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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来了，全国第一个乡镇高铁
站，终于竣工通车了，看着那缓缓停下的
复兴号列车，乡里人忍不住激动地挥手。

我的家乡是黄山东麓一座恬静的
乡镇——三阳镇，这里风景优美，物产
丰富，素有“东方小瑞士”的美称。清
凉峰、昱岭关的美景近在眼前；打秋
千、叠罗汉等传统习俗，吸引众多游客
到此目睹。

三阳高铁站立项后，建设工作井然
有序地推进，选址、征地、开山、铺路、架
桥，人类的智慧在这山林里尽情创造，
挖掘机、吊车、推土机等大型机械，不断

改变着这片热土。乡里有一技之长的
叔叔阿姨们，也趁这机会投入到高铁站
的建设中，整个乡村热闹起来。

来了，来了，经过数年的建设，第一
辆试运行的高铁列车驶进了三阳站。
建设者们洒下无数的汗水，终于迎来这
历史性的一刻。乡民们来到站前广场，
为高铁顺利通车欢呼，为人们出行更加
便捷庆祝，为三阳更好的明天高歌。

三阳高铁站建在两座山之间的高
架桥上，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高架高铁
站。远远看去，像是一串美丽的珍珠链
上最璀璨的挂坠，又像是牛郎织女在鹊

桥上相会时歇息的凉亭。走近一看，粉
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风格与大屏、电梯等
现代化设施交互融合，让这座高铁站独具
特色。站在高铁大桥上，可以俯视整个三
阳，青山碧水间，马头墙、古祠堂犹如《清
明上河图》一般铺展开来，美不胜收。

盼着，盼着，终于可以去近距离体
验高铁了。趁着周末，奶奶带我乘高铁
去屯溪玩。

走进高铁站，宽敞的候车大厅十分
舒适，各种指示牌保证我们不会迷失。
走上站台，仿佛置身在空中，几只麻雀
从高架桥下掠过，微风拂面，十分惬

意。引导员几声哨响，将我的目光紧紧
锁向那隧道中缓缓驶来的复兴号列车，
我忍不住激动地跳了起来，拽着奶奶一
个劲地往前走。列车停稳后，我们来到
车厢门前，我伸手摸了摸这钢铁巨兽，
感受着他冰凉的躯体却又像爆发着炽
热的能量。车厢门打开，我牵着奶奶按
照车票上的号码，找到我们的座位，干
净、整洁、舒适，让人心情愉悦。靠着窗
户坐下，奶奶说：“高铁就是好，不晕车
而且速度快，十几分钟就到了。”

倚在窗边，望着窗外的景色，列车
飞快地驶向前方。

都是可擦笔惹的祸
□祁山小学小记者站 陈祎

家乡的高铁
□三阳学校小记者 方浩轩

近 来，可擦笔成了我们班的“常
客”。从三年级开始，我们便使用可擦
笔。可擦笔写出来的字不但好看，还可
以把写错的字用可擦笔橡皮擦掉，十分
方便，所以深受大家喜爱。可是，今天可
擦笔却惹了一个大祸……

昨天下午，语文课老师把《基础训

练》第 15 课《圆明园的毁灭》逐题评讲
了一遍。那时我们的作业还没有改，
有答错的老师让我们改正过来。我仔
细地听着老师讲解，并把错误的题目
改了过来。于是，我信心满满地把作
业交了上去。

今天，组长去老师办公室把作业

抱了回来。我连忙打开作业本一看，
大吃一惊，简直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
一跳。《圆明园的毁灭》的第二题，是让
我们勾选出正确的读音。我每一题的
答案都是对的，可是却被可擦笔蹭掉
了一部分，答案不是很清楚，老师在旁
边给我打了个问号。我顿时有些气

愤，也有些疑惑。气愤是因为：可擦笔
不只是这一次给我惹祸了。疑惑的
是：这明明还有一点痕迹，老师看不见
吗？哎，错了就是错了，我只好在旁边
订正三遍。

可擦笔有优点也有缺点，看来任何
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难忘的一次摘菜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方俞婷

本版责任编辑/吴笑梅

大位小学小记者站 徐菁媛

冬 趣
□柏树小学小记者站 李雨泽

“周末去奶奶的菜地摘菜去喽。”我
激动地叫着。

这次去奶奶家摘菜，妈妈交给我一
项任务：摘三条黄瓜、两个西红柿和少
许菠菜，妈妈要做我最爱吃的菜。我怀
着好奇心走进菜地，菜地里的菜可多
了，有营养丰富的紫萝卜、皮脆多汁的
黄瓜、圆圆滚滚的冬瓜……我先摘了两
个大西红柿，再去摘菠菜。对于我这种
没有生活常识的人来说，我的脑子里根
本就没有菠菜的印象，更别说摘它了。
突然，我看见菜地里有层层包裹成球状

