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 雪
□大位小学小记者站 洪启航

这次回到淮北，恰逢遇到一
场大雪。在这样冰天雪地的早
晨，如果没有什么要紧事，人们
宁愿呆在家里足不出户。而我
却兴奋不已，一大早起床后便立
刻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

天空雾蒙蒙的，周围的一切
都被大雪覆盖着，村庄，树木，庄
稼，银装素裹，全都换上了新衣
裳。一望无际的视野里全是白茫
茫的一片，甚是好看！对于一个
在南方生长的人来说，这一切都
是新奇的，除了兴奋，还是兴奋！

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吹着，
刮到脸上像被刀割一般，零下六
度的温度，让我的手无法自由伸
展出来，尽管如此，也阻止不了
我 对 这 茫 茫 大 雪 的 喜 爱 之
情。我试图用手去抓雪，但是因
为上了冻，雪硬邦邦的，抓在手
里冰凉刺骨，我只能无奈地放

弃。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好
心情，我高兴地在乡村雪地上奔
跑，所踩之处发出“咔嚓咔嚓”的
声音，我觉得十分有趣，加快了
自己的步伐，沿着小道一路向
前，身后留下一个个清晰可见的
脚印。路两边的麦田里，隐隐约
约可见麦苗的芽尖！它们就像
一个个调皮的孩子，晃荡着小脑
袋，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个神奇
的世界，仿佛在说:“好一场及时
雪呀，明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太阳出来了，一切开始变得
清晰可见了，周围村庄也在我的
视野中出现了。地上的积雪开
始融化了，雪地上的雪也变得温
柔了很多，此时，踩在雪地上，发
出“沙沙沙”的声音！我开始玩
起雪来，在雪地上写字，抓雪掷
远，滚雪球……

地里的积雪开始融化了，田
地里的麦苗，争先恐后地挣脱雪
的束缚，接受着太阳的眷顾，在
寒风吹拂下，轻轻摇曳，颇像一
位位优雅的舞者在跳着轻快的
舞步！我看着眼前的美景，用手
轻轻抚摸着松软的积雪，沉浸在
雪的融化中……

穿过一条条小路，走过一道
道桥梁，我被眼前的美景牵引
着，如醉如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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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
他，短短的头发刷子似地直竖着；他，浓
密的胡须成一个隶书的“一”字……他，
就是鲁迅。今天，周晔的《我的伯父鲁
迅先生》再次拨动我的心弦。

任阳光轻轻爬上膝盖，我如痴如醉
地读着《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篇课文，
我仿佛穿越了时空，聆听着鲁迅先生的
谆谆教导。

我的心跟着课文一起跳动。当我
读到“数不清的挽联挂满了墙壁，大大
小小的花圈堆满了整间屋子”时，我满

头的雾水，大大的问号从脑子里冒了出
来 :为什么鲁迅先生会受到这么多人的
爱戴呢？我急切地从书中寻找着答案；
当我读到“你想，四周围黑洞洞的，还不
容易碰壁吗?”的时候，我不禁扑哧一
笑，鲁迅先生把与反动势力作斗争时受
到的困苦比做“碰壁”，好一个幽默、乐
观的先生啊！当我读到“他们把那个拉
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
的时候，我肃然起敬，鲁迅先生那么关
心、热爱劳苦人民，他那种“俯首甘为孺
子牛”的高大形象挺立在我的面前；当

我读到女佣阿三说“他对自己的病一点
也不在乎，倒常常劝我多休息……”的
时候，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恍然大
悟，这样一个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
的多的人怎能不受他人的爱戴呢？

我一遍又一遍读着“笑谈《水浒
传》”这个部分，鲁迅先生对周晔那不同
寻常的教育方法让我受益匪浅，耳边常
常回荡起“哈哈！还是我的记性好”这
句话，因为我从周晔囫囵吞枣读书的样
子，意识到我的不足。记得有一次，老
师让我们回家看一本书，并记述它的内

