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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梦境精灵的故事发
生在期末考试成绩公布后的
一个晚上。那晚，我一直做
噩梦，梦见我那成绩不好的
卷子张开大嘴把我给吞下
去，做错的题朝我龇牙咧嘴，
还有一道我忘做的小题向我
冲了过来，就当那道小题的
拳头要砸到我时，一个细小
但很有正义感的声音喊道：

“光芒四射！”只见阳光照到
卷子上，一道道错题消失了。

我从噩梦里醒来，一个
一米高的小精灵站在我的床
头。小精灵的皮肤发白，金
色的头发，金色的眉毛，小小
的嘴巴，尖尖的耳朵。他手
里还有一根迷你权杖，权杖
上镶着一颗魔法石。

我吃惊地看着小精灵，
用颤抖的声音问：“你是谁？”

“我是梦境精灵——小
宝！”小精灵说着扇了一下金
色翅膀，飞到了半空。

我指了指那根权杖问：
“那是什么？”

小宝自豪地说：“这是梦
境权杖，有了它，梦境精灵就
可以在我们的世界和你们的
世界之间自由穿梭。我们还
要依靠梦境权杖来收集你们
的美梦。”

我想了一想说：“你想收
集美梦吗？那就跟我来吧。”

第二天，我把小宝带到
我的学校。看到这么多人，
小宝禁不住赞叹：“太好了，
我一年之内肯定能完成任
务，说不定还能在第一届《收
集美梦大赛》获得金奖哩！”

随后小宝便开始施展魔
法了。首先，他把课堂变得
更有趣了。他把两瓶药水拿
到班里，一瓶洒到老师的U
盘上，一瓶让全班师生分喝
了。过了一会儿，大家的身
体变得越来越轻，最后来到
了一个神秘的地方。仔细一
看，这正是老师要讲的课文
世界里。从此以后，课上没
有一个同学分心了。

有一次，一个同学在课
间奔跑摔了一跤，头流血了。
小宝看见了，把神奇的药喂给
他喝，他一下子就睡着了，醒
来后伤口一点也不痛了。

一年过去了，小宝该跟
我们说再见了。他念了一句
咒语，然后一个巨大的梦境通
道出现了。小宝对我们说：

“我还会再回地球收集美梦的
哦！”说完就消失在通道里。

小宝走后，同学和老师
们天天开开心心、无忧无虑无忧无虑
的的，，因为他们朝气蓬勃因为他们朝气蓬勃，，每天每天
依旧做着美梦依旧做着美梦。。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
领风骚数百年。”自我国古
代以来，不少才子便大显身
手，在我国文化史上谱写了
动人心弦的篇章，演绎了个
人及时代的精彩，活出了生
命的精彩！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
因为在不断赶路，很少真正
停下去感受不同的人所做
的事情，甚至认为精彩就是
那些荣耀时刻……可是，当
夏日炎炎我们躲在家里吹
空调、看电视时，有一群可
爱的魔法师将我们的街道
打扫干净，这何尝不是一种
精彩？当远方战事将起，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
威胁时，有一群可敬的人戍
守着祖国的边疆，这更是一
种精彩！也许他们的名字
不会像唐宗宋祖一样留在
史书里，但是他们却在平凡
的岗位上活出了自己的精
彩，他们如“无意苦争春，一
任群芳妒”的红梅，发出沁
人心脾的香气。

历史无数次证明，不管
是个人还是国家，长远发展

都需要结合实践有意识地
去创新。例如我国走的就
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在党的领导
下，我们正准备为一个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强国奋斗，这是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的体现，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为中国梦而奋
斗，因为这个大国之梦是由
无数个小梦聚在一起，需要
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努力。

作为当代青年人，我们
也应该不断创新，活出自己
的精彩人生。自强不息、拼
搏向上、敢于担当，这样当
我们两鬓苍苍回首一生时，
会发现我们经历了春耕夏
耘秋实冬存的精彩，不枉自
己的一生。

精彩有很多种形态，不
仅仅是挂满奖杯，不仅仅是
花团锦簇，更重要的是坚守
个人职责，一生笃定前行，
为祖国和人类发展拼搏、奉
献！

愿大家能活出自己的
精彩，细数风流人物，还看
今朝！

7月7日下午，我作为
大河报小记者的一员，参观
了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开启了一段奇妙
的探秘之旅。

参观过程中首先令我参观过程中首先令我
惊奇的是一个超大号的罐惊奇的是一个超大号的罐
子子，，经过老师的介绍才了解经过老师的介绍才了解
到这是一个糖浆储存罐到这是一个糖浆储存罐，，原原
来可口可乐甜甜的是因为来可口可乐甜甜的是因为
加了糖浆加了糖浆。。

