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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小雨 星期三

今天，科学老师给我们讲了关于绿豆不用

土壤也能长根发芽的知识。我感到非常奇妙，

决定试试看。一回到家，我迫不及待拿出装绿

豆的口袋，在一颗颗、一粒粒饱满的绿豆娃娃

中优中选优，好不容易选出几粒又大又胖的绿

豆哥。我找了一个小托盘，把一张洁白的卫生

纸叠好铺在托盘里，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几颗如

无瑕翡翠般的绿豆放在卫生纸上，这样看起

来，就像白云上绣了几朵翠色欲滴的花朵，美

丽极了。然后，我给绿豆哥们饱饱地喝了几口

水，让它们心满意足地沉睡。

10月26日 阴 星期四

早上，我起床就奔向窗台看我的绿豆哥。

它们衣服的颜色变成了浅绿色，小绿豆的身子变

得圆鼓鼓的，它们有的像威武战士挺着将军肚，

好像昨天吃了一顿饱饭，到现在还没消化呢！它

们有的把绿色的外套撑破了一点，害羞地露出了

白白的、肉嘟嘟的肚子，我觉得真有趣。奶奶说

每天要坚持给绿豆换水，不然水会变臭，绿豆会

死。于是我天天给它们换水。盼望它们快发芽。

10月27日 晴 星期五

“我的绿豆哥怎样了？它们钻出来了吗？”

一整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下午放学后，我

扔下书包捧起托盘。一夜之间，绿豆哥们像中

了仙女的魔法，它们每一颗都裂开了一条缝，

衣服越裂越开，衣服的颜色也越来越淡，它们

有的伸出脑袋好奇地四处张望，好像一个小逗

号。可是有一颗裂开的缝好大，但为什么没发

芽呢？哦！原来它的芽躲在绿色的衣服里

面。“它们为什么长得这样慢呢？”我问奶奶。

奶奶笑着对我说：“它们怕冷，得给它们喝点热

水，给它们暖暖身子。”我恍然大悟，给它们浇

了点温热水。我祈祷它们快快长大。

10月28日 阴 星期六

晚上，我惊奇地发现绿豆哥长出了粗壮、白

白胖胖的茎，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摸上去

嫩嫩的，滑滑的，非常舒服。原来的小逗号裂开

了像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捧着中间的像蜻蜓翅膀

的嫩绿的小芽芽。茎上又长了一些根，像猫、狗

的胡须一样细，青中带紫。原来胖胖的绿豆缩小

了许多，脱下了干枯的外衣，换上了光鲜亮丽的骑

士服。我的绿豆哥终于长大了，它们好像一个个充

满生机的中华少年，随时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让我感受到了植物生

命的坚强，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奥妙需要我们去

探索发现。

指导教师：谭 莉

绿豆哥成长记
来苏镇王坪小学六年级2班 黄 鑫

一个梦想，从历史长河中走来，闪耀着伟大复兴的曙

光。

一种精神，在亿万人心底凝聚，激荡起继续前行的力量。

梦想，是美好的憧憬；梦想，是理想的翅膀；梦想是青

春的风帆。逐梦之路，只要我们不怕困难，不惧风雨，那

么，梦想一定会铸就辉煌！

1949年10月1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洪亮的

声音从广播中传来：“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正式

成立了！”这个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震撼了全

世界。中华儿女，独立之梦，终于实现！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

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中国独

立之梦的实现，是千千万万勇士，用血泪换取而来，这条

荆棘之路，我们咬着牙关，硬走了过来。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牙签是竹做的，但共

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是江姐在重庆渣滓洞中所写书

信的一段文字；“参加战斗110余次，与战友一起歼敌800

余人，俘敌400余人……”这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战斗

业绩。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我们要时刻警

醒，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梦在前方，路在脚下。今天的

人儿们，在为“中国梦”而奋斗！

2015年8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43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代表中国出战的小伙曾正超不畏强手，在这一被

誉为国际技能界“奥林匹克”的比赛中一举夺得焊接项目

金牌，为中国实现了该项赛事金牌“零”的突破。

曾正超在第一次选拔中落选，但他并未放弃，而是加

倍地练习。他的工作服，是一件厚实的牛仔装，衣袖上密布不规则的圆

孔。即使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仍裹在身上。卷起衣袖，只见手臂上几十

个蚕虫大小的烫疤，有的地方伤痕成片。这些疤痕，都是焊花飞溅、烫穿衣

袖留下的，有些地方反复被烫伤。

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失败与成功相互依存，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做。是