容，由于我看书时走马观花，只注意人
物的形象特征，一些经典的情节全都搞
不清楚，我就张冠李戴地乱说一气，引
来了全班的哄堂大笑。今天，再次领悟
鲁迅先生的教导，让我懂得了读书的秘
诀 :认认真真，一丝不苟！鲁迅先生不
愧为我们青少年的导师啊！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一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让我
看到了鲁迅先生那高大的形象，让我
懂得了读书要认真这个道理，真是开卷
有益啊！ 指导老师：江晓俏

飒飒秋风鼓壮志，激烈角逐显风采
□荷花池小学小记者站 章阅恺

不朽的民族魂
——读《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有感

□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施语童

11月 2 日，风和日丽，屯溪区小学
生运动会在龙山实验小学拉开了帷
幕，来自各个小学的选手们英姿飒爽，
尽显风采。荷花池小学的十位小记者
来到现场，对运动会实况进行了现场
报道。

你听，枪声一响，如征战的号角吹

响，选手们如离弦的箭，昂着自信的头，
冲向胜利的终点。有的选手咬紧牙关，
有的选手身轻如燕，有的选手步履矫健
……他们都带着必胜的信念，冲向终
点，无论成绩如何，他们都是胜利者！
秋风将旗帜吹起，呼啦啦的声音，是在
为他们呐喊、助威！

你看，垒球运动员鼓起腮帮子，微
微下蹲，奋力将球掷向远方，垒球在空
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秋阳，落在他
们黑黑的头发上，跳跃着，闪烁着……

你再看，小记者们时而神情专注地
看着选手们各显神通，发出啧啧赞叹；
时而奋笔疾书，用笔和纸记录下精彩的

瞬间；时而采访着选手和裁判员，将他
们的感想牢记心间。

11 月 3 日，屯溪区小学生运动会
圆满落下了帷幕。我认为：踏上跑道，
是一种勇气；冲向终点，是一种信心；
驰骋赛场，就是一种胜利！我为运动
员们骄傲！

童年趣事
□行知小学小记者站 章宜霖

身处童年，我每天都在编织着美丽
的故事，其中有一件事在我脑海中一直
挥之不去，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我七岁那年秋天的一个周末，
我们全家一起去新溪口摘橘子。透过
车窗，我看见道路两旁矗立着一排排高
大挺拔的银杏树，风儿吹过，银杏叶便
纷纷落下枝头，落得满地金黄。下车走
了一程山路，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站在山坡上，放眼望去，整个山头
都种满了橘子树，又大又红的橘子令我
满心欢喜，竟不知先摘哪一个才好。突
然，我看见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大个儿橘
子，连忙冲上去，踮着脚，伸出双手去
摘。由于用力过猛，竟然连枝丫也拽下
来了。妈妈看见了，轻声细语地说：“摘
橘子先要找准橘把儿，再用力一掐就
行，不用折枝丫的。”我点点头，一试果
然管用。我拿起橘子轻轻剥开，只见一
瓣瓣月芽形的果肉紧紧连在一起，散发
出诱人的香气。我用手掰起一瓣放入
口中，用劲一咬，汁水瞬间溢满了嘴巴，
真甜啊！就这样，我摘一个，吃一个。

一小时后，妈妈摘了一大袋，而我的袋
子里只有七八个，肚子却撑得圆滚滚
的，像塞了一个小西瓜似的。这时，天
色已不早，我们便提着橘子下山了。

路上，妈妈问我摘了多少个橘子，
我一边吃着橘子，一边调皮地说：“暂时
先不告诉你，回家再说。”到家了，妈妈
打开我的袋子，发现里面只有几个橘子
后，便疑惑地问我：“你就摘了这么点橘
子？”我笑了笑，然后拉起上衣，露出圆
滚滚的肚子，拍了两下说：“剩下的橘子
全在里面了，怎么样？厉害吧？”话音刚
落，妈妈就大笑起来，爷爷奶奶也笑得
前俯后仰。