最后我参观了一个特最后我参观了一个特
别奇怪的车间别奇怪的车间，，里面黑黑里面黑黑

的，原来这是储存制作可口
可乐饮料瓶原材料的车间，
听老师说这种叫做PET的
颗粒非常怕光，所以平时它
也像糖浆一样储存在一个大
罐子里，但储存罐子的车间
为了避光连灯光也不能有。

通过此次车间探秘之
旅，我知道了可口可乐饮料
的历史及生产过程，了解到
了很多原来不知道的知识，
我开始期待下次小记者们
的探秘之旅了。

骄阳似火的七月，我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
了大河报组织的小记者活
动——参观大河村遗址博
物馆。

博物馆里给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陶器，
有许许多多的陶壶、陶盆，
全部都是四千多年前的人
们使用过的。

走进博物馆，我们首先
看到的文物是彩陶双连壶，
1982 年出土，是一件酒
器。还有奇怪的小口尖底
瓶，它的上面和平常的瓶子
一样，可下面却是尖尖的，
整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大陀
螺。老师说古时候人们用
绳子拴住瓶子两边的“耳
朵”，就可以垂下去取水了，
水还不容易洒。古时候的
人真聪明啊！

下一个出现的是镇馆

之宝——白衣彩陶盆。虽
然它已经沉睡了4800年，
但是它的出土时间比我还
小呢，它是 2014 年出土
的。在博物馆二楼，讲解老
师告诉我们陶器和瓷器的
原料、温度、透明度、吸水
性、坚硬度和制作方法的不
同，我认真地在本子上记下
来。

最后老师带领我们参
观了一楼的遗址，一片黄土
地里，已经整理出来的房
屋、灶台清晰可见。还有三
位工作人员拿着刷子小心
翼翼地清理着。期待他们
能够发掘出更多的文物，帮
我们揭开更多的秘密。

走出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一下子又回到了现代。
我们中国有如此悠久并延
续至今的历史，我是感到骄
傲、自豪！

周末，大河报组织小
记者们参观了大河村遗
址博物馆。

我们先去看了古人住
的地方，他们住得好简单！
屋顶是用稻草做的，墙是用
泥巴做的。他们的生活也
很简单，女的在家里生火、
看孩子，男的出去打猎。他
们打猎的工具通常是木棍
或者石头，打鱼用的是石
钩。

后来，人们生活慢慢变
丰富起来，生活用品也多
了，原来用的石碗也变成了
陶碗、瓷碗。老师说陶是用

陶土做的，高温800摄氏度
~1100 摄氏度制成，不透
明，吸水，声音发闷。瓷是
用高岭土做的，高温1200
摄氏度~1400 摄氏度制
成，透明，不吸水，声音清
脆。古时候人们喜欢用陶
和瓷做瓶子和盆子等，还喜
欢在这些东西上画画，他们
画网格、太阳、月亮、圆点
等，有的人像写日记一样，
把一天的经历画上去。

通过这次参观，我又学
到了很多知识，原来古时候
的人们的想象力是那么的
丰富！

暑假里，我在读阿拉伯
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

首先，我读了《阿拉丁
和神灯的故事》。阿拉丁不
满十五岁，有点淘气，家很
穷。这时，来了一个人，自
称是阿拉丁的“伯父”，给阿
拉丁金币、买衣服，还答应
给他置办高档商铺，阿拉丁
母子深受感动。

一天，这位“伯父”带他
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燃木
片，撒乳香，念咒语，地面裂
开，露出石板。“伯父”令他
打开石板，经地道下宝库摘
取神灯。阿拉丁摘取神灯
归来，最后一个台阶上不
去，请“伯父”拉一把！“伯
父”则要求他先交出神灯，
但因阿拉丁无法将神灯从
身上取出，“伯父”就认为他
要据为己有，于是，立即将
地道封死，阿拉丁陷入绝
境。此时才意识到“伯父”
是大骗子。在绝望中，他无
意地碰到了手上的戒指，这

才在戒指神的帮助下回到
了地面。从此，母子二人依
靠在地心找到的神灯，出入
皇宫，演绎了曲折生动的爱
情故事。

接着，我又读了《辛巴
达航海的故事》《阿里巴巴
和四十大盗的故事》《王子
与乌木马的故事》等，这些
故事就如同光怪陆离的万
花筒。

姥爷告诉我：“《一千零
一夜》也叫《天方夜谭》，是
世界文学名著。它的故事
惊险刺激，险象环生；它的
内容弘扬正义，发人深省；
它的语言风趣幽默，既充满
着奇妙的想象，又洋溢着现
实生活的气息。你好好读
吧，在不知不觉中你会变得
坚强、勇敢和睿智。”

暑假还长，我在继续阅
读《一千零一夜》，愿它在我
心中点燃起那幻想的明
灯。

指导老师 王婷婷

梦境精灵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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