的
香气团团包围。永远忘不了那桂花的香甜。
吃桂花糕时第一口的感受是糯米的黏腻感，
再仔细品味品味，桂花的清香与甜蜜便在唇
齿间弥散开来。这一种甜，是童年里最美好
的回忆。

每年桂花开得盛时，奶奶还会让我给左

邻右舍都送些去。小时候，我个子小，常常被
怀里那一摞高高的玻璃瓶挡住视线，总是踉
踉跄跄走着。

路上有时会碰到熟人，看了我怀中的玻
璃瓶便明白了，调侃道：“怎么？又给你奶奶
当苦力？快来，进屋歇歇！”主人拿出自家晒
的番薯干、刚煮的花生、新炒的芝麻来招待
我，还用我带来的桂花泡了满满一壶的茶。

“哎哟乖乖，你一个人抱了这么多东西累
坏了吧？多吃点多吃点，你奶奶也真是的！”
我被她这么一番话给逗得咯咯直笑。临走
时，热心的邻居奶奶又用袋子给我装了一大
袋番薯干，让我带回家给奶奶也尝尝。

一圈走下米，我杯里的桂花全送完了，但
左手多了一袋番薯干，右手多了一盘云片糕，
甚至脖子上还挂了一串干辣椒。奶奶看见我
这副滑稽模样，笑得直不起腰。

每年的秋天，整个村子里都弥漫着甜甜
的香气，有时竟分不清这究竟是桂花的香，还
是人心的甜。这种甜与这满院盛开的金桂，
久久珍藏在我的心底。

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花，让我如此赞叹和牵
挂。远远的，就能闻到一股甜甜的香，却无法
看清花的真容。走近了，站在树下，仰起头，发
现一簇簇、一串串金黄色的桂花，和小米粒差
不多大小，一朵朵黄色的小花有四片花瓣，把
花蕊包得紧紧的，像怕别人碰它似的。

李清照有诗云：“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
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
流。”我对桂花的感情又何尝不是如此。那淡
淡的甜香，那低调不张扬的个性，让我更增添
了几分对金秋十月的赞叹与牵挂。

侯明朗同学的这篇《有一种甜》亦是以桂
花作为描写的对象的，整篇文章围绕桂花展
开。先是从奶奶门前盛开的桂花写起，“淡淡
的”“甜甜的”，娇小、害羞的花朵格外惹人喜
爱。然后写奶奶采桂花、晒桂花，以及溢满小

作者童年记忆的桂花糕。接着写给左邻右舍
送桂花，以及左邻右舍给小作者回赠的“礼
物”。整篇文章一气呵成，层层深入。这种甜，
是金秋十月桂花的香甜，是奶奶做的桂花糕的
香甜，更是邻里之间和睦融洽的香甜。

本文的巧妙之处在于立意的深刻，文章不
是对桂花的简单赞美，而是赞美像桂花一样香
甜的邻里之情。这是小作者观察生活、体味社
会的慧心所得。“一圈走下来，我杯里的桂花全
送完了，但左手多了一袋番薯干，右手多了一
盘云片糕，甚至脖子上还挂了一串干辣椒。”读
来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有一种甜，氤氲着我们的生活，发乎自然
万物，止乎世间人情。这种甜，一定会香了人
间，润了人心。

——指导老师 王松祥

说说说

语言是一座桥梁，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通，
但这座桥并非坚不可摧。

在一起生活了 40多年的爷爷奶奶，感情很深，
在这么多年中互相磨合、互相体谅。可是日子久了，
交流却少了，一讲话便是相互埋怨与责备。

爷爷沉不住气，每次争吵后都跑到那座桥边，望
着村子。“竹中窥落日，山际见来烟。”爷爷站在桥边，
看天边夕阳，看袅袅炊烟。我远远便望见了他。

他抽着烟，微笑地看着我，缓缓地吐出几丝烟雾
来。“到了六十耳顺的年纪，还是躲不过争吵。”爷爷
淡淡地说。“你们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我期待他的回
答。

爷爷若有所思地抬起头，再望望这座桥，说：“我
在这边，她在那头，如果没人筑桥，谁也过不去。”我
恍然。太强的自尊心使这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互不
让步，他们只得在残垣断壁上相互眺望，相互推诿。

