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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长期向全区中小学

生征集作文、书画、摄影、剪

纸等各类作品。

要求：

1.文体不限，形式不限；

2.文章具有真情实感；

3.严禁抄袭；

4.邮箱：

jsxyjsxy2404201924042019@sina.com@sina.com
5. 来稿请注明学校、年

级、班级、姓名，以及家庭住

址和电话号码，便于稿费发

放。

征稿启事
假日里，我们一家开着车子去市

区亲戚家玩。由于假日道路容易拥
堵，爷爷建议我们走延安东路隧道。
在经过延安东路隧道时，看着隧道里
急驶而过的车辆及宽阔整洁的路
面。爷爷发出感慨：“我们国家的隧
道建设技术发展真快呀。”

爷爷当年是一名光荣的隧道建
设工人，他经常和我谈起以前的故
事。上海的打浦路隧道建设爷爷也
参与其中。“那可是国内建造的第一
条隧道，是苏联专家都认为不可能的
事，而我们却做到了。”一说起此事，
爷爷就满脸的自豪感。

建设隧道的过程是艰辛而危险
的。建设者们有时候都是写好遗书再
去工作。记得有一次，他们将要挖到
浦东，离成功近在咫尺之际，他们挖到
了流沙层。那沙子和着水源源不断地

从泥土缝隙中涌进来，好似汹涌的洪
水，渐渐将隧道吞没。如果当黄浦江
的水也漫进来时，不只人会出事，整个
隧道也将会废掉。他们赶紧拉响了警
报，地面上的人立即打开所有的空气
压缩机，往隧道里加压。随着隧道里
的压力越来越大，流沙中的水分一点
一点地被压了出去。当水完全漫不进
来时，爷爷他们的心才稍稍放下些。

可是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当
泥土中的水份被压力挤出去以后，干
燥的泥土变得十分坚硬，就像铁板，
平时用来挖土的盾构也挖不过去。
在这堵坚不可摧的铁墙面前他们犯
了难。减掉一点压力吧，水就会漫进
来；直接挖过去吧，盾构又开不动。
最后他们决定，用人工来开挖隧道。
盾构前的面积很小，一次只能够站立
少数人一起工作。所以爷爷他们分

成几个小组，轮流去挖隧道。
爷爷是第一批进去挖的。他扛上

铁锹跟着其他几个人一起钻到了盾构
的前面。用力挥动铁锹，重重地敲击
这堵“铁墙”上，可是“铁墙”丝毫没有
反应。爷爷再次卯足了力气，屏住呼
吸，双手握住铁锹高高举起，将浑身的
力量运送到手部，然后“啪”的一声砸
下。泥土在铁锹砸下的地方裂开了几
条很细微的裂缝。有作用！爷爷十分
高兴，对准那个地方又重重地敲击了
一下。可是只有一小片的土有些松
动，散落下一些土块和土屑。这样下
去可不行啊，爷爷想我们必须加快速
度。想罢，便抡起铁锹，冲着那“铁墙”
一顿“暴击”，像看见了仇人似的，泥土
不断地从爷爷的铁锹上散落下来，在
他的脚边堆积成一个小小的土堆。

很快力气就用完了，他停下来呼

哧呼哧喘着粗气，汗水不断地从额头
中渗出来，滚落到他的脸颊，滑落到
脚下的泥土上消失不见。用手擦擦
汗，手上的泥土与汗水融为一体，使
他的脸上划上了一道道泥浆。由于
站立时间过久，用力过度，他的腿也
在颤抖站立不稳。没办法，只好换另
一批人来继续挖。就这样一批又一
批的轮流工作，24小时不间断地挖。

虽然每天只能前进一点点，可就是
这一点点、一点点，积少成多，在不知奋
斗了多少个昼夜后终于成功地穿过了
流沙层。所有的人都激动得欢呼起
来。他们打破了苏联专家所说的不能
在上海这种土质松软地方造隧道的传
言，他们创造了在豆腐里打洞的奇迹！

爷爷，我为你自豪！你们不畏艰
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一代代
传承！

金山公园是一座美丽的小公
园，“五一”小长假，最惬意的就是
去那里走走。

我们从金山公园的大门跨入，
左侧边是一座高大的仪门，这可是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文物呢。这仪门
古朴典雅，引得我们观赏了半天。

