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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普照，晴空万里，给这严
寒的冬日带来了丝丝暖意。我随
着爷爷、大伯、爸爸以及叔叔、婶婶
等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安庆
市潜山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原来呀，经常听本族的长辈们说
起，我们桂家这一分支是从安庆那
边迁徙到徽州来的。前不久，爸爸
接到潜山县的本家人特意邀请我
们去核对族谱延续的电话，并决定
赴这趟寻根之旅。我听到这个消
息时，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所以今
天，我们如约而至了！

车子在开往安庆市潜山县
的路途中，还发生了一件有惊无
险的事情。在牯牛降风景区的
服务区休息时，我意外地发现车
子右前轮轮胎气不足，如果继续
行驶，很可能造成交通事故。想
想都后怕，所以大家都称我为

“幸运星”呢！但我想，这冥冥之
中也许是我们寻宗问族的祖先
在保佑我们吧。同时我明白了，
等我长大后开车，一定要在出发
前好好检查下车子的性能和状
况，防止意外的发生。

经过大约 3 个小时，我们的
车子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潜
山。当地的桂氏族人很热情地接
待了我们。中午时分，我们在饭
店里吃了很多佳肴，有秘制红烧
肉、红烧猪蹄、冰糖红枣、基围虾
以及徽菜中的臭鳜鱼等 20 多个
菜，我的眼睛闪闪发亮，眨都不
眨，嘴巴更是吃的满嘴流油，不时
还会发出“好吃！好吃！”的声音。

吃过午饭，我们就来到了潜
阳桂氏第九次宗谱编修委员会办
公室。一堆堆厚厚的宗谱映入眼
帘，可见桂氏本家修谱委员会成
员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
了解我们的族上是哪个分支的，
大家拿着各自的宗谱一一进行核
对，每个人的眉头都紧锁成一个
大大的“川”字，潜山的本家人也
和我们一起研究起来。因为族谱
中间断了两次没有完善，找起来
就非常吃力。时间不知不觉就到
了晚上 6点钟，我们还没有完全
核对上。这让我想到了习主席说
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
们现在研究族谱，不正是文化自
信吗？如果我们每个家族都兴旺
发达，那么我们的祖国不就兴旺
发达了吗？晚上叔叔的同学又很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菜肴很丰盛，
但有很多菜名我也不知道，这也
许就是徽州和安庆的不同之处
吧。饭后，叔叔的同学又把我们
安排到了酒店入住，多么无微不
至的招待，多么真挚的同学之情
啊！我心中暗想，今后一定要珍

惜同学情谊，这样以后到哪里都
有好友招待我呢！

第二天，爸爸的一个在天柱
山风景区经营农庄的好朋友邀
请我们上山游玩。去了才知道，
天柱山和黄山一样，是国家级
5A 景区。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
天柱山，叔叔的同学还把我们送
到了天柱山脚下，帮我们买好了
门票后才离开。天柱山，又名皖
山，海拔约有 1500 米，面积共有
46平方公里呢!

我们先坐索道到了景区南
天门，再顺着南天门的阶梯向上
攀登。走着走着，便来到了神秘
谷。我在这儿休息了一会，突然
看见一块巨大的岩石，似乎有鼻
子和眼睛，像一位慈祥的老人。
爸爸告诉我，那是皖公神相。大
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一块石头
都可以被雕琢的如此惟妙惟肖。
终于，我们登上了山顶，真是“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

在下山的过程中，我碰到了
一个小困难——那就是百步云
梯。那台阶十分陡峭，右边连个
栏杆都没有，左边只有一个拇指
粗的麻绳固定。我刚站上去，脚
就立马发软了，但是在老爸的鼓
励下，我还是勇敢地走了下来。
此刻，我算是领悟了“无限风光
在险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到达爸爸朋友所在的卧龙
山庄已经是下午 2点了，大家都
饥肠辘辘，幸好爸爸朋友想得周
到。我们一到山庄，菜就已经上
齐了，而且非常丰富。我们狼吞
虎咽地吃起来，在吃饭的过程
中，我还听说这些菜肴都是由挑
夫一点一点地挑上山的，这顿饭
融入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汗水呀，
真是“粒粒皆辛苦”！爸爸朋友
的好客之情也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让我懂得了在今后的人
生旅途中要广交朋友，大家互帮
互助，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午饭结束已经是下午 3点半
了，由于回黄山还有很长的路，
我们礼貌地匆匆告别后就打道
回府了。在回来的路上，我思绪
万千，此次桂氏寻根问族之旅收
获良多，确实不虚此行。我明白
了一点，只有我们炎黄子孙每个
家族兴旺了，国家才会真正强大
起来。特别是游览了天柱山后，
面对祖国这么美好的河山，我们
没有理由不热爱她。今后我一
定要勤奋学习，掌握本领，把我
们 的 祖 国 建 设 得 更 加 美 丽 富
饶。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潜阳的
桂氏族谱能够早日圆谱，更衷心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
昌盛！ 指导老师：项秀萍

