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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中午一点，我和
妈妈冒着大雨来到大河锦悦
酒店，为何这样的天气要外出
呢？因为今年受大河报·利群
阳光助学行动资助的高考学
子们要在这里做报告。

五楼宴会厅内座无虚席，
有各界领导、高考生及他们的
家长，还有大河报小记者。受
助学生代表纷纷上台讲述他
们的成长经历，感恩社会爱心
人士、企业对他们的帮助和关
爱！坎坷的经历、艰辛的生活
没有压垮他们稚嫩的肩膀，反
而培养了出他们乐观、坚强、
豁达、朴实的高贵品质。他们
的先进事迹深深打动了大家，
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赵
家欣哥哥。他带来了一封手
写书信当面向资助他的贾旭
叔叔致谢，足见他的诚意。他
是荥阳人，父母务农，弟弟患
有癫痫，家庭经济困难，但是
这些没有阻碍他成长的脚步，
反而为他增添了动力：初中时
他从班里的倒数第十名一点

点进步，后来进入班里前十
名，考取了全县最好的高中。
高中他从班里第45名进步为
前5名，今年以585分的成绩
考入了郑州大学法学院。读
着这封情真意切的信，他几度
哽咽。看着这些，我的眼眶湿
润了，对他既感动又佩服！这
就是梦想的力量，心有多大梦
想的舞台就有多大！不论遭
遇什么困难，都勇往直前，永
不放弃自己的追求！

爱心人士贾叔叔也亲临
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他说爱不是施舍，是凝聚人心
的力量，爱心不分大小，能带
着温暖照亮前程。大学生肩
负着时代赋予的重任，不仅要
努力学习，还要学会做人，在
竞争中学会协作！他把第一
年的学费交给了赵家欣，承诺
以后每年都会亲手把学费交
给他，两人热情相拥！

这场报告会让我备受鼓
舞，我要向这些学生学习不屈
服命运、顽强拼搏的精神，学
习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

在炎热的8月，我和爸
爸去一家梦想城游玩。

下午4点，我们买了一
张儿童票和一张成人票。听
验票的阿姨说玩之前要先去

“点点”银行取钱，到了“点
点”银行，阿姨给了我30元
的“点点”纸币。

玩什么好呢？因为我比
较饿，所以我看到一个制作
美食的屋子后就不想走了。
我们要制作的是三层布丁。

首先，老师让我们戴上
帽子，穿上罩衣，接着把牛奶
和细砂糖倒入碗里，隔水加
热并不停搅拌，直到细砂糖
融化。然后将牛奶冷却至不
烫手，在牛奶里倒入适量的
鸡蛋，并用打蛋器搅拌均匀，
这就是布丁液了。把搅拌好
的布丁液放在烤盘内盘内。。最后最后
把烤盘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把烤盘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
进行烘烤进行烘烤。。因为我们不会烘因为我们不会烘
烤，这些都是老师帮我们完
成的。

我觉得不能光花
钱，也要会挣钱才行，
我就去了婴儿护理中

心，在这里完成任务可以挣
到6元“点点”币。

首先要选一个娃娃，给
娃娃洗澡，我挑选了一个水
槽打开水龙头，给娃娃左搓
搓右搓搓。接下来要给娃娃
的身体擦干净，我没有经验，
我也不会用浴巾包着娃娃，
我就现学现卖，看着墙壁上
的图片给娃娃包一下。然后
又要拿奶瓶给宝宝喂奶……又要拿奶瓶给宝宝喂奶……
最后就是把吃饱喝足洗干净最后就是把吃饱喝足洗干净
的娃娃抱回床上睡觉啦的娃娃抱回床上睡觉啦。。

我又参加了其他几项体我又参加了其他几项体
验活动验活动，，每一项都有不同的每一项都有不同的
特点和要求特点和要求。。

不知不觉就到结束的时不知不觉就到结束的时
间了间了，，今天真是难忘今天真是难忘。。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戏
曲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朵经
久不衰的艺术之花。她源于
先秦，历经几千年传承、演
变，发展到现在，成为融合音
乐、舞蹈、文学、美术、杂技以
及表演等综合性艺术形式，
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

然而，也许是戏曲太博
大精深，对我这个小学三年
级的学生来说，理解其内涵
显然有困难，我压根儿听不
懂几句，所以，我始终不愿听
戏，更谈不上喜爱戏曲。这
种对戏曲的偏见，直到这学
期我们学校开展戏曲广播体
操，才有了一些改变，那美妙
的音乐一响，伴着律动，做操
像是舞蹈，体操动作亮相也
像戏曲手势、身段有板有眼，
妙不可言，我开始有点想了

解戏曲……
说来也巧，暑假期间我

参加了一次交响音乐会，再
一次感受到戏曲音乐的美
妙。来自美国的音乐博士
Michael先生用大提琴演奏
了一曲豫剧改编剧目《神
韵》，我惊奇地发现，用西洋
乐器大提琴演奏出的戏曲，
既有二胡的悠扬婉转，也有
大提琴的浑厚饱满，两者融
为一体，相得益彰，中西合
璧，韵味无穷。霎时间，我被
彻底征服了，戏曲音乐的美
妙真是无与伦比，从此，我不
再排斥戏曲，主动听戏已是
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爱音乐，爱戏曲，愿传
统戏曲随着时代发展，不断
汲取营养，与时俱进，未来更
加璀璨！