的绿色的蔬菜，我认定它就是菠菜，便
摘了两棵，然后再去寻找美味的黄瓜。
经过我三番五次地寻找，终于找到三条
长约 30厘米的黄瓜。我兴高采烈地提
着一袋蔬菜回家去。

“这下可以邀功了。”我心里美滋滋
地乐呵着，沿着溪流一路奔跑回家。妈
妈看到我摘的菜，哈哈大笑：“宝贝，你
摘的黄瓜太老，菠菜变成了卷心菜，摘
菜任务没完成哦。”听了妈妈的话，我长
叹一声：“哎，你们可不能像我这样没有
生活常识啊。”

“月色、灯光、机鸣……夏夜
里，那只鸟儿又开始尽情地欢唱
了。” 那只鸟儿，就是夜莺。暑
假里，一本《致少年·夜莺》带我
穿行在神秘的海边林野，开启了
一次阅读的盛宴。

《致少年·夜莺》是一部中短
篇小说合集，书中收集了《夜莺》
《钻玉米地》等 7 篇小说。作者
张炜用朴实的文字向我们讲述
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生动地展
现 出 作 者 所 观 察 到 的 田 间 野
趣。我捧着散发着墨香的书本，
任自己的灵魂在作者精妙的文
字中徜徉。我跟随作者聆听打
麦场的热火朝天，一股对胖手的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在玉米地
里见证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他们
感到由衷的高兴；我读着《秋雨
洗葡萄》潸然泪下。“老得”（人
名）对文学的痴迷，铁头叔的正
直善良，无不拨动着我的心弦。

当我读到《紫色眉豆花》这
篇小说时，一个个人物在我的脑
海里鲜活起来，有思念亲人的小
疤，有为儿子自豪的老亮头，最
让我记挂的是书中一直未出场
的春林，他为了保护森林，在河
里与偷木贼斗智斗勇，留下 18
处鱼叉扎的伤口，血流不止……

读到此处，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
他那高大强壮的身躯，仿佛看到
了他那制服偷木贼后会心的微
笑。更让人泪目的是，我可亲可
敬的“春林哥”在一次执行任务
中，突发险情，危急关头，他挺身
而出，为了救五位同志失去了一
条腿。好一位舍己为人的英雄，
好一位令人敬佩的解放军……

我慢慢地读着，默默地读
着，身边的英雄在我的脑海中浮
现：2019 年 5 月 7 日，屯溪发生
了一件震撼人心的事：外卖小
哥周健送餐时，发现有位老人
落水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他来不及脱去身上的送餐服，
纵身一跃，跳入河中，奋力救起
落 水 老 人 。 事 后 民 警 找 到 周
健，才知道周健是一位聋哑人，
今年 23 岁。我敬佩书中的英
雄，但我更敬佩现实中的英雄。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社会才充满
了正气。

“月色、灯光、机鸣……夏夜
里，那只鸟儿又开始尽情地欢唱
了。歌声里，一切都在迎接着崭新
的黎明……”我陶醉在张炜精彩
感人的故事中，让自己的灵魂一
次又一次地接受着文字的洗礼。

指导老师：柯贯虹

读《致少年·夜莺》有感
□碧阳小学小记者站 汪余璇

与困难抗争与困难抗争与困难抗争
□文峰学校小记者站 吴子健

晚上 9 点半，我的作业还没有做
完 ，不 由 得 迷 迷 糊 糊 地 趴 在 桌 子 上
睡 着 了 。 忽 然 ，眼 前 出 现 一 个 时 空
隧 道 ，我 好 奇 地 走 了 进 去 。 眼 前 一
片漆黑，这时，一句话出现了——穿
越至 20 年后。瞬间，眼前又重见光
明。不过，这难道真的是 20 年后的
屯溪吗？

我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幢幢高楼
直冲云霄，一眼望不到头；宽敞的柏
油马路上，车辆井井有条地行驶着，
路边的花圃里，绿树成荫，百花齐放；
新安江畔，江水清澈，小鱼、小虾在水
里快乐地嬉戏；远处，山绿得像一幅

画，在蓝莹莹天空的映衬下，格外美
丽。

走在路上，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
我。回头一看，竟是我的好朋友萱萱。
我们开心地边走边聊，一会儿，她便把
我领进她家。一进门，我就奇怪了，这
个懒虫，家里竟然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没有半点以前的邋遢。进入客厅，我才
知道原因：是机器人在干活呀。看见客
人来了，机器人马上端来一杯热茶。萱
萱说：“现在科技发展得很快，家家都有
机器人帮忙干活，可方便了。而且，不
干活的时候还可以收起来，一点也不占
空间。”