没多久，我的肚子就开始隐隐作痛，
一次又一次地上厕所。妈妈看到我提着
裤子来回跑厕所，笑着说：“这就是你贪
吃的后果！我给你泡点盐水喝，免得脱
水。”看来，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啊！

我每每想起此事，都会觉得那时的
我是多么的幼稚！童年真是一段纯真、
难忘的岁月啊！

指导老师：汪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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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刘彦芊 指导教师：邵群

鼓 励
□长干小学 杨子儒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许多
事都已被忘却，可是有一幕，我
却永远忘不了……

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
爸爸给了我一个惊喜，他给我
买了一辆崭新的儿童自行车！
这可是我朝思暮想了很久的山
地车啊。铮亮的车身、宽宽的
车轮、圆圆的刹车盘，关键是可
以变速哦，我爱不释手，对爸爸
喊到：“我们去世纪广场骑自行
车吧！”爸爸答应了。

一到世纪广场，我迫不及
待地爬上车，可是我发现离开
辅助轮驾驭从四轮变成了两轮
的自行车，很不好把握：自行车一
点也不听使唤，车头像个顽皮的
孩子，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
乱闯个不停，只听“啪”地一声，我
重重地摔倒地上。顿时，我胳膊
上的血迅速往外渗，我吓得大哭
起来。爸爸一个箭步冲过来，把
我从地上扶起来，拿出早已准备
好的创口贴给我止血，然后他温
暖有力的大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不停地安慰我“男儿有泪不轻
弹！”这次摔倒让我对骑车产生了
深深的恐惧心理。我坐在地上，
不想再骑了。这时，爸爸微笑着
对我说：“遇到任何困难，不要轻
言放弃，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成功
的。”说完，他又耐心地和我分析
摔倒的原因，他还给我讲了滴水

穿石的故事。雨滴靠的是什么才
把石头滴穿的呢？是信念，是坚
持，它坚信一定能把石头滴穿，凭
着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雨滴成
功了。

我听了爸爸的话，全身充满
了力量，觉得有一股动力促使我
前进。我迅速从地上爬起，又开
始第二次尝试。爸爸微笑着站在
我的车后，轻轻地扶着我的车后
座。“杨子儒，你一定可以的，坚持
到底就是胜利！”我在心中默念
着。这次我感觉没那么紧张了，
自行车也听话多了，我越骑越感
觉顺畅，不知不觉就骑了两圈。
当我转头往后看时，发现爸爸站
在我身后很远的地方朝着我微
笑，默默地用鼓励的眼神望着
我。“啊！我可以自己骑车了，我
会骑自行车了！”我高兴地欢呼
着，爸爸也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回家的路上，爸爸和我边走
边聊，他说了很多话，我现在已
经记不全了，但我清晰地记得爸
爸对我说的这一句：“遇到任何
困难，不要轻言放弃，坚持下去，
你一定会成功的。”

父亲的话给了我鼓励和勇
气，给了我信心，每当我遇到困
难和挫折时，我便会想起父亲的
教诲，想起“滴水穿石”的故事，
我的心中顿时充满了力量。

指导老师：张艳

我的家乡，有一座美丽的公园——
文峰公园。它坐落在岩寺镇北郊的原
入村口，这里一年四季景色怡人，无论
春夏秋冬都是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线。

春天，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正在
土地妈妈怀里熟睡的小草种子，在春天
亲昵的呼唤下，一个个打着哈欠，懒懒
地从土地里探出他们的身子，远远望
去，毛茸茸的，公园里就像铺上了一层
绿色的地毯。

夏天，烈日炎炎，公园凉亭边上绿
树成荫，成了人们纳凉休闲的好去处。
大人们坐在树荫石凳上聊天，孩子们在
边上打闹、嬉戏，也有不怕热的，则跑到
不远处的河边捉鱼、捕捉一些不知名的