遇到挫折就放弃还是坚持？是不断尝试还是止步不前？“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追梦之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一定会成功！

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医学界沸腾了，中国人

民为之欢呼！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

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

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

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

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

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

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经过200多种中药的

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受到晋名医葛洪《肘后

备急方》的启发，运用乙醇冷浸法，提取青蒿素。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

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青蒿素的成功研发，标志着我国的医药研究，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

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着一个目标坚持，又是多么可贵！屠呦呦及

其团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要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咬定青山不放

松”；我们要勇于为实现梦想而拼搏奋斗，“任尔东西南北风”！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逐梦之路，需要我们“撸起袖子

加油干”。有梦想才有希望，有梦想才有力量，有梦想才能铸就辉煌！

指导老师：邓承会

梦
想
铸
就
辉
煌

文
理
附
中
初2 0 2 0

级6

班

杨
喜
月

红河小学四年级1班 袁跃文

指导教师：邓月华

“唉，又是广告，等你广告完了，可怜的灰太狼早

就被红太狼虐了一万遍了！唉，该死的广告！”生平

最讨厌广告的我把遥控器往沙发上一扔，准备离

开。咦，今天的广告怎么和平时的不一样：一颗晶莹

剔透的蔚蓝色球体在空中悬浮着，再远一点，是一片

茫茫的无边无际的星空，再往其他方位看，我看到了

月球……于是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

故事立即“飞”入我的脑际。嫦娥还在冰冷的月宫

吗？吴刚把桂花树砍倒没有？那个捣药的玉兔到底

是不是思念嫦娥的后羿？……我的脑海里生出了许

多“？”，飞上星空的梦想在我心中萌芽了。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美丽的星空就像一块磁

力超强的磁铁一样，无时不刻不在吸引着我。因此

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天文学方面的书籍，知道了恒

星、行星，太阳系、银河系，哥白尼、伽利略，黑洞、大

爆炸……每当看到宇航员们在天际遨游时，仿佛自

己也置身于那个未知的神秘空间一样。我多么羡慕

他们，多么想像他们一样自由自在地遨游太空，多么

想像他们一样在太空中亲眼目睹地球这个人类的

“母亲”，这个生命的摇篮啊！遨游太空的梦想在我

心中“疯狂地滋长”着。

于是，我立下志愿：做一名宇航员，一名像杨利

伟叔叔一样伟大的宇航员，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作贡

献。我知道当宇航员必须勇敢，必须要拥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可我从小就特别胆小，尤其怕黑，就连晚

上都不敢关灯睡觉，害怕有什么“妖怪”出现。有时

听到一点儿“风吹草动”，就会立马拉开电源，跃身而

起，抱起衣裤作逃离状。一次，我正在睡觉，睡意正

浓时，听到“吱嘎”一声，我立即穿好衣裤，飞奔客

厅。蒙眬中我听见一阵笑声，定睛一看，原来是正在

看电视的爸爸妈妈，他们望着我哈哈大笑，原来由于

刚才太慌乱，在逃离时，我居然把裤子穿反了，只穿

着一只鞋就跑了出来。

唉，瞧我这狼狈样儿，哪像一个未来宇航员的模

样！“我一定要锻炼我的胆量，让自己能成为一名真

正的宇航员!”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于是，我决心克服

自己胆小的毛病，决定让自己习惯独自面对黑暗：每

当一上床就立马关上电源，强迫自己接受黑暗，适应

黑暗。一开始，我感到黑暗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牵

引着我——打开电灯，我矛盾极了……在心里告诉

自己：“任谕，记住你小子的梦想，当宇航员的梦想，

你一定行！”

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我变了，变得不

再害怕黑暗了，有时反倒十分享受这黑暗。因为在黑

暗中，我可以透过窗子，遥望星空，双脚一踮，轻轻跃

起，飞上星空，与群星嬉戏，与月亮低语：星空，等我！

指导教师:任淑

星空，等我
三教镇小学六年级7班 任 谕

师生作品选登

人总是不断地在成长，因为一些人，因

为一些事。

—— 题记
跨入运动场，我便闻到一股诱人的阳光

味道，还裹挟着丹桂的清香，令人心旷神

怡。多想在这里与小伙伴们追逐嬉戏呀！

可是一看到那英姿飒爽却威严无比的教官

时，我强压住内心的想法，心里默道：这是在

整训，这是在整训……

悲催的训练
“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随着教

官的一连串的号令，我们每个人刚开始都认

真练着。可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就感觉腰酸

腿疼了，我想停下歇歇，可又害怕那不苟一

丝言笑的教官，只有硬撑着。可队伍里还是

有人撑不住了，就趁教官示范动作时，左挠

挠，右抓抓，自以为没被发现。可这些小把

戏怎逃得了教官那双“火眼金睛”？他立马

停下正在示范的动作，转身面对我们：“全体

抱头，下蹲20个！”

