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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馈赠
延安市新区江苏中学初二（11）班 薛晨曦

又是一年寒冬去，又是一年暖春
来。世界卸去了昔日疫情时的死寂与
惶恐，恢复了遗失已久的生机与暖意。
山，脱去了沉重的白色大衣，穿上了轻
巧玲珑的翠绿“小夹克”。这夹克上绣
着奔流不息的山河，绣着洒满春光的大
地，绣着竞相开放的花儿，绣着春天的
盎然。青绿美好之间镶嵌着辛劳的人
们。

爬上陡峭的山，走过盛开的花丛，
来到槐树下，捧起喷香的槐花，享受大
自然。野花遍地是，五颜六色地堆在一

起，白得廉洁，黄得新嫩，红得娇艳，黄
紫得浓艳，他们在春风中摇曳、生长、绽
放，被大自然这样悄然孕育着。踏着温
热的厚土，来到树荫下。仰头一望，映
入眼帘的是那白中透着淡黄色的槐花，
凑近一看，一串一串地挂在枝上，有的
含苞待放，有的已经绽放多时！掐住花
茎的根部，轻轻向下一拽，一串槐花就
这样“收入囊中”。渐渐地，袋子中的槐
花越来越多，直到溢满了袋子，采摘工
作才停了下来。席地而坐，没有尘土飞
扬的脏，只有贴近大自然的亲切，粗壮

的大树下有着朵朵野花。春光下，草，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树的叶子，偶尔
与小花们玩闹嬉戏。山上的景色真美，
美得让人忘记归家。槐花的味道真迷
人，香得让人忘记手上被尖刺所伤的疼
痛。春日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抹去了人
们对寒冬的记忆，下山时，那人领路，带
着东西在陡峭的山坡上行走。我跟随
其后，是母亲的身影。

母亲，是春光，是大地，哺育着我，
默默无闻。槐花，没有因只有短暂的绽
放时间而“抱怨”，尽管开放在山野里，

过着无人问津的日子。或许，我们也要
学习它们。不负母爱，不负春光，向阳
而生！

（指导老师 贾雯静）

教师评语：字里行间透着暖意、幸福
与馈赠，读者在如诗如画中感知了“春日
的馈赠”——或许是春日独有的旖旎风
光，或许是摘槐花时的“闲情雅致”，抑或
是不负母爱、不负春光、向阳而生的人生
态度。情境交融的恰到好处，寓理于物
的精巧裁剪，让我们为之神往。

家乡的槐树
延安市实验中学 初二（15）班 陈泽阳

“阳阳，嘿嘿，回来啦？”刚到院子
里就听见有人喊我，转头发现，哦！是
年过花甲的奶奶在山头上朝我挥手。
她站在那棵槐树下，我被勾起万千思
绪。

如今，我已长大，由于学业繁重，
导致我很少与奶奶见面，这期间很少
回到家乡，因此我们经常用电话互相
通话。再看看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庭
院，多了几分寂静。我将奶奶抱在我
的怀里，可能是许久没见吧，我用这种

方式来表达我对她的无比怀念。就这
样，我们俩互相依靠着，就像儿时我靠
着奶奶一样，多么温馨！

这使我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儿时
院子里除了经常见到忙里忙外的奶奶
外，还有门外那棵高大的槐树。太阳的
余晖伴随着鸟儿向西去，黄昏伴随着奶
奶脸上的微笑映衬着黄叶白花的槐树，
好似画家笔下的一幅田园画。小时候
我吃完饭，就该走上“岗位”了——迎
接亲里邻居。外面邻家都来串门，其

实是看上我家的“槐花糕”了。因为奶
奶经常用槐花做槐花糕，且一弄就是
好几篮，送给邻居，这次他们自己都找
上门来了呢。我赶紧到屋里拿起水
壶，在杯子里放了点零碎的茶叶还有
槐花，泡了几杯茶，端到客桌上，再将
早已准备好的槐花糕也端上桌。待邻
居们走后，我与奶奶一起收拾卫生，在
余晖的照映下，发现奶奶好像有点劳
累，脸上挂满了疲惫，那会我还不懂
事，大部分事务都得由奶奶一个人来

完成……
再看现在的院子，虽说种了些蔬

菜，给庭院增添了一点生机，可终究逃
不过岁月的洗礼，隔了十几年，那棵大
槐树早已枯萎，奶奶的脸上也已多了
些皱纹，我也发现了她的腿脚不利索，
动作迟缓，我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

虽说家乡的大槐树是我记住这里
一情一物的开始，但也是承载着许多
回忆的一棵树。

（指导老师 樊英）

春的消息
延职创新实验小学五年级（4）班 贺宇辰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我家
的“植物园”里多了一种花。

我靠近那些“不速之客”，仔细一
看，呀！这些花个个都像小金鱼，嘴巴
张开，形成“O”形，仿佛是想学公鸡喔
喔叫。我的注意力几乎全被这些奇怪
的花吸引住了，手不听自己的使唤摘
走了一朵。