“哇呜哇，哇呜哇……”一声
声撕心裂肺的警笛声刺破长空，
熊熊燃烧的大火将夜晚的天空
映得格外明亮。今晚注定又是
一个不眠夜……

2016年 7月 26日晚 7时许，市
中心城区原屯溪汽车站失火。火
借风造势，吐着炙热的舌头向四周
蔓延，仿佛要吞噬一切的架势，在
夜影下更显得他的面目狰狞。

市消防部门先后调集多区县
消防灭火车及官兵灭火。在接到
命令后，消防官兵们迅速做好一
切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火
灾现场。大火无情，他得意地看
着人们惊慌失措、四处奔走，看着
他的杰作，但消防官兵有情，眼前
的大火丝毫没有减弱他们灭火的
决心和信心，一个个动作利落地
选准了自己灭火的最佳位置，拿
着高压水枪，朝着火点喷射着，和
这个恶魔搏斗着。灭火战斗持续
到 27日凌晨四点，再看看官兵们，
头上冒着热气，脸上滚动着豆大
的汗珠，已经分不清五官了，厚厚
的衣裤全湿了。因高温及持续作
战，先后有 5名战士出现中暑、昏
厥等不适，被现场急救车送往医
院，通过输液才慢慢恢复。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太阳公
公早早地爬到了我们的头顶，不

遗余力地照耀着大地，仿佛想烤熟
着大地上的一切。我在爸妈的陪
同下来到了老汽车站旁。这里残
留下的是一片焦黑的废墟，所有的
玻璃都已炸碎，地上的水沉浸着烟
火的灰尘，空地处还停着两辆消防
车。不远处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凉
棚，凉棚下有三名消防员叔叔，其
中一人在值班，他皱着眉头，望着
眼前的废墟，双手却握成拳头，似
乎时刻准备着和魔鬼作斗争！另
外两人都躺在地上的废弃木板上
睡着了，满脸的倦容。看着他们沉
睡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异常可爱。
我想：他们应该一宿没合眼了吧？
可他们还在这坚守着，是怕有什么
意外发生吧？此时，我的周围早已
聚集着不少人，他们都不由自主地
对消防员竖起了大拇指，感叹着：
要不是消防员，还不知会发生什么
呢！真是多亏了他们呀！

为了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和财产安全，消防员叔叔大热天
还穿着厚重的消防服，不顾自己
的生命安全，战斗到凌晨 ,他们是
最可爱的人！

时刻准备着！不论白天黑
夜，不论刮风下雨，不论严寒酷
暑，时刻准备着守护人民的生命
与财产，守护着我们的家园，他
们的确是最可爱的人！

一份期盼，使自己定格了人生的
方向，牵引着我的心、我的梦。

记得四岁那年，因为偶然在电视
里看见古筝表演，一颗名为“兴趣”的
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发芽了。那时，我
缠着父亲一定要给我报古筝班。现在
想想，不免有些可笑。但是，没有那时
的任性，就没有了现在的成功。

四岁时，我便正式“拜师学艺”。
一开始，我觉得特别新奇有趣，一戴上
指甲片就迫不及待地一阵乱弹，老师

是一脸无奈的笑着。
终于，老师开始教我练习指法。

我那时有些不悦，抗议道：“老师，您能
不能教我电视上的人所弹的曲子？”老
师只是微微皱眉：“你连基础还没有学
呢，怎么能弹曲子？都说从小事做起，
弹琴也是得从练习曲开始。”