8月19日，我作为大河报
小记者参加了 2017 年大河
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助学金
发放仪式暨励志报告会，报告
会题目响亮而又深刻，叫“看
见未来”。

大河报社社长首先介绍
了阳光助学行动的辉煌历史，
从2010年到2017年，7年间
从最初资助100多人到资助
1259人，从几万元的助学金
发展到740万元助学金，助学
行动得到了国家的表扬。在
这个艰辛的历程中，凝聚了方
方面面的力量，有大河报重视
教育、支持教育，发动社会力
量；有慈善总会率先发起，坚
持开展助学行动；有实业集团
鼎力支持，解决莘莘学子的后
顾之忧；有爱心人士热心赞
助，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有已
经受益的贫困学子成为志愿
者，延续助学行动。大家鼓励
此次受助的寒门学子坚持自
己的梦想，做一个高尚的人，
带着助学行动这份温暖照亮

前程、照亮未来，也呼吁社会
各界人士积极投身公益活动。

收到资助的哥哥姐姐们
上台作了报告，讲了自己的成
长故事，我听了深受感动。有
的在父母、爷爷患重病，弟弟
上小学的情况下，还在努力学
习，红色的奖状贴满了白墙，
今年如愿考上了北京名牌大
学；有的家庭收入微薄，爸爸
去世，妈妈一个人养活着他和
妹妹，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考
上了郑州大学医学院。在接
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们都
因为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是
助学行动及时伸出了援助之
手，帮助他们圆了自己的大学
梦。哥哥姐姐们表示感动、感
谢和感恩，将会继续刻苦学
习，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

我要学习哥哥姐姐们顽
强拼搏的精神，努力学习，实
现自己的梦想，长大后也要用
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寒门
学子圆梦，为伟大的祖国贡献
自己的力量。

美丽的祖国像一只昂首挺胸
的雄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们的祖国有壮丽的山河。
当你站在泰山山顶，你会看到日
出的壮观景象；当你在沙漠中跋
涉，你能观赏到“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的美丽风景；当你身处
庐山中，你会欣赏到“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美瀑
布；当你从飞机上俯瞰祖国，你会
发现，长城犹如一条巨龙，在祖国
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盘旋，你会
被它的恢弘气势所折服；当你在
苏州园林流连忘返时，你能感受
到祖国园林的美丽；当你在张家
界、九寨沟游玩时，你能领略到那
份自然天成的诗情画意……一切
都是那么令人神往。

我们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
放眼祖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美
好的尧舜让贤、神奇的大禹治水,
迎来了华夏文明的曙光。夏、商、
周朝的昌盛，秦、汉、唐时期的辉
煌，给祖国的历史上刻下了生动
的一笔。祖国的历史是辉煌的，
更涌现出无数叱咤风云的仁人志
士，他们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家的
兴旺、民族的富强而抛头颅、洒热
血，不屈不挠。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忧国忧民，身沉汨罗江；抗
元将领，以一腔爱国热忱，留下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豪迈誓言……这些英雄豪
杰无不向世界证明，炎黄子孙不
愧是龙的传人！

我们的祖国有灿烂的文化。
祖国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出色、最
优美的文字；祖国古代的四大发
明，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诗经
清越，楚辞风流，黄钟大吕绝响千
秋，唐诗、宋词、元曲韵味十足。
祖国的文学巨著，更是世界文化
史上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从“三
国”到“水浒”，从“红学”到“西
游”；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向我
们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为世界文化的辉煌灿烂锦上
添花！

祖国的江山是如此多娇，祖
国的历史是如此惊心动魄，祖国
的文化是如此精彩，我爱我们美
丽的祖国！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会
变得更加繁荣昌盛，将走向更加
美好的明天！

指导老师 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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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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小记者投稿邮箱:
dhbxiaojizhe@126.com

美丽祖国
歌唱祖国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金水区
文化绿城小学五（6）班 宁一帆

聆听励志报告会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中原区互助路小学锦艺校区四（5）
班 王文爽

看见未来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小学三（3）班 金炜皓

喜欢戏曲，始于音乐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阎小学三（2）班 关牧萱

《摔跤吧爸爸》观后感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四月天小学四（5）班 刘晓京

最近，我看了《摔跤吧爸
爸》这部电影，有一个父亲他
的梦想是当世界摔跤冠军，可
是他已经老了。

一天，两个女儿把好几个
男孩打得鼻青脸肿，父亲因此
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把两个
女儿的辫子剪短，让她们训练
摔跤。女儿们虽然不开心，可
也没办法，大的叫吉塔，二女
儿叫巴比塔。

一直到她们两个长大了，
吉塔去了正规的学校训练，吉
塔是班里最好的学员，可是由
于方法不对，第一次世界比赛

没有得冠军。第二年，她爸爸
在比赛前每天晚上来找她，每
次都说同样的话。在全国比
赛中，吉塔在比赛中想起了爸
爸的话，得到鼓舞，赢了比赛。

我觉得吉塔和巴比塔都
很坚强，都善于挑战自己。我
感受到了她们训练条件多么
艰苦，感受到了她们的坚持不
懈，也感受到了她们赢得比赛
后的激动。这些精神都值得
我学习。

自从妈妈给我报了书法
班，我坚持练字，我相信一定
能像她们那样有收获。

游玩记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东关小学三（7）班 魏子茹

璀璨艺术璀璨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