看完仪门，沿着对面的小道向前
走一段路，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空旷的
广场。因为疫情的缘故，广场有些冷
清。站在场地中间，抬头望望头顶的
树，就会感受到树的美妙：它们和着风
儿，慢慢摇动着那些长长的树枝，发出

“沙沙”的声响，好像有意在给这寂寞的
广场增添几分生气。

走出广场，穿过一座拱形桥，出现在
我们面前的，是一汪平静的湖水，像一面

镜子，镶嵌在公园的正中间。湖边还有一
条蜿蜒的长廊，通向更远处。那湖面安静
极了，除了偶尔有叶子掉落泛起的涟漪，
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湖中间还有两座小
凉亭，它们像泊在岸边的两叶扁舟，假若
你走累了，便可以到这“扁舟”中去坐一
会儿，欣赏欣赏风景，别有风趣！

沿着湖边的长廊，走大约一百米左
右，就到了一座矮小的山坡。这座小山坡
的岩石中间，铺满了绿油油的草和黄澄澄
的枯叶。山坡没有多高，我们没用多大力
气，就爬到了顶端。山顶上，鸟鸣声此起彼
伏，虽然看不见鸟儿们的身影，但这叫声却
让人心旷神怡，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

只要心中有美，哪怕再小的公园也到
处充满着美，不是吗？

指导老师：沈雨星

个子矮矮小小，永远躲
在同学的身后，从来不敢对上
老师的视线，完全没有自信，
这便是曾经的我。

以往每周一的升旗仪式，
我总安安静静地站在队伍里，
痴痴地看着主席台上意气风发
的主持人，充满了羡慕和憧憬，
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登上
那神圣的主席台。

但我总在一番幻想之后，
又以“我有自知之明，不可能
的”自我暗示，沮丧地将这美妙
的梦境亲手打碎。

在多次的遇事缩首缩尾之
后，便常有人告诫我要学会自
信。自信？我何尝不想呢！但这
样一个发着光的形容词恐怕跟我
是难以搭上边了吧。

可，终于有一天，让我欣喜地
发现，自信，离我并不遥远。

那天是一个星期一，轮到我们
班主持升旗仪式。

一大早，班主任心急火燎地来
到班级，说：“担任主持人的同学今
天生病请假，你们谁能上？”“第2节
课后就要举行升旗仪式了，竟然要
换主持人？”“唉！你们说谁会去主
持啊？”同学们在下面议论纷纷，可
就是没人举手。我也不知道为什

么，心跳瞬间加速——我可以……
不过，这一想法一下子破灭了，我胆
子那么小，平日里又是最不显眼的
一个，老师才不会让我去呢！沮丧，
一下子浇灭了我心中期待的火花，
凉意瞬间占据整个胸腔。

“你来当主持人吧！”我心中狠
狠一跳，条件反射地抬头看，失望的
同时又想知道是哪位幸运的同学获
得这一殊荣，可发现老师不知何时
走到我的桌前，笑眯眯地看着我。

“啊？啊……我？”我的手心溢着汗，
脸颊红扑扑的，兴奋、激动、不敢置
信、受宠若惊、担忧，几种复杂的心
情交织在一起，接过主持稿，像捧着
宝贝般战战兢兢……

在班主任短时间的指导下，我
丝毫不敢怠慢，几乎是怀着敬畏之
心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熟悉了稿
子。很快，颇有仪式感的《运动员进
行曲》响起，各班学生有序进场，等
候在主席台旁。我的脑袋有些沉
重，手中的话筒更是沉甸甸的，手掌
心全是汗水。

我暗暗攥紧拳头，不断在心中
默念：“要自信！自信！”待情绪稳定
后，我又鼓励自己“加油啊！这不正
是你梦寐以求的吗？”

我牢记着老师“要落落大方、阳
光自信”的叮嘱，登上了神圣的主席

台，目视前方，紧攥话筒，深吸一口
气，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敬爱的
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
好！今天……”

一颗心在胸膛里鲜活地跳
跃，是从未有过的铿锵有力！从
来都有些畏缩的脊背挺得笔直；
从来都有些躲闪的目光炯炯有
神；从来都没有什么光彩的我此
刻却异样的自信，充斥着一种
破茧成蝶的自豪与骄傲。

阳光暖暖地洒下，似乎为
我的全身镀上了一层光，那
光，名为“自信”。

现在，回想说出第一个
字的感受，那一刻，我恍若置
身于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
荣耀感在心中汹涌澎湃，自
豪感贯穿于全身每一个毛
孔。这是我的舞台，这里，
将会散发着我的光芒，这
里，将会留有我青春的风
采……

