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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常在电视上都能
看到或听到“扶贫攻坚”这个
词吧，还有什么“精准扶贫”，
有时我到妈妈工作的医院去
玩，也会看到这个词。

有 一 天 ，我 就 问 妈 妈 ：
“扶贫是什么意思呀？”妈妈
回答我：“扶贫就是保护贫苦
户的发展生产，建立生产工
农业，发展工农业企业，促进
生 产 ，摆 脱 贫 困 的 社 会 工
作。”扶贫有很多种，健康扶
贫 、教 育 扶 贫 、生 态 扶 贫 等
等，我们现在要讲究精准扶
贫。意思就是针对不同贫困
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
况，运用科学合规程序对扶
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
帮 扶 、精 确 管 理 的 治 贫 方
式。通俗地说，精准扶贫主
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谁贫
困就扶持谁，谁的贫困程度
深对谁的扶持就要多。妈妈
说医院做的是健康扶贫，也
是精准扶贫的体现。我问妈
妈 :”那健康扶贫是什么呀？”
妈妈说：“健康扶贫简单说就
是让贫困地区的人口看得起
病，买得起药。”原来是这样
的呀！妈妈说：“明天我们要
下乡，你也跟我们去吧！去
看 看 那 里 和 宏 村 有 什 么 不
同。”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我和妈妈去的是省级贫
困村——泗溪村。去的路上，
妈妈告诉我这次他们下乡去
开展的活动叫：送医送药送健
康。不知道拐了多少弯，终于
到了目的地，我左看右看，心
里想这是什么鬼地方，怎么这
么破破烂烂。下车后，我感到

有点口渴，就想去买瓶水喝，
但是到了店里，我一惊：这是
店吗？这种店现在只有在电
视上才能看到吧，店里没有水
卖，也没有我平时吃的各种零
食卖。妈妈说：“我到村里给
你去要点水喝吧！”过了一下，
妈妈他们就开始干活了。他
们把带去的仪器都从车上搬
到村委会，那里早有许多爷爷
奶奶在等着了。妈妈他们开
始一个一个地帮老奶奶老爷
爷检查。检查的项目有查血、
尿、心电图、B超、还有体格检
查，一样都不能少。这时候，
村里的妇女主任走来说，还有
几个老人卧病在床，不能过
来。妈妈他们几个就马上说：

“我们马上上门去”。妈妈也把
我拉上，走了好久的山路，终于
看到几户人家，心想这就是传
说的世外桃源吧？就算是世外
桃源我也不愿待在这，交通太
不方便了。只见妈妈他们走进
一间土房子，屋里黑黑的，大白
天进去还要开灯。这是一个患
有高血压的老奶奶。妈妈他们
帮他检查好后，又给她配了药，
这样她就不用为没药吃而担心
了。这一天，我们还走访了好
多家。回到家，我感觉整个人
都散了架。妈妈说这是他们经
常要做的事，这也是在扶贫工
作上贡献自己微薄之力。

通过这件事，我深刻体
会到，要珍惜自己现在的生
活，要学会感恩，要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关心同学。我也
懂得了送医送药送健康这种
扶贫的真正意义。

指导教师：余长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恍我已度
过了 11个五彩缤纷的童年，在我记忆的
长河中，有许许多多的往事：有快乐的、
有难忘的、有伤心的、有生气的……这些
往事如同沙滩上的贝壳在我的记忆中闪
闪发光……

2013年 9月，是我刚离开幼儿园，来到
小学。在这里，我将开始我为之六年的学
习生涯，可是在开学不到几天，就发生了一
件既让我想笑，又让我感到温暖的事。

那是一天放学，妈妈下班太晚了，就
让我在车棚里等候。一开始我在车棚里
写作业，写好作业后，我就和同学一起做
起了游戏。但慢慢的，同学们也都相继

被家长接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在车棚里
干坐着，望着别人在和自己的同学一起
玩耍。我感到非常的孤独、寂寞。本来
心情就已经不好了，再加上外面烈日炎
炎，豆大的汗珠在我脸上流着。那热的
滋味可真不好受，我真想赶紧回家吹空
调啊！就在这时，我萌生了一个独自回
家的想法，但很快，这个想法就被我的恐

惧打消了，因为妈妈经常对我说不能单
独回家，不然的话就有可能被陌生人拐
走。想到这里我就心惊胆颤，但是外面
的炎热又让这个念头重生了，唉！不管
了，豁出去了！我背起书包踮起脚尖，俯
下身子，蹑手蹑脚地向大门口走出去，生
怕惊动了保安室里的保安。耶！成功
了！我心理暗喜。可是，在过马路时却