小虫儿。不远处的文峰塔高耸入云，在
烈日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壮观，它像一位
饱经沧桑的老者，用慈爱的眼神关注着
这片土地。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文峰
公园的秋天更是别有韵味。秋风习习，
各种树叶用不同的舞姿尽展秋色，枫树
叶由开始的嫩红变得鲜红，特别是公园
小径两旁的桂花竞相开放，阵阵幽香沁
人心扉。

冬天，北风吹起，冰雪降临，整个公园
银装素裹,分外妖娆，那千姿百态的雪树银
花构成了一个绚丽无比的童话世界。

我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文峰公
园！

美丽的文峰公园
□岩寺小学小记者站 邓璇

转眼间，太公您已经离开我
们几个月了，但我一直想念您
……

您应该不会忘记，我与您可
是同月同日出生的呢!每次我过
生日，您总是特意早早赶来，从
来没有缺席。所以，在生日聚会
上吃的寿面里都会放上两个荷
包蛋，您与我一人一个。是的，
我和您的缘分的确很深，您在另
一个世界也要记得来参加我的
生日聚会哦。

二年级时的一桩往事，我至
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期中考试
的成绩很不理想，您向我询问成
绩时，我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半
天吐不出一个字，您似乎知道了
我的心思，安慰我说：“一次成绩
考得不好没有关系，只要尽心尽
力去对待每一次的考试，不骄
傲，不气馁，就已经足够了。”我
听了您的话，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暗想：您这样开明，我一定得
努力学习，让您放心。

您不仅关心我的学习，还会
陪我玩耍，像个老顽童。在您身
体还硬朗时，和我一起投篮的情
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您在我
家后门安了一个自制简易篮筐，
周末我就自己练习投球。您看
我的动作不标准，就示范给我
看，只见您十指扣住篮球，瞄准
篮筐中心，跳起来将球从胸前送
了出去。可能力道大了些，脚落
地时没站稳，险些摔倒。我很遗
憾，您还没把您的球技全部传授
给我，怎么就这样离开了？

太公，您的音容笑貌我永
远铭记于心。每当看到墙上挂
着的照片，我都想大声地对您
说：“太公，您辛苦了，现在您再
也不用为我操心了！我已经长
大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会更
加努力。”

太公，我想对您说
□歙县城关小学小记者站 曹灿

原本家境贫穷生活没有保障的家
庭，如今是越来越少了；原本没钱上学
的小朋友，如今都背上心爱的书包踏
入了校园；原本有病无钱治疗的穷苦
百 姓 ，如 今 也 享 受 着 公 共 医 疗 保 险
……这如此之大的变化到底是因为什
么？谁都清楚，全是因为国家有了好
的惠民政策，我们今天的生活才变得
如此美好。

从读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没有
交过一分钱的学杂费，课本和作业本
都是学校免费发给我们使用的。我
的表哥读中学，平时住在学校里，学
校同样免除了他们的学杂和书本费，

每年还给他们发放“建档立卡”生活
补贴。表哥说，有了这个补贴，他省
下了一些日常开支，买了好些自己喜
欢的书呢。

不仅读小学、初中的孩子能够享受
这么好的政策，连那些读中专、大学的
大哥哥大姐姐们，同样能享受好多资助

与奖励政策呢。听我们老师说，高校和
中专生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够享受
不 同 程 度 的 经 济 资 助 ，少 则 每 年 有
2000 元，多则每年高达 8000 元。去年
我省这项政策惠及大学生数达 17万之
多。此外，高校还有奖学金政策呢，品
尝兼优的学生，每年有数千元至上万元

不等的奖励。
爷爷 经 常 和 我 说 ，与 你 们 现 在

比，我们那年月才叫苦呢，几块钱的
学费都很难凑齐，常常向大人要来空
纸烟盒，展开便当草稿纸用。现在的
孩子真有福呀，再不好好读书，别说
对不起父母，简直糟蹋了国家的惠民
政策呀！

是呀，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将
来学成之后，为国家的富强做出
更大的贡献，让未来新一代
能够享受民生工程带
来的更多更好的惊喜。
指导老师：邵光辉

惠民政策，太棒了
□黄山区甘棠中心学校 叶东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