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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有哪些有趣的事情？举行
了什么有意义的活动？写出

来或者画出来分享吧！见报文章将在微
信“大河报少年”同步推出，大家可以为喜
欢的文章投票，每月得票最高的有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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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走向成熟

爸爸，您辛苦了
□周口市实验小学二（4）班 赵晨彤

爸爸、妈妈在当地开了一
家小店，生意还算不错。

爸爸每天都早出晚归，不管
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
天，都是如此。我只有晚上才会
见到爸爸在家里。有时晚上给
别人送东西，我睡着了，也不知
道爸爸什么时候回家的。

我问过爸爸，为什么那么辛
苦？爸爸告诉我：“我想让你和
妈妈生活过得好一点。”

父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大声
对爸爸说：“爸爸，您辛苦了！”也
祝天下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
乐！

指导老师 王涛

毕业抒怀
□郑州市纬一路小学六（1）班 耿允石

就要小学毕业了！
回想六年前，包含着无知、

茫然，我踏进了纬一路小学。
六年里，我们曾一起为比赛

的胜利欢呼，为失败而懊恼；在
阳光下，我们曾一起嬉闹，尽情
释放生命活力；在雨中，即使湿
了鞋子袜子，回家挨一顿斥责，
也要一起去“享受”踩水欢快，事
毕，哪怕形象早已不堪入目，也
要潇洒地回眸、转身、大喊“酷”，
让旁人嘴角上扬，露个甜笑。

或许曾互相吵闹过，互相斥
责过，却也可以一笑泯恩仇，仍
是“死党”、好哥们。

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假使人生若只如初见，我必将会
珍惜与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
一秒。倘若早知道，时至今日，
我会对你们如此想念，我必会欣
赏你们。生活带给了我们眼泪、
微笑和回忆，眼泪可以抹去，微
笑将持续，温暖的回忆会伴随我
们一辈子。虽然每个人只不过
是别人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我也
必将让你们成为我深深的留恋。

小学只是人生的一段路。
人生不是句号，因为人生不可重
来；人生，亦不是破折号，因为命
运不会为你解释说明你的处境；

人生，或许只可是省略号，你永
远不知道你的未来怎样，而你却
能用行动谱写未来。

学校的一花一草，一树一
木，掩不住我的泪幕。黑板擦、
课桌椅和读书声传递着和老师
舍不得分手的温度。

每一次的离别都在夏天，明
明是最火热的季节，却承载着最
盛大的离别，哪怕明知未来后会
无期，也要无畏地分别。有一种
相聚是为了离别，有一种离别是
为了更好地相聚。

多年后，这仍将是我心中一
片温暖的风景！指导老师 李淳

看马戏
□河南省社旗县赊店
一小六（4）班 张子曈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
惊险、刺激、有趣的国际
级马戏表演——俄罗斯
皇家马戏团中国巡演南
阳站的盛大演出。

惊险杂技《生死大飞
轮》一开始，场上出现了
一个约11米高的大铁架，
两边载有两个直径2米左
右的活动飞轮，两个杂技
演员启动轮子，并迅速钻
入轮子中，通过身体扭动
的力量加快轮子转动。
还没看清怎么回事，一个
演员已从飞轮中翻身跃
起，站在仅有半米宽、飞
速转动的飞轮上，当飞轮
旋转到铁架的最高端时，
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出
气。更惊险的是，演员竟
在飞轮上玩起了抛接瓶
子、跳绳游戏，甚至最后
还蒙上了眼，完全凭感觉
在快速转动的飞轮上行
走。全场惊呼！

由俄罗斯美女演员
们表演的《铁骑征沙场》，
在并不大的圆形表演场
内，几位演员在飞驰的马
背、马身左右两边进行着
站立、侧立、悬停、倒立等
危险动作，甚至离开马背
直接跳下来再飞速跃上
马背，再来个360度大转
弯，速度之快、惊险程度
之大，让人心都快跳出来
了。

当然，演员们那高超
的驯兽表演，还有带动满
身呼啦圈的各种造型，以
及那滑稽无比的杂技和
魔术表演，真可谓让人叹
为观止……

演员们的每一项精
彩表演,每一个危险动
作,甚至与猛兽如此亲密
接触,需要多少艰辛的付
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像他们那样，拥有那
种顽强的精神、千锤百炼
的勇气行动，那么，无论
干什么，都能熟能生巧
了！

指导老师 薛春

美丽的痛苦

□荥阳一小六(6)班 付鑫悦

曹文轩说：“每一个时代的
人，都有一个时代的人的痛苦，
痛苦绝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
的。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
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
者。”当我读了《青铜葵花》之后，
就深深地体会到了。

这本书主要讲葵花的爸爸
去世了，青铜一家收养了她。虽
然葵花不是亲生的，但青铜一家
都在关爱着她。

虽然青铜一家有许多困难，
但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逃避
困难。当房子被蝗虫吃掉后，一
家人努力又重新盖了一栋新房
子；当葵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时，一家人又省吃俭用，到处借
钱，为葵花凑够学费；当奶奶看
病需要花钱时，葵花独自一人去
江南捡银杏卖钱……青铜一家
虽然是大麦地最贫穷的一家，但