轻轻一闻，一阵阵清香扑鼻而
来。有的才展开一点点花瓣儿，有的
花瓣全展开了，身后多了几个“小保
镖”，好像要保护它们的小主人。有的
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马上要吃撑似的。

我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这些
花，穿着橘黄色的裙子，站在阳光下，
一阵清风吹来，我就展示我婀娜多姿
的舞步，橘黄色的裙子随风飘动，令人
赏心悦目。不光是我一个，一整盆的
花都在舞蹈。风过了，大家都停止了
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蜜蜂飞过来，
告诉我在花丛中采蜜的快乐。小鸟在
身旁飞过，告诉我在森林唱歌的乐趣。

午饭过后，我上网查资料才知道
那些“不速之客”叫金鱼花。

啊！仔细看看确实好像金鱼呢！
我爱家里的金鱼花！

（指导老师 张苗苗）

春天的风，
像一堆彩色的沙子，
风吹到草丛中，
显得格外生机。
风吹到野山上，
野花野草从地里探出头来。
风吹到大树梢里，
好像春姑娘染了头发。

春天的雨，
打在树根上，
给了它乳汁，让它健康成长。
春天的雨，
淋在了春笋上，
给了它营养液，让它茁壮成长。
春天的雨，
洒在了树林的小路上，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大地变得湿漉又湿润。

春天的阳光，
洒在了大地上，
反射出一片金黄的光芒。
春天的阳光，
洒在了小溪上，
让结冰的小溪融化。
你喜欢这五颜六色的春天吗？
那当然。

（指导老师 郭盈束）

金鱼花
洛川县北关小学三年级（3）班 白佳铭

雷锋，一直都在
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六年级（1）班 陈婷

我和书de故事

二年级暑假，王老师让我们阅
读《中华上下五千年》。刚开始，我
是带着任务去读，每天只能硬着头
皮读上几页，可是慢慢地，我被里
面的人物和故事深深地吸引。中国
的历史就像一幅画卷在我面前徐徐
展开，我看到了朝代更迭，看到了
伟人的成就，看到了更多人物的命
运。这本书就像钥匙一样打开了我
的大脑和胸怀，让我对历史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这本书读完后，我自
己翻箱倒柜开始找寻家里有关历史
的书籍，如饥似渴地一本本阅读。
至今，我读完了《中国历史》共十四
本，还读完了《中国成语故事》共四
本。

这些历史故事教会我辩证地看
待人和事。有人说，成者为王，败
者为寇。但历史告诉我看待人和
事，不能如此简单功利。秦朝末年
的项羽，虽然最后在楚汉之争中失
败了，但他依然是个军事天才，在
巨鹿之战和彭城之战中，他以少胜
多，两战封神！这两大战役成为中
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代表。在
项羽身后的长长时光中，他的事迹
变成故事，变成话本，变成戏剧在
民间广泛流传。反观自己，在学校
生活中更应该多角度看待同学，发
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取长补短，
融洽相处。

历史故事还给了我面对困难的
勇气。汉武帝时期，大将军李陵率
兵攻击匈奴，兵败被俘，汉武帝要
杀李陵，询问司马迁对李陵的看
法，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
寡不敌众，救兵也没有及时赶到，
他有苦衷。”皇帝一听勃然大怒，认
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辩解，于是将
他逮捕入狱，并处以宫刑。这在身
体和精神上给司马迁造成了极大的
创伤，出狱后司马迁并没有自暴自
弃，仍然坚持写作，最终完成了光
照千古的《史记》。对照前辈，我们
遇到的区区困难不足一提！

一切终将过去，一切终将开
始！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像烟
尘一般渺小，要带着更为宽广的心
胸，不纠结于一时的成败，努力学
习文化知识，争取能做一朵翻滚的
小浪花，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一点力量。最后，我想用王老师让
我们背诵的《临江仙》作为结尾，因
为它能很好地表达我对历史的感
悟：“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
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
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
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指导老师 光明）

我读
《中华上下五千年》
延安实验小学三年级（3）班 白浩希

三月，草长莺飞，毛茸茸的绿色静
待花开，时间在催促着季节进行亘古
不变的循环。我在这样平凡的日子
里，记起不平凡的一个人，他虽 7岁就
沦为孤儿，虽只经历了 22个花开的季
节，可他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情操却感
染了我们每个人，他便是雷锋。

有人对我说：“为了一种生活，或
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信仰、坚守，是一件
幸福的事。”雷锋的善行义举正是对这
句话最好的注解。他坚守着自己的岗
位，奉献自己对党与人民的一腔热忱，
每天都是快乐充实的，不会抱怨什
么。他知道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