我顿时哑口无言，也悄悄地握起
小拳头，下定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学
会那些高难度的曲子，弹给老师听！

就这样，暑去寒来，六年过去了。

在这期间，有成功的喜悦，有悲伤的泪
水，有咬紧牙关的坚持，也有深深的绝
望……

“老师，这个调怎么弹？”十岁的我
指着《林冲夜奔》的曲子，问着老师。

老师微微一笑，示意我站起来，她
来弹给我听。我闭上双眼感受着优美
的旋律。琴声先舒缓而平静，仿佛正
在叙述林冲的日常生活；后来琴声急
促而紧张，我仿佛又看见了林冲被抓
的情景；最后琴声激昂、激烈，我又看

见了林冲在夜晚逃跑的景象。一曲终
了，似乎还有余音绕梁。我睁开双眼，
似乎眼前还残留着林冲在夜间奔跑的
碎片。

“明白了吗？”老师看着我的表情，
缓缓站起身。

我 犹 豫 地 坐 下 去 ，也 弹 了 一 遍
——跟老师差得不止一点点。但是经
过老师的耐心指导，我咬紧牙关，坚持
下来。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曲
《林冲夜奔》快赶上老师的水平了，而
且还参加了表演呢！

一想到这儿，我的耳畔似乎还回
荡着那时的笑声。

我回想以前，有心酸、有泪水，但
好踏实、好甜蜜。一份音乐的期盼，
牵引着我的梦，随着音符的撞击，而
一一灿烂。

今天，我读了《101条花斑狗》这本
书，感触良多、深受启发。

这本书的作者多迪·史密斯是英
国人，小说向我们讲述的是一对花斑
狗夫妇如何救出一群小狗的故事。在

英国伦敦，达尔马提亚花斑狗庞果和
蜜西斯生育的 15条小狗被主人的朋友
偷窃，它们便起身去寻找小狗。它们
的主人去广告公司刊登了寻狗广告，
很多英国人知道此事后都放出他们的

狗来帮忙。一路上，在其它狗的帮助
下，两只花斑狗历尽艰险，勇往直前，
终于战胜了凶恶的坏人，救出了自己
的小狗和其它被关在那里的小狗。最
终，庞果和蜜西斯领着 99 条花斑狗回
到那间温馨的别墅，回到了主人温暖
的怀抱，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读完这本书，我被花斑狗们的善
良 友 爱 、勇 敢 机 智 、镇 定 坚 持 所 打
动。花斑狗们的互爱互助始终伴随
整个“寻子旅程”，是爱给了它们战胜
坏人的力量；是爱给了它们克服困难
的信心；是爱给了它们坚持不渝的决

心。我要学习庞果，它聪明可爱，善
良勇敢，遇到困难时敢于思考，当别
人有困难时，愿意伸出援手。我要学
习美丽、温柔、谦虚的蜜西斯，她常常
鼓励庞果，帮它走出生活的阴影，每
当庞果生气了，蜜西斯就会让它冷静
下来。我要学习宽容、有爱心、热心
肠的潘迪塔和王子，它们宽容智慧，
友好团结，乐于助人，还总能让同伴
在难过的时候变得开心快乐。

庞果和蜜西斯对狗宝宝的爱，对
一家人幸福生活的执着让我懂得了父
母爱的伟大与无私，家的温暖与美好。

最可爱的人
□黄山市实验小学小记者 毛王行

桂氏寻根问祖之旅
□岩寺小学小记者站 桂正康

兴趣，是一种甜蜜的牵引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李若涵

“爱的力量”
——读《101条花斑狗》有感

□百鸟亭小学小记者站 汪瑾

相互感恩，就会让矛盾越走越远；
互相感恩，就会让心灵越来越近。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孩子
对亲人的感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是朋友对朋友的感恩；“树树皆秋
色，山山唯落晖”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感
恩。正因为有了感恩，才让我们的生命
更阳光，正因为有了感恩，才创造了和
谐的社会。

父母赋予我们生命，在我们呱呱落
地时，上帝便赋予我们一颗感恩父母的
心，因为，是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神
奇的世界。“爱你才会管束你，爱你才会
寸步不离的守护你，爱你才会默默地注
视你。”恐怕这是我们最常听的话了
吧。可是，又有多少人是真正地体会到