把我难住了。望着川流不息的车子，我
感到非常害怕，一看绿灯亮起时，我便拼
命的跑了过去。过了马路，突然一个熟
悉的声音叫住了我：“邓璇，你怎么在这
儿，你妈妈呢？”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
邻居阿姨，于是，我便把整件事的来龙去
脉告诉了她。阿姨听了说：“下次可不能
再这样单独回家了，出了事情，你妈妈会
担心的。你妈妈现在还没下班，这样
吧！你先去我家，等你妈妈下班再接你
回去，我听了，连忙答应了。

虽然这件事已过去六年了，但我每每
想起来都会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因为

“人间处处有真情、真情时时暖人心”！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骄傲的中华》。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
说过：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
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旧

中国，由于国家的衰败，中国人抬不起
头，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可如
今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正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雄姿呢！

当 1949年 10月 1日天安门广场上冉

冉升起五星红旗，毛主席向世界宣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中华民族终于迎
来胜利的曙光！当1984年许海峰为我们中
国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时，世界上再也没有
人敢讥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了。当2001
年11月10日，中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审
议，终于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去了！当
2008年北京申奥成功，不仅向世人证明了
中国的体育实力和在世界的影响力，而且也
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我骄傲！我们中国有首夺奥运金牌

的刘翔！我骄傲！我们中国有获雅典
冠军的中国女排！我骄傲！我们中国有
自行研制并成功发射的“神舟五号”?载
人飞船！我骄傲！我们中国有首颗人造
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骄傲自己是
中国人！我骄傲自己是黑眼睛黄皮肤的
中国人！我骄傲自己是龙的传人！

同学们，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要
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接过时代的接力
棒，让中国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现在让我们共同努力吧！谢谢大家！

扶贫攻坚在路上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汪涵怡

人 间 真 情
□岩寺小学小记者站 邓 璇

我骄傲的中华
□汤口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江欣洁

小时候，我跟妈妈学唐诗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知
道了千古名楼黄鹤楼。从那
时起，每当读到“故人西辞黄
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或“昔
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
楼”的诗句，便心驰神往。如
果有一天，我能去看看黄鹤
楼，看看滚滚长江，那该多好
啊！

今年暑假，这个愿望终于
实现了。我们来到了江城武
汉，游览了神交已久的黄鹤
楼。

黄鹤楼位于长江大桥边
的蛇山上，共有五层，不论是
飞檐流阁，还是雕梁画栋，都
金碧辉煌、巧夺天工。来到黄
鹤楼前，“气吞云梦”四个大字
气势磅礴，非常壮观。

步入一楼大厅，立刻被那
浓郁热烈的气氛深深吸引。
高昂的六方巨型宫灯，透出橙
黄色的光晕，如置身真龙天子
的庙堂；四周屏风幛曼，彩绘
藻井，更衬出中间别具韵味的
巨幅壁画。白色陶瓷画布上，
白云袅袅，烟雾弥漫，云雾之
中的黄鹤引颈展翅，神形飘
逸。乘鹤而去的老仙人皓发
白髯，吹着长笛，那份恬然、悠
然、飘然，竟使你能听到他的
长衫在微风中轻轻抖动，竟使
你能听到那份清幽婉转的笛
声缓缓萦绕……

二楼大厅气氛淡雅，如果
说在一楼如饮醇酒，在这里则
似捧一杯清茶。卷卷书法绘
画，笔墨清新，寓意深刻，显示
着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那
用大理石镌刻的《黄鹤楼记》，
记叙着楼的兴废沿革和名人
轶事。我最爱那幅《霜晨月》，
薄雾冥冥的早晨，地上铺着淡
淡秋霜，轻纱般的流云间竟还
挂着一弯清朗的明月，多么动
人的意境啊！那月中住着嫦
娥，还有可爱的小白兔和那棵
香气袭人的桂花树……每一幅
作品都为黄鹤楼增添了一份艺
术感染力。淡淡的灯光，幽幽
的墨香，让人深深的陶醉！