在 这 样 一 个 舞 台
上，眺望远方，我，望见
了一面正迎风飘扬的
旗帜，她正引领着我扬
起自信的风帆坚毅前
行！

指导老师：郑佳敏

在一个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
早晨，妮妮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
可她不知道这本书有魔法。

妮妮回到家打开那本书，只见
书里冒出了一缕缕的白烟，她吓得
脸色煞白、心扑扑乱跳。那书拍了
拍妮妮冰冷的手说：“妮妮，你别怕
别怕。”妮妮更怕了，连忙后退了几
步，“你……你怎么会说话？”那书
说：“妮妮，你不用怕，我有魔法，
我可以帮助你实现你所有的梦
想。”妮妮半信半疑地：“我想要一
只小狗可以吗？”“可以呀。”话音
刚落，一只娇小玲珑的小白狗从书
中跳了出来。妮妮抚摸着毛茸茸

的小白狗开心地笑了。“你还会变
什么？”那书又说：“我会七十二变
呢！”

第二天，妮妮趁妈妈还没起
床，就一个人偷偷跑到楼下对那书
说：“我要坐飞机去学校。”“OK”，一
架漂亮的小飞机从空中降落下来，
然后载着妮妮飞到了学校。

下课了，老师布置了很多作
业。这下可把想玩的妮妮给难住
了。“妮妮，你愁什么？有我呢！”
那书说着就用魔法替妮妮把作业
一下子做完了。妮妮哼着小曲、
蹦蹦跳跳地去操场玩了。上课的
铃声响了，可是妮妮还没有玩够，

于是她叫那书用催眠魔法让老师
睡着了，然后全班同学都冲出了
教室，顿时操场上响起了一片欢
笑声……

时光如梭。期未考试的那天，
那本魔书突然失灵了。面对试卷，
妮妮顿时傻眼了，因为试卷上的题
目她一个也不会做。妮妮拼命地
拍打着那本魔书：“魔法魔法，你快
出来呀！”可魔书静静地躺着一点
反应也没有。望着同学们满面春
风，得意扬扬在她面前展现着他们
各自已经答完的一张张试卷，妮妮
急得哇地一声哭了……妮妮醒了，
原来这是个梦。

剑桥实验中学 初二（1）班 张佳莹

游金山公园
金山实验一小 四（2）班 王锦诗

魔
书
枫
泾
小
学

三( 4 )

班

张
佳
悦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
蒙山中学 初一（8）班 陈绮文

英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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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画
）

扬起自信的风帆

罗
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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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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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黄
金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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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源于心，奉献爱心在于