这句话的含义。现在大多都是家里的
“小皇帝”“小公主”，每天饭来张口，衣
来伸手，家里最好的，父母都让给了自
己。父母的爱，成就了今天的我们，也
正是有了他们的爱，才成就了这个和谐
的家庭。

我们要感恩亲人，感恩他们的丝丝
关爱。当我们离开家人后，必定会遇到
很多朋友。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离开了家，离开了亲人，
朋友就是你最大的依靠。友谊是一杯
醇香的酒，值得你去品味；友谊是一幅
无色的画，值得你去着色；友谊是一首
动听的歌，值得你去聆听……当然，朋
友之间还是有竞争对手的。面对这些
对手，我们不必害怕，不必彷徨，应该大

胆地去面对他，信心十足地迎接他的挑
战。但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要忘
了感谢你的对手，因为是对手和你一起
追逐，一起攀登，一起较量，一起腾飞，
他是你前进途上的强心剂、推动器。

我们要感恩朋友、感恩对手，感恩
他们的帮助与力量。在大自然中，动物
和植物都给人类带来了无法计算的快
乐，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其存在的意
义与价值。环境中的一草一木，一水一
土，一山一丘，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美好
环境的构成分子。因为有了它们，我们
才能享受充沛的阳光、温和的雨露和洁
净的空气；居住在鸟语花香的地方；欣
赏秀美壮丽的祖国山河。是它们赐给
我们春夏秋冬四季的妖娆和美丽。伤
害和破坏自然环境就是在伤害和扼杀
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命，世界上还有什
么比珍惜“生命”更重要的事呢？

我们要感恩大自然，感恩它给我们
带来美好的环境。古人说得好：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一个人只有学会感恩，

对一切事物怀有一颗感恩之心，那才能
真正快乐。

生活给予我们挫折的同时，也赐予
了我们坚强，我们也就有了另一种阅
历。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是从来不会吝
啬感恩，我们要有一颗包容的心，来接
纳生活的恩赐，酸甜苦辣不是生活的追
求，但一定是生活的全部。试着用一颗
感恩的心去体会，我们就会发现不一样
的人生。

感恩是一种文明，感恩是一种品
德，感恩更是一种责任。懂得感恩，就
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想得理所当然。

想想你现在所拥有的，都不是规定
一定属于你。而这些东西，都是靠生活
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样
物所得来的。想想别人为你退
让的那一步，为你挽起的每一个
笑容，然后你的生命变得很
安详，变得很阳光，很温
暖。如果整个社会都这
样就太和谐了。

“白衣小天使，长得分外俏，
开在树杈上，对着太阳笑。”说到
这里，你一定猜到了这是什么，
对，就是玉兰花。

我家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玉兰
花树，一到春天叶子还没长出来
花儿就迫不及待地破茧而出，就
会开出一树的鲜花。清幽的香气
常常令人赞叹不已。

玉兰树的叶子刚长出来的时
候分外不起眼，一眼望去很难找
到隐身在绿树白花中的它们。它
们碧绿碧绿的，如同牛角一般，似
乎风轻轻一吹，就能响起悠扬的
号角。慢慢的，叶子长大了，牛角
开始变大，像是一个睡醒的孩子，
张开了手脚，像脱衣服一般，一
片，两片，硬硬的牛角从外到里，
叶子一层层分开了，长大了，起初
翠绿的叶子又软又薄，似乎轻轻
一碰就会破掉，不久后，叶子就会
穿上一层又滑又硬的“衣服”。从
叶柄出轻轻掰下，那新鲜的湿湿

的叶柄冒着一丝丝的幽香，虽不
持久也不浓烈，也使人难以忘却。

玉 兰 树 的 花 才 是 最 吸 引 人
的。墨绿色的花苞，白色的花瓣，
金黄的花蕊，站在十几米外就能
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清香闯入你
的五脏六腑。玉兰花的开放十分
有意思。花苞的外面包着一个硬
硬的“外套”，在花苞的成长下，

