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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记者们，
大河报小记者投稿邮
箱为 dhbxiaojizhe@126.
com，在大河报见报文
章将在微信“大河报少
年”同步推出，您可以
为喜欢的文章投票、点
赞，每月得票最高的作
者还有惊喜！

这儿
是梦想栖息的地方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2018届（6）班 杨晓雅

繁花落日，芳草碧水。我
愿把梦想放在树枝的最高处，
在晨曦，同涅槃的凤凰一同去
向那云巅之上，栖息在梦幻的
殿堂。

风拂过我的耳畔，带来开
学的消息。一个个生机勃勃的
生命再次迈入校园，寻觅着迈
向梦想的希望。

忘不了那无数个清晨。第
一缕阳光挣脱月夜的束缚，照
在还未苏醒的校园中，将我们
从梦境中唤醒。晨跑的我们由
于风的吹拂困意全无，朗朗的
读书声不知何时已经在校园的
上空响起。我将我的梦想化为
一粒种子，播种在校园的某个
角落，开始默默生长。

忘不了那痛彻心扉的沮丧
和朋友的温暖相助。每当我饱
受失败的折磨时，我的闺蜜就
会安慰我，给我加油鼓劲，让我

重新打起精神，再次鼓起勇气，
扬起风帆，为梦想种子的成长
而拼搏。

更忘不了母校的精心栽
培，老师的谆谆教导。在这里，
我受到了道德的熏陶、知识的
供养。不知何时，种子已慢慢
发芽，慢慢长大，成长为充满青
春气息的小树。正是因为有母
校精心的栽培，我们才得以有
如此成就。

也许，不久之后我们就要
离开熟悉的校园，离开如父如
母般的老师，离开情同兄弟姐
妹的同学，如蒲公英一样漂洋
过海，去向远方。但那哈佛红
的殿堂早已在我们心中埋下了
根，久久不能遗忘。

那并不宽敞的校园啊，在
我的心中早已是神圣的梦幻殿
堂，因为那是我梦想栖息的地
方。

我的“七五”班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七（5）班 岳淙萱

时光神偷，偷走了初来乍
到的陌生。时常想起从前稚嫩
的我，总喜欢装作饱经风霜地
慨叹：“时间过得好快啊！”可
能，到现在才刚刚有点懂得什
么叫“时间快”。此刻，拿起笔，
竟想不起时间从哪儿溜走了。
可脑海中那一幕幕却提醒我，
我已经在这个校园，这个叫做

“七五”班的集体生活快一年
了。

刚入“七五”，有很多不适
应，不适应讲台上那“邻家大姐
姐”的严厉，不适应一板一眼的
作息时间，当然还不适应自己
不再是“万年老一”。走在校园
里，鼻腔里充斥了一种不知名
植物的气息，一如这个新集体
带给我的陌生。

后来，学校举行运动会。
同学们挤在看台前争先恐后地
喊，为下面正奋力为班级荣誉
而拼搏的运动员加油。作为
4×100米接力的一员，当我摔
倒正自责不能为班级争光时，
同学们却一拥而上，关切地询

问我的伤势。当看到我们瘦瘦
小小的邵老师在一百米赛道前
奋力跑来时，感动涌上心头。
突然觉得“七五”已不再是一个
班，而是一个家。

后来，我们要期末考试了，
教室里弥散着紧张的气氛，同
学们，不，是家人们，互相鼓励、
加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放假在家
时，经常很想上学，很想见到老
师和同学们。我才意识到，原
来“七五”这个家在我心中的分
量，竟是如此之重。

现在，每每回头，看到教室
后墙上贴得满满的奖状，心中
的自豪感、幸福感就多得要溢
出来。它们见证了“七五”一路
走来的努力。期末将至，“七
五”就要成为过去，迎接我们的
将是崭新的“八五”。

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旅程，
构成了异彩纷呈的“七五”。虽
然没有彩排，但现场直播的都
是无法复制的温暖。

“七五”是家。

我是阅读小达人
□郑州市管城区二里岗小学四（3）班 席跃

我平常喜欢看电视、玩
手机，也喜欢陪妹妹做游
戏，但是，我最喜欢做的事，
还是看书。我觉得，看书是
一件快乐、幸福的事。

我有一张大书桌，上面
整齐地放着《大不列颠学生
百科全书》《中外寓言故事》
《每天做一道侦探推理题》
等。

我会利用零散的时间
看书，每天午饭和晚饭后，
我都会拿起一本书看。特
别是在时间比较充裕的暑
假，我看了很多书，名著有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
义》，有曹文轩的《草房子》
和《青铜葵花》，沈石溪的
《狼王梦》《雄鹰金闪子》等。