缓缓移步楼前，民族风格
浓郁的牌楼挺拔兀立，气势非
凡。那错落有致的亭台轩树

古色古香，精巧玲珑。尤其别
致的是它的题匾：“揽虹”、“嫩
川”、“衡云”、“凝翠”……哦，小
小的亭，你果真能包揽得了那
茫茫无际、生机盎然的绿吗？

主楼迎面一副对联实在
妙极：

出是路入是门，奇树穿云，
诗外蓬莱来眼底；

登斯楼说斯景，怒江劈峡，
画中天地壮人间。

字是刘海粟大师 90高龄
所书，苍劲雄浑而不失隽秀，透
出豪爽之气，溢出由衷之情。

三楼大厅是“刺绣”壁画；
四楼有当代名人的墨迹手泽
陈挂其间。

登上五楼，呈现在眼前的
正是想象过许多次的云雾迷
离、水天一色的绝美景致。极
目楚天，长江大桥雄姿英发，桥
上车水马龙，奔流不息，桥下帆
影点点，江水悠悠，龟山电视塔
的倩影、鳞次栉比的高楼，江城
美景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
浮想联翩……一个声音在耳
边响起，那是谁在吟咏？“孤帆
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
悠悠”……我的心境全无古代
诗人当年那番怅然愁情，如果
让李白和崔颢站在今天的黄
鹤楼上，望着这生机勃勃、千帆
竞发的万千气象，他们又会怎
样激情四溢，发出由衷赞美的
感叹呢？凝神思古，我已深深
融入这巨幅画卷之中。

多么巍峨的一座楼！周
围有小亭回廊，绿树芳草，整个
群体错落跌宕而又浑然一体，
显得无比雄浑而飘逸。

这仅仅是一座楼吗？那
每根红柱，每道飞檐，每块石
砖，分明在告诉我们：“不！那
深印在人们心中的，是中华民
族优秀的文化瑰宝！”

从远古到今天，有多少人
凭栏四顾，怀古思幽，发出声声
赞叹；又有多少人举目远眺，心
驰神往，激起阵阵豪情。哦，我
终于明白，这只黄鹤，其实从未
曾飞走过，它一直停驻在国人
心中，化作一种永恒的追索与
憧憬，对绵亘的历史，对美好的
未来……

那不曾远去的黄鹤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王珺宜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老师带我们走
出校门，去了徽州文化馆体验。

到了文化馆周围，我就感到不一样：这
里栽了许多小树和小花，到处都花红柳绿
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地上还铺了一条
石子小路，给了行人一种庄重却又舒服的
感觉。

到了文化馆，就更壮观了！走进去，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整洁亮丽的大厅；接着是
两侧正统又光滑的扶梯。顺着扶梯向上
走，就能看到一间间阅览室。走进这一间
阅览室，就会发现自己似乎浸在了书的海
洋里，似乎闻到了一股隐隐约约的书香
……即使不爱看书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拿
起一本书来翻一翻；还有那宽敞明亮的舞
蹈练功房，在那里，我领悟到了肢体语言的
动人。老师还请了两位同学来展示，他们
娴熟的舞蹈技术和舞蹈功底真让人佩服！

可最吸引我的，是一间不大却一直散
发着墨香的房间——书法展览房。

刚跨进房门，我就闻到一股浓浓的墨
香，那些书法作品告诉我：这不仅仅是墨
香，这还是中华艺术精髓的味道！我左看
看，右瞧瞧，怎么看也看不够。似乎这儿展
示的不是一幅幅字画，而是来自世界各地
的奇珠异宝；我久久注视着那写字的老人，
看着一个个字从他的笔尖诞生，我看得入
了迷，似乎那位老人写的不是字，而是一个
个能说会道的小精灵。

“排队啦！”老师们的一声呼唤把我从
幻想中拉出来。我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那
些字画，终于离开了书法展览房。

虽然这次“出游”只有短短两个多小
时，却让我受到了文化的熏陶。“做一个有
文化的人吧！”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指导教师：胡駪駪

人生中，我有许多次尝试，而折纸
飞机就是其中之一。

学校里，看到别人玩飞机我也想
玩，就和陈伟强一起玩了。心想：我的
飞机一定比陈伟强的好。

开始折飞机了，首先我取来一张
纸，把它竖着对折，打开，用两个角向
内折，折到碰到折痕为止，这时的角就
成了一条平线，随后在平线的位置向
下对折，把上面的两个角向下对折，尽
量让它为平线，接着用下面的一个角
向上折，最后两边对折，把机翼折出来
就好了。陈伟强也折好了，我蹦蹦跳
跳地来到陈伟强面前，“嘿！请看！”

“啊！你的飞机可真酷，就不知道飞的
高不高？”“肯定高！”我满怀信心。

我们快速地爬上逸夫楼的最顶
楼，气喘吁吁的我跑在前头，陈伟强紧

跟在我的后边。陈伟强先试飞，他的
飞机一飞出去，就直线下降，于是他就
跑下去捡。到我了，来到墙边，“3——
2——1！起飞！”我大叫，快速将它抛
向天空。纸飞机飞了出去，先是向前
飞了一下，然后就一个回转，机翼向
下，滑翔一下，再下降，滑翔一下，再下
降……有时还会拐弯。几次我都觉得
它要掉下去了，可是它却像跟我开玩
笑，打着旋，飞翔着……最后我下去捡
的时候，陈伟强对我说：“你的飞机可
真厉害，飞那么远！”我笑了笑。