“外套”慢慢地裂开了，脱落了，象
牙白的花瓣一片一片地舒展开来
了，满腹的清香也开始一点一点
地渲染着我家的小院。金黄的花
蕊像一颗子弹立在了花瓣的中
心，仿佛是一名站立在舞台上的
舞者，用自己浑身解数展示自己
青春的美丽。几天后，花瓣开始
泛黄脱落，金黄的花蕊变得焦黄，
但在枝头依旧十分引人注目，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化作一截
枝干，褪去所有光彩。

我喜欢玉兰，喜欢她的清香
秀丽，更喜欢她的执着与坚持！

有 人 说 ，梦 想 是 石 ,敲 出 星 星 之
火 ; 梦想是火 ,点燃前行的灯 ;梦想是
灯 ,照亮夜行的路 ;梦想是路 ,引领走向光
明。小时候，每当我从电视中看到记者
们忙碌采访报道的身影，看到电视上名
嘴们手握麦克风闪亮银屏，看到各大媒
体的大咖们用文字图片聚焦头条，我羡
慕不已，梦想有一天也成为他们中的一
员，为此我砥砺前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两年前，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支
持下，通过不断的努力，我终于成为黄
山日报小记者中的一员。看，光荣的小
记者证就在我们胸前，我们是多么骄
傲、多么自豪！两年多的小记者历练让
我受益匪浅。我仍然记得，参加小记者
节时的兴奋，首次采访时的紧张，投稿
时的忐忑，查阅报刊时的期待，当我的
第一篇稿件在黄山日报刊登后，欣喜之
情难以言表！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览古

今又接地气，明处事又勤能力，这让我
有幸站在这个光荣的舞台上展示自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我知道，小记者不是用来炫耀的，
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今后的日
子里，我将时刻谨记习近平爷爷培养追
求真理、报效祖国志向的谆谆教诲，更
加积极地去关心时事、体验生活，用眼
去观察，用心去感受，用笔去描绘。我
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今后的
学习中，我将多看、多读、多想、多写，从
身边的点滴好事出发，从保护环境、建
设全面小康等社会热点入手，真实记录
黄山市改革开放的变化，充分展现新时
代徽州大地发展的新成就，展望、憧憬
中国梦实现时的盛世辉煌。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今天我
们是稚嫩的小记者，明天一定能够成为
新闻岗位上的栋梁。

（指导教师 鲍清清）

夕阳，似乎多了些温暖，坐在窗
前被夕阳染红的桌旁，翻开相册，一
幅幅往事浮现在眼前，望着窗外成队
的鸟群，我陷入了沉思。

随着凌晨的一声啼哭，我诞生
了，护士抱着我走出来，我还在嚎啕
大哭，一双大手把我接了过来，捧着
我，哄我开心。你把我举过肩膀，在
空中飞来飞去，我竟然笑了，双手不
停地舞蹈，大家也笑了，相机保存了
这一美好的时刻。

后来啊，绿树成荫的羊肠小道
上，我坐在你肩膀上，手不停地拍打
着你的后背，似乎要叫你快点跑。你
则迈出矫健步伐，带我穿过人群，我
笑了，你也笑了。在这个烈日炎炎的
夏天，构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运动会上，我在跑道上冲刺，你
在旁边马路上给我加油助威。看到

你那期待的目光，我不忍心让你失
落，于是加快步伐，超过一个个对手，
率先到达了终点。我看你开心地蹦
了起来，不停地给我竖大拇指，露出
幸福的笑容。一阵秋风掠过，深深地
把这件事烙在了我心里，形成了最美
的风景。

翻到相册的尽头，那一幅幅美好
的画面仍旧不停浮现在我眼前，一片
金黄的树叶落到了雪白的书页上，像
在诉说着什么。

抬头仰望，天空蓝得那么高，那
么远，朵朵白云白得那么梦幻。云起
云落，山长水阔，你可以尽情感受大
自然的美。行走在路上，一张张欢乐
的笑脸，一声声欢快的笑声，构成了
一幅幅美丽的画面。

成长路上，用心走，才能发现最
美的风景。

风景在路上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詹子昕

玉 兰 花
□柏树小学小记者站 胡博涵

感恩之心 无处不在
□海阳二中小记者 程思俊

我自豪，成为小记者
□歙县城关小学小记者站 许鲍弘

徽州师范小记者站 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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