行。陆骏文是上海石化工业学校学

生,在校担任化工科学生会主席一

职。

平时，陆骏文经常组织并参加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寒暑假，他会参加

金山医院门急诊助民便民志愿服务

“爱心窗口”项目；每个周末，他参加

金山医院关爱脑卒中患者志愿服务

项目；儿童节，他跟随校社会实践部

爱心志愿者队赴金山医院为就诊儿

童开展文艺表演，让就诊儿童感受节

日快乐；第二届进会期间，他带领学

校铁路志愿者服务队来到铁路金山

卫站，开展了进博会宣传服务工作，

耐心解答旅客的问题，尽可能地提供

各类帮助。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

个人的心。陆骏文总想着能够尽自

己所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他时刻关注

上海市志愿者网站所发布的志愿者

招募信息。2 月初，他报名参加吕巷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志愿者的防疫

活动。虽然每天都要起得比较早，且

需要穿上厚厚的防护服，但是他在防

疫工作中，认真记录信息，排查每一

位来往病人的体温，丝毫不敢懈怠，

一直坚持到志愿活动的最后。虽然2
月的气温还比较低，但每天他都会汗

流浃背，他觉得这一切都非常值得。

3 月 5 日“学雷锋日”，也正是他

十八岁的生日。那天，陆骏文加入

“赤诚行动”疫情防控无偿献血队伍

中，给自己的成人礼献上了一份特别

礼物。3月 12日植树节，陆骏文受初

中母校干巷学校邀请，为干巷学校学

生带去一节线上主题班会课，鼓励同

学们努力学习，积极奉献，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创造美好未来。陆骏文志

愿服务的事迹被团市委青春上海 24
小时青年报、新民晚报、青春吕巷青

志愿者故事报道，给予他“新时代的

雷锋”荣誉称号。

陆骏文常说，志愿服务似乎已经

成了一种惯性，如果只宅在家，不去

做一些什么，反而感觉有些空落落

的。而在一次次的志愿服务过程中，

也能够提高沟通能力，开阔眼界。

“16 号 可 以 的 话 ，我 要 参

加”。这是金赵庆看到微信群里

有最新安排表出来，立马回复的

一句话，他又报名了下一批的

“疫情防控道口值班志愿者”服务

活动。

金赵庆是一名 00 后，今年只

有 17 岁，是上海食品科技学校二

年级学生。跟所有“90”后、“00”
后一样，他平时也会热衷于电脑

游戏，可是这一次却把他的兴趣

爱好放到了一边，认认真真地站

在疫情防控执勤的一线岗位上。

金赵庆的父亲金彐平是廊下

派出所的一名联防队员。2 月 10
日正在朱平公路执勤的他，当他

听说廊下镇团委正在招募青年志

愿者，马上就问道“现在志愿者还

缺不缺啊？我儿子正好放寒假，

让他也来做做志愿者，体验体验

生活，男孩是该拉出来锻炼锻炼

的。”说罢就拿出手机给他儿子打

了个电话，金赵庆想都没想就答

应了。

尽管在接到父亲电话时，已

经是晚上 6 点左右，金赵庆还是

毫不犹豫地一人骑着电瓶车从

万春苑骑到了朱平公路道口。

冬天的夜晚寒风凛凛，30 分钟的

车程让他双手冻得通红，他却带

着微笑和父亲一同走上了执勤

岗位。

道口执勤需要 24 小时在岗，

12 小时轮一次班，志愿者配合联

防队员对来往车辆、人员进行排

查，并做好信息登记工作。在这

条贯通两省的公路上，车辆往来

不止，尽管已经做好个人防护，金

赵庆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前，一

丝不苟地完成安排的任务，展现

了青年人的担当精神。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

奋斗而升华。在全民战疫的日子

里，朱平公路的疫情防控道口执

勤岗位上活跃着这样一个身影，

他年轻、鲜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行动力，他向我们展示：

“00后”们正在迅速成长。

寒假里，就读于朱泾二小两

年级的李烁岚在电视中看到新

闻介绍了一种病毒，叫做新型冠

状病毒，很多人因为感染了它而

住进了医院，还有很多医护人员

前往武汉帮忙救助病人。

这些日子，李烁岚每天待在

家里，哪里也不敢去。班级的赵

老师给了小朋友许多建议，于是

李烁岚每天在家阅读，锻炼，还

帮爸爸妈妈做家务。而李烁岚

的爸爸妈妈可忙了，每天都要为

朱泾镇的十八个村居，以及两个

结对村的志愿者们送去 400 份

盒饭。

有一天，李烁岚的爸爸回来

说道，整个小区都严格戒备起

来，北圩小区的门口也站了好几

位志愿者，他们从早到晚，对进

出小区的人们量体温，做登记，

确保小区人员的安全，真的是辛

苦。李烁岚站在二楼的窗口往

外看到，志愿者叔叔阿姨们穿着

防护服和红色的志愿者背心，戴

着口罩，站在小区门口，好几个

小时。他们都不吃不喝，甚至都

不坐下休息一会，难道不累吗？

李烁岚灵机一动，便说道：“我能

不能每天给小区的志愿者叔叔

阿姨送一些点心呢？”她的爸爸

听了后十分高兴，连夸李烁岚长

大了，懂得关心别人。

就这样，每天李烁岚都在

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为小区门

口的志愿者们送去鸡蛋、牛奶、

水果等小点心，并真诚地对他

们说一声：“叔叔阿姨，你们辛

苦了！”听了一名小朋友的话，

志愿者们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

李烁岚的爸爸常说，疫情面

前，大家都要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虽然李烁岚只是一名二年

级小学生，但是她也想同她的爸

爸一样，要为这次抗击疫情做出

自己的一点贡献。

李烁岚已经为镇上的志愿

者们送去了近一个月的点心，她

相信，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的战

役。

抗疫小先锋
——金山区新时代好少年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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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赵庆和他父亲在道口执勤

李烁岚为社区志愿者送上点心

陆骏文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防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