“为什么不去做那个筑桥者呢？”我小声嘀咕。
“我们回去吧，有话要好好说。”我挽起爷爷的手

臂往回走。转头，夕阳的余晖洒在爷爷的白鬓上，顿

时成了满头红发。他们孩子气般的
争吵，只不过是好强的表面，其实在
内心最柔软处，他们都藏着一句
话。

一进门，爷爷红着脸，先向奶
奶赔了不是。奶奶走过来，拍了拍
他的背说：“下次啊，咱们都有话好
好说。”

一时的争吵无法解决任何问
题，这时的语言成了一把利剑，刺痛
了对方也割伤了自己。为什么不能化
剑为桥呢？

“这次谢谢你啊，还是你懂事。不然我
得整天站在桥上闷闷不乐了。”

“这么多年了，还是改不了他的倔脾气。”
奶奶半嗔半笑着说。

有话好好说，让语言守护亲情，守住真挚。我望
着他们，心里宽慰了许多。有话好好说，语言的力量强
大到可以感化一个人，甚至改变一个人。

多思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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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国庆
节正好遇上中秋节，

妈妈收拾好东西带我去
外婆家过节。路途有些远，

我坐在车后排，看着外面的风
景，听着车里的音乐，昏昏欲睡。

忽然，妈妈来了一个急刹车，我
的整个身体撞向前排椅子，额头被狠

狠地撞了一下，又猛地被拉回座位。
“哎哟，怎么了呀？”这一撞，把我从

梦乡中撞醒了。
妈妈焦急地说：“前面又没红绿灯，难

道是出车祸了吗？肯定又堵车了……”各
种各样的问题从妈妈的嘴中冒出来。过
了一会，“小长龙”开始移动了，刚刚的四车
道被车流挤成了两车道。旁边的车慢慢地
朝我们的这一道插过来。

我们的小车旁边，有一辆小灰车，车
头斜着紧贴我们前面车的屁股不放，总想

着插到我们前
面去。“小灰”原来
是在前面几辆车旁边插
队，都没成功，它看我们弱
小，就来插我们的队，我告诉
你：安全驾驶，急什么急？

正当我们慢慢腾腾地往前移
时，长龙似的车队缓缓绕过了“小青”
和“小白”。这是怎么回事呀？等我们
靠近时才看清，噢，原来它们追尾了，两
位司机在下车察看情况呢。

通过这一段路后，交通终于畅通了，
路上的车辆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匀
速行驶着。

到下一个十字路口，离外婆家也不远
了。中秋节是个团圆的日子，是每个家庭
盼望着远方亲人归来团圆的日子，路上的
堵车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但我还是要提醒
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哟！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这嘹亮的歌声从哪里传来？噢，国庆节到了，我正在参加“红领巾小记者

团”组织的“最强大脑——国庆献礼”活动呢！
我是一个魔方迷，这个活动当然少不了我忙碌的身影，我已经能熟练还原三

阶魔方了。今天太开心了，跟着老师，我学会了另一种方法——找红色中心块，拼
出红色“十字架”，默念口诀“汽车远一点，启动，上车……”红色一面大功告成。旁
边一位老奶奶向我“求助”，我耐心地一遍又一遍教她，老奶奶面带微笑说：“还是
你们小孩学得快，小手真灵巧，你太棒了！”

于是，我做起了活动的“小助教”，魔方在我手中欢快地舞蹈，一眨眼功夫，
还原魔方出现在了阿姨和小妹妹面前，她们大吃一惊，佩服得五体投地，啧啧
称赞。我还参加了魔方比赛，“两黄一红”为一组，在规定时间内，我一人摆
出了9组，获得了9枚小红旗。

为了庆祝伟大的新中国71岁生日，我们用手中的魔方摆出了硕大
的“中国，71”的图案。此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挥舞手中的小红旗，

异口同声地大声喊：“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小小魔方，魅力无限，动手动脑，乐趣无穷，为国献

礼，我出份力！”我兴高采烈地唱道。欢声笑语久久
地回荡在活动现场的每一个角落，今年的国

庆节，真有意义！

徐州市星光小学五（2）班 骆奕扬
指导老师 王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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