晚上，萱萱提出请我吃饭，我欣然
同意。跟着她到了一家“小贝壳大酒
店”。酒店店面小得可怜，真是店如
其名。走进去，我更加惊讶：只见店
里只有两张小沙发，连一张桌子都没
有。我不由得在心里嘀咕起来：她这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没有桌子，怎
么吃饭呢？这时萱萱招呼道：“快过
来。”我们一人坐进一张沙发，然后萱
萱在旁边的显示屏上输入桌号。瞬
间，沙发开始快速下降，仿佛落进万
丈深渊，不过 5 秒钟，我们面前出现了
一张双人桌，桌上摆着一张菜单，只
要报出菜名，没过多久，菜就会被机

器人送到面前。萱萱笑眯眯地解释
说：“由于人口日渐增长，地上空间已
经不够人类使用了，所以这家小贝壳
大酒店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可是在地
下 98 层呢。”我惊奇地看着这个独特
的酒楼，啧啧称奇。

看着面前的美味佳肴，正准备开吃
时，忽然，面前的景象逐渐消失了，我被
一股无形的力量拉了回来。我揉
了揉眼睛，原来这是个梦啊。不
过，我希望这个梦是真的。
为了梦中的景象，我一
定要努力学习，把家乡
建设的更加美好。

二十年后的家乡
□长干小学小记者站 汪峣怡

假期，我像一个饥饿的人，
津津有味地嚼着我的书籍。在
这些书籍中，我认识了一百单八
将、保尔·柯察金，了解了三国的
兴衰……这些令人称赞的人物
让我难以忘怀。但我印象最深
的书籍，是《英雄人物故事》。这
本书里，有卧薪尝胆的勾践、代
父从军的花木兰……其中最令
我感叹的是起义军领袖斯巴达
克斯。

斯巴达克斯积极投身反抗
罗马统治的战斗，但不幸被抓，
沦为角斗士。向往自由的他为
冲出牢笼，发起暴动，带领奴隶
占领维苏威山。起初起义军大
败罗马军 3000 精兵，但之后损
失了 3万人，可这没打败他。后
来，起义军被罗马军困在意大
利，抗争中，斯巴达克斯英勇牺
牲。虽然，斯巴达克斯牺牲了，
但他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精神
令人佩服。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位不向
命运低头的音乐大师贝多芬。

因听力衰退，他变得多疑、暴躁，
甚至打算自杀。但他最终没有
听任命运的摆布，重新找回勇
气，决心与困难斗争到底。在他
的艰苦努力下，创作出经典作品
《命运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

这本书里，每个人的故事，
都让我们回味无穷、受益匪浅；
每个人的精神，都激励着我们积
极进取、奋发前进。记得在一次
暑假里，我遇到一道难题。为了
能早点跟小伙伴们玩，我直接打
开作业帮取得了答案，导致我后
来遇到这种类型的题时，都不会
做。我十分后悔，如果我像斯巴
达克斯、贝多芬一样，不怕困难，
刻苦钻研，我就不会一看到这类
题就发蒙了。

人的一生就像丁香结一样，
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不顺
心、困难的事，且一件完了另一
件又会来，困难的结，是解不完
的。只有敢于与困难抗争的人，
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指导老师：刘宇靖

拔 书
□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万展豪

揭开冬天
发现雪花是多么美妙

揭开冬天
看见雪人在风中微笑

揭开冬天
亲触梅花在枝头含苞

呦！那是什么钻进了雪人后
原来是一个个孩儿在雪中笑

走进冬天
叮咚的山泉水被大雾笼罩

走进冬天
挺拔的黄山松傲对寒风呼啸

走进冬天
鲜红的天竺子在枝头迎风闪耀

呦！是什么让山花在冬雪中颤动
原来是一个个孩儿在雪中欢呼跳跃

上课了，老师说今天我们的作文主
题是——拔书。我不禁嘀咕着：拔书？
我只见过拔河呀，书怎么拔？这可真是
个新鲜事，看段老师怎么玩。同学们七
嘴八舌地议论着：“拔书是将一本书拔
开吗？”“还是把两本书扒成两半？”大家
都充满着好奇。

终于，老师开始做游戏的准备工
作。老师拿起两本书，将它们相对放在
桌上，然后左手一页右手一页协调有序
的将两本书一页一页地叠在一起。随
后，老师问道：“谁能把它们拔开？”我想
不就两本书吗，对我来说不就是张飞吃
豆芽——小菜一碟。

于是，我信心十足地上台，脸上洋

溢着自信的笑容。开始拔了，我使出吃
奶的力气，牙咬得紧紧的，台下同学们
也纷纷喊着加油，可是手都拔痛了，书
却纹丝不动。我想老师是不是用了 502
胶水把书粘上了吧。接下来上场的同
学也都失败了。

第二回合是一组两位同学上台拔
书。两位同学上了台，他们拔得面红耳
赤，手也拔得通红，感觉他们的脸都扭曲
了，牙齿也快咬碎了，但那两本书似乎在
说：“就凭你们几个小毛孩还想拔开我。”

最后段老师揭秘：“纸的表面并不
光滑，会产生摩擦力，很小的摩擦力叠
加起来大到无法估量，所以你们输得不
丢人。”听了老师的话，我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