人活得更美好，充分发挥“螺丝钉”精
神，为人民服务。犹记孩童时，我很不
解地问爸妈：“这人真傻!为什么要把
每件事都做得尽心尽力？又没人强迫
他这样做!”妈妈会文艺地答道：“点燃
奉献者激情的，是那颗浩瀚大海的
心。”再长大些，我从书本和电视上，终
于了解雷锋为何会这么做，“心中所
引，是以义无反顾”。

他执着坚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如
同永恒的微光，在不经意时闪现，不由
得让我们反思，指引我们走向人间正
道。试问：我们定下的学习计划都坚持
完成了吗？我们对问题的钻研都做到

坚持不懈了吗？举手之劳有没有被我
们忘却呢……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
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呐喊、奉献。是清
风，撩拨心弦，是朗月，投影善念。

一个个几经传颂的故事，一段段
人们对雷锋的追忆，我想说的却并不
只有这么多。某网站在“学雷锋日”专
页中贴出的两句话让人深思“雷锋如
果还活着，他不会希望我们都是他。
我们也不可能都是他。但是，他希望
每个人的胸中都存放着他的精神。”斯
人已逝、遗响犹存。他在前面领跑，我
们追随他前行!他是“雷锋”——拾荒
的陈贤妹，伸出双手，抱起倒在血泊中

的小悦悦，焦急地四处呼救；他是“雷
锋”——高考试卷现代文阅读题里的
那位好心的补船工，信手一善，拯救了
多少孩子的攸关性命；他也是“雷
锋”——一个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的小
商贩……他们不是雷锋，他们又都是

“雷锋”。
有人戏言“如果雷锋生在此时，一

定也是个大大的草根英雄，感动中
国!”是啊，我想：草根，是无数个时代
中最平凡的众生，却也是构建这个时
代最坚实的基础，霎时闪现的心灵微
光，可以点亮整片夜幕，温暖整个人
间!

如果你问我，春姑娘、夏姑娘、秋
姑娘、冬姑娘谁最美？我会毫不犹豫
地告诉你：当然是春姑娘！在我的心
里，春天是最美的。

走进春天，意味着种子的萌发走
进春天，意味着花朵的绽放；走进春
天，意味着我的成长……

春姑娘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它
描青了山峰，绘绿了秧苗，漂白了柳
絮……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季节里，树
林里许多植物都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种各样的
花聚集在一起好看极了！

春姑娘也是一位伟大的歌唱
家。松鼠、青蛙、小熊、蚂蚁、蛇等爱冬
眠的小动物，都不约而同从洞里钻出
来，争着听春姑娘唱歌，小鸟在林间自

由地飞翔，传唱着春姑娘的歌。
瞧，我们家那几棵海棠树上，不知

道什么时候，竟开满了密密麻麻的花。
这繁花从树枝开到树梢不留一点空
隙。春风就像喷花的飞泉，将花粉与花
香散播到四处。春花，竟会这样的饱
满、这样的烂漫，它把整个冬天蕴藏的
精神和力量都尽情地释放出来了……

天空怎么会是五颜六色的呢？原
来是孩子们在放风筝。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各种各样的风筝可以摆出各
种姿势，让人心旷神怡。

春天的美真是说不完，但是我们
可以用眼睛去看、用鼻子去闻、用耳朵
去听，用手去摸。

春天，的确是最美的！
（指导老师 宋从霞）

说起做好事不留名，你会想起
谁？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雷锋。雷
锋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做
的都是很平凡的小事，但是我们却都
记住了他。在雷锋的影响下，我们的
身边也涌现出了很多的小雷锋。

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天阴沉沉的，
不一会儿还下起了小雨，我感到非常
郁闷。于是，我便来到窗前，想看看窗
外的世界。只见朦胧中一位高大的中
年男子拎了一袋垃圾朝垃圾桶走去，
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就左瞅瞅右看看，
发现没有人后便使劲把垃圾袋朝垃圾
桶一砸，立马转身就走。我想，他多向
前走两步，把垃圾扔到垃圾桶也不会
浪费多少时间，如果大家都像那个中
年男人一样，那我们生活的城市岂不

是堆满了垃圾……
正想着，突然跑过来一个小孩也

来扔垃圾，只见他不仅把自己的垃圾
袋扔到垃圾桶，还将周边的垃圾全部
整理好扔进垃圾桶。我不由得为这个
可爱的男孩竖起了大拇指。虽然都是
举手之劳的事情，但是主动且愿意把
它做好却是一种很难得的高尚。扔完
垃圾，小男孩蹦蹦跳跳离开了。透过
窗户，我看到小男孩的背影逐渐变得
高大起来，而且越来越高大。

这个小男孩不就是我们身边的小
雷锋吗？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应该
像这个小男孩一样，从小事做起，力所
能及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争
当新时代好少年。

（指导老师 贺继叶）

春天的美
延安育英中学附属小学三年级（2）班 崔浩然

雷锋，就在我身边
宝塔区第一小学六年级（2）班 任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