却也是最幸福的一家。
苦难和欢乐是人生必不可

少的。每个人都向往快乐，希望
一帆风顺，希望快乐之神永远陪
伴。但若人的一生总是没一点
风雨，那人生还有意思吗？

苦难是美丽的。我们可以
从苦难中学到很多。当考试没
考好时，我们可以分析问题所
在，吸取教训，争取下次考好；当
和朋友闹矛盾时，要想想问题是
不是出在自己身上……杰出物
理学家霍金，21岁时不幸患上了
肌肉萎缩病，只有三根手指可以
活动。后又因肺炎做了穿气管
手术，被彻底剥夺了说话能力，
可他没放弃。和他比，我们的困
难算得了什么？

如果人生没有那些风风雨
雨，也许就不会太精彩。我想，
这大概就是这本书告诉我的。

哥哥
□郑州市中原区绿都城小学五(1)班 刘家骏

“现在你们自由选择舍
友，以便在夏令营中有个照
应。”教官说完就走了。

我看一下人群，一下子发
现了一个哥哥。他人很高，高
得匀称。他很瘦，瘦得精神。
我走过去主动和他搭讪：“哥
哥，我们一组吧！”见他同意
了，我十分开心：“太好了，我
们一定要在困难时互相帮
助！”他也很开心：“好，一定！”

我们来到宿舍，我一下子
奔到一个上铺上。而那位哥
哥也只好任着我的性子。突
然，我发现头上就是一个空
调。“要是着凉了怎么办？”我
正想着，看见那位哥哥爬上
来：“飞鱼（我的代号），我们换
一下吧。”我莫名其妙起来：

“你明明知道上面很冷，为什
么还跟我换？”可他只笑了笑。

在一个夜晚，我一下子醒
了。“都怪晚饭时喝了那么多
汤……”我想起卫生间在这排
宿舍最西边，途中还要经过一
片小树林……要不，叫醒哥哥
陪我去？不可能！人家为什

么要起来陪一个小朋友上厕
所？我正想着，发现哥哥已站
在我面前：“飞鱼，不敢去卫生
间？走，我陪你去。”我十分奇
怪：“哥哥，你怎么知道我想上
厕所？而你为什么陪我去？”
可他还只是笑了笑。

那是一个中午。我刚从
水房出来，开饭铃就响了。“完
了！大家已经开始大快朵颐
了吧！”等我到了食堂，餐桌上
早已空空如也。正当我苦恼
时，一个碗放在我面前。碗里
不仅有米饭、煎蛋，竟还有几
根排骨！不用看，还是他。“为
什么——”刚到口边的话又被
我活生生地咽了下去。我想，
我知道答案了。

夏令营结束，一坐上回家
的车，我便倒头大睡。“飞鱼！
醒一醒！我要下车了！”一听
这话，我睡意全消：“哥哥，我
还不知道你是哪儿的呢？”他
又笑了：“有缘自会相见。”

三年过去了，我依然想念
那位哥哥的笑容。

指导老师 何小香

默默想念

艺术秀场水上乐园
□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小学二（5）班 白彤瑶

亲子之间

好书伴我成长
□河南省安阳市钢城小学五（1）班 葛奕豪

书，在我的心灵长河中总
能激起朵朵浪花。

一个深夜，爸爸妈妈已经
休息了，而我却辗转反侧，无
法入眠，因为新买的《笑猫日
记》牵动着我的心！“笑猫找到
蓝色兔耳朵草了吗？它有没
有遇到危险呢？”一连串的问
号萦绕在脑际。我踮起脚尖，
轻轻来到爸爸妈妈的卧室门
口，竖起耳朵仔细一听。嘿
嘿，爸爸妈妈睡得正香呢！我
赶紧来到床边，悄悄拧开台
灯，捧起那本《笑猫日记》，津
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书的内
容太精彩了，我一会儿对万年
龟的睿智暗暗佩服，一会儿被
黑骑士的勇气所震撼，一会儿
为小白能否找到回家的路而
担心，一会儿被地包天的幽默
逗得忍俊不禁……正在我读
得如痴如醉的时候，耳边似乎
传来一阵“吱扭”的声音，我连
忙关掉台灯，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钻进被窝，再仔细一听，
咦？怎么没有动静了？原来

是自己上演了一出“大吓活
人”的闹剧啊！就这样，伴着
《笑猫日记》中那一个个有趣
的故事，我渐渐进入了甜蜜的
梦乡……

读书不仅带给我无限快
乐，也给予我丰富的知识。那
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
观看电视节目《自然传奇》。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一群可爱
的小动物映入我们的眼帘，只
见它们披着一身灰白相间的
绒毛，那狐狸般的小脸透着一
股机灵劲儿。最有趣的是它
们那长长的大尾巴，一环黑绒
毛，一环白绒毛，逗人喜爱！
爸爸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动
物？”“是马达加斯加狐猴！”

“你怎么知道呢？”坐在一旁的
妈妈问。我清清嗓门得意地
说：“在《小哥白尼》中看到的
呗！”爸爸、妈妈听了，连连夸
我的课外知识丰富，我的心里
真是乐开了花！

读书让我快乐，真希望我
能一直有好书相伴。

陪伴成长

——《青铜葵花》读后感

一得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