蓝天白云下，绿树红花间，纸飞机
飞呀飞，它好像在跟我说：“恭喜你，你
的尝试成功了 ,怎么样?多一次尝试 ,不
就多了份美丽的心情，不就多了份成
功的喜悦吗？”

指导老师：郑淑兰

徽州文化馆游记
□文峰学校小记者站 王诗语

纸飞机，飞吧
□祁山小学小记者站 徐 翔

<<<<<<小记者书画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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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欢迎你们来
黄山游玩。黄山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 ,
也是全国唯一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
和世界地质公园两顶世界桂冠的景区。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境内，为三
山五岳中三山之一，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
称。徐霞客在游览黄山之后，留下了“五岳
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叹。黄
山有四绝，分别是奇松、怪石、温泉和云海。
这些景色可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呢！

看，这就是“黄山四绝”中第一绝：奇
松。黄山延绵数百里，千峰万壑，比比皆
是。黄山松奇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奇在它
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黄松是从坚硬的黄岗岩
石里长出来的。黄山到处都生长着松树 ,它
们长生峰顶 ,悬崖峭壁 ,长在深壑幽谷 ,郁郁
葱葱 ,生机勃勃 ,能说不奇吗?下一个景点是

“四绝”之二，请游客们跟我走，登山途中，请
大家注意安全。

游客们请止步，请大家往我身后看，那些
巨石就是“四绝”之二：怪石。黄山“四绝”之中
的怪石，以奇取胜，以多著称，已被命名的怪石
有 120多处。大家顺我的手指向那边看，那
就是“猴子观海”，远看去就是一个猴子在向
下观望云海。除了“猴子观海”，还有“仙桃
石”“仙人指路”“金鸡叫天都”等奇石。

游客们，我们往那看，那里便是“四绝”之
三：云海。自古黄山云成海，我们走到高峰时
总会看到云雾缭绕，密林中的云雾在枝间飘
动，给幽静的树木增添了一丝神秘的美感，向
前远眺，云在山间翻滚着，时而浓时而淡。

我们再来看这“四绝”之四：温泉。温泉
（古称汤泉），源出海拨 850米的紫云峰。传
说轩辕皇帝就是在此沐浴七七四十九日得
返老还童，羽化飞天的。

黄山的奇观说也说不完 ,赏也赏不够。
现在 ,请大家尽情地欣赏黄山吧!注意 ,不要到
危险的地方去哟! 指导老师：汪维维

黄山导游词
□育鸿学校小记者站 项芷璇

雪，是冬天的信使，当它降临大
地的时候，预示着冬天已到来。

傍晚，传来一阵雪籽敲打屋顶
的声音，紧跟着雪精灵跳着优美的
舞姿，纷纷降落在人间。不知不觉
中，路面已铺上了雪白的地毯。我
来到窗户边，放眼望去，对面的屋顶
上、山坡上、屋前的树木上……都铺
上了一层洁白而晶亮的雪。

雪，你就这样静静地、悄悄地地
来了。

清晨，我早早地起了床，打开大
门，哇！映入眼帘的是洁白无瑕的
天地。静谧的乡村被雪蒙上了一层
神秘的色彩。这样美丽的景色，使
所有人为之惊叹！

这时的乡村好像都没有一点声
响，静静地沉睡着，如此的寂静。一
阵寒风卷过树梢，“呼——呼——”地

刮着，我顿时冷得直打哆嗦。可是，
寒风过后，一幅美丽的冬景画展现在
我眼前。踏着皑皑白雪的小径，我走
向山林间，白色与绿色融为一体，树
木就像穿上新装，显得神采奕奕。偶
尔回头一看，那雪中的农家小院，多像
人间仙境呀！雪后的乡村，宛如一位温
婉的女子，不禁使人驻足痴望。

太阳出来啦！白雪皑皑的乡村
被阳光笼罩，洒下了灿灿金辉，温暖
不由而生。雪，被束束阳光直射，化
成雪水，从屋檐上落下，“丁冬一一
丁冬一一”这真是大自然创造出的
美妙音乐啊！犹如行云，犹如流水，
触人心弦。

雪，你纯美，你洁白，你无暇！
雪，筑就了不平凡的冬天！唯有雪，
才让天地间有了无与伦比的美！

指导教师：余卓华

雪后乡村
□宏村学校小记者站 卢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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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 荷花池小学小记者站 韩羲晨

环保号废气转换机 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曹子睿

书法 岩寺镇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王佳璐

国画 长干小学小记者站 丁奕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