看书时，我能很快融入
到里面去。里面的人物开
心，我也开心，里面的人物
伤心，我也跟着伤心。还有
些故事让我感动，让我感觉
世界上还有很多真情等着
我们去发现。

有一次，我和爸爸看到
一种奇怪的虫子。我问爸

爸：“爸爸，世界上有多少种
虫子呢？”

爸爸说：“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查查《大不列颠学生
百科全书》。”

我以为我见到的虫子
已经很多了，查过书才知
道，世界上竟然有100多万种
虫子。原来，看书能学到很多
知识，也能在生活中用到。

刚开始，我并不喜欢看
书，而是喜欢玩手机、看电
视……是爸妈引导着我看，
还建议我画一棵“阅读树”，
和我约定，每看一本书，就
给我的“阅读树”加一片“叶
子”。很快，“阅读树”上已
经有100多片“叶子”了。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玩手机了，因为喜欢上了看
书。平时，总是随手拿起一
本书，坐在书桌前看。有
时，妈妈叫我，我都不知
道。我相信，以后“阅读树”
的“叶子”会更茂密。

如果你也喜欢看书，那
就和我一样，做一名阅读小
达人吧。

你温暖了我的岁月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八（6）班 赵轩

站在斑驳的书架前，望
着略显陈旧的摆设，我拿出
一本书，轻轻拂去上面的灰
尘。于是，封面上你英勇的
身姿闯入我的眼帘。我又
想起儿时你陪伴我的日日
夜夜，眼眶不禁泛红。

还记得当时拿到这本
书的欣喜与激动，我曾那么
多次在电视上见到你，如今
终于可以看看书中对你的
描写。于是“身穿金甲亮堂
堂，头戴金冠光映映”的你
出现在我的脑海。从此，你
便在我的脑海里，再也无法
抹去。

我跟随着你来到东海
龙宫，去取金箍棒；又随你
大闹天宫，任十万天兵天将
也挡不住你的英勇；又见你
落魄百年，纵然被压在山下
也不曾叹息。然后，你遇见
了唐僧，终于解脱。归来的
你眉宇间少了几分桀骜不
驯，多了几分坚定。你随唐

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经历
九九八十一难，最终，你修
成正果，被封为“斗战胜
佛”。合上书，内心百感交
集，在跟随你的途中，你已
影响我太多太多。

当我失意落魄时，你降
妖伏魔的英勇会提醒我重
鼓勇气；当我遇到困难想放
弃时，你在取经路上的百折
不挠却又激励我勇往直前；
当我遭人诬陷心灰意冷时，
你被六耳猕猴冒充却经历
种种磨难为自己洗刷冤屈
的坚定使我有了辩解的勇
气。在我眼中，你就是正
义，优秀的你时刻为我指点
迷津。

感谢你，孙悟空，曾无
数次使我鼓起勇气，你身上
的品质如同星光，激励我成
为更好的自己。如今一路
走来，仍然庆幸，是你温暖
了我的岁月。

指导老师 祝慧芳

温暖
□大河报小记者、郑东
新区昆丽河小学四（5）
班 赵可昕

风吹在脸上，无比
温暖，无比美好。不久
前那温暖的场景又浮
现在我的眼前。

那天下午，我放学
回家，和往常一样，校
门口人头攒动，车水马
龙。我坐在电动车上，
一声不响，耷拉着眼
皮，心情灰暗。下午的
考试没考好，可我真的
认真复习了！我心里
不断嘀咕着：“哎，回家
又该挨批了。”为了让
自己有心理准备，我为
自己“放映”了好几次
被批的场景，满脑子都
是妈妈生气的表情。

“到家了。”爷爷
说着停下车。我慢吞
吞地走下车，准备迎
接暴风雨的来临。我
按响门铃，妈妈打开
门，像往常一样满脸
笑容：“宝贝回来了！”

“对……对不起，我只
考……考了88分。”我
眼巴巴地望着妈妈，支
吾着说完了一句话。
出乎意料的是，妈妈并
没生气，反而微笑着拉
起我的手，安慰我说：

“没关系，妈妈知道你
努力了。”我“哇”的哭
了起来，一下扑进妈妈
的怀抱。妈妈搂着我，
抚摸着我的头发，轻声
道：“宝贝不哭，分数不
代表一切，只要你努
力，妈妈就知足了！”

我坐在妈妈怀里，
倚着妈妈的肩，看着妈
妈美丽的笑脸，我的眼
泪慢慢流出来……

夜深了，我回到房
间，耳边还回荡着妈妈
温柔的话语。桌上台
灯亮着，灯光照在我的
脸上，温暖似母爱，在
我心中闪耀着光芒。

指导老师 李贵娟

自行车
□郑州市文化路第一小学二（8）班 司一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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