“天！不会吧？”有人绝望失声。

“不服吗？再加20个！”“下蹲，准备，起

……”

“啊！天！”我心里暗暗叫苦，却紧咬双

唇不敢出声。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教官是动

真格的，再无任何反抗声。只剩下和着教官

节拍的衣服摩擦声在耳畔回响。“灾难”过

后，教官还不忘给我们灌“心灵鸡汤”：“记

住，我们是一个团队，‘要有福同享，有难同

当，’都记清楚了！”

“清楚了！”大家齐声震天。

可每个人心里却叫苦不迭：哎！遇上这

么一个“魔鬼教官”，这三天的训练可就悲催

啦！呜呜……

痛苦的蜕变
在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后，第二天“魔

鬼”般的整训生活又开始了。我跟随着队伍

跨入田径场，抬头望向那比前一天还要火辣

的太阳，再看看眼前教官那紧绷着的一张

脸，我的内心不禁一阵酸涩：唉，苍天啊，你

叫我怎么度过这悲催、困苦的一天呐！可

是，叫苦有用的话，我现在还会站在这里

吗？再苦，也只能够咬着牙挺下去啊！训练

就这样开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今天的训

练比昨天更苦、更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接着一个的同学

体力不支“倒下”了，我也渐渐开始觉得力不

从心了，从额头上冒出的一颗颗豆大的汗

珠，流进了我的眼睛，酸涩难忍，泪水瞬间模

糊了我的视线，我的头也因为长时间在烈日

下暴晒而开始变得昏昏沉沉，想要开口说

话，却发现嗓子已经干得发不出声来。我想

要把脚放下，休息休息，却瞥见了教官那凌

厉的眼神，只好将正要放下的脚重新抬起，

忍着不适，继续训练。又过了一会儿，我的

不适更厉害了，于是便趁着教官不注意，用

眼神的余光向队伍后方瞟了瞟，“一、二、三、

四……有这么多同学都请假了啊，那我给教

官说一声，是不是也可以去休息呢？”我这样

想着，正准备开口，却听见了教官的声音：

“坚持住，同学们！趁此机会挑战自我！超

越自我！胜利永远属于坚持的人！要知道，

因为自己而影响团队，这是懦夫的行为，在战

场上甚至会丢掉大家的性命……”“不，我不

是懦夫，我是强者，我不会认输的！我不要因

为自己影响团队！”听着教官的话语，我心中

那股不服输的火焰又燃烧了起来，咬紧牙关，

把想放下的腿又稳稳地抬高了！“报告！”“报

告！”……这时，那几位“倒下”的“伤员”也精

神抖擞地又出现在教官面前了！教官那古铜

色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大声令道：“入列！”

“魔鬼式”的训练继续着，可再无人偷

懒。渐渐地，这天下来，虽然很累，可大家走

路不再像昨天那般懒散了，反而速度快了很

多！此刻，我终于明白，没有痛苦的蜕变，何

来蹁跹花丛的蝶儿？

骄傲的瞬间
“中国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

少年……”运动场上，我们初2020级全体学

生正齐诵着《少年中国说》，1880多人的齐诵

整齐划一，铿锵有力，声震天地！仔细看去，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汗水，汗水顺着额

头，划过脸庞，滴落在衣服里，皮肤上，滴得

人直痒痒，却没有一个人去擦，大家依旧顶

着烈日，站着军姿，大声朗诵！每个人的脸

上都写满了坚定，两眼之中闪着光芒，犹如

夜空中的星子般闪亮，足能照明夜行的路，

又犹如燃烧的火焰般炽热，足以融化三冬的

寒霜……

是的，这就是“魔鬼教官”的“魔鬼式”训

练结果——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了自己存

在的重要性！“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

强。”我们是中国少年，肩上承载着中国的梦

想！而实现梦想的道路何其漫长！若实现

梦想有捷径的话，那这唯一捷径就是——坚

持！而坚持其实就是长期地做好生活中的

每个细节，并让它成为骄傲的瞬间！

欣喜的时刻
“我宣布，初2020级赢在初一，素质拓展

主题教育活动汇演成功！”当主席台上王校

长的声音刚落，“耶！”我们初2020级全体同

学都欢呼了起来，但我们仍未忘记教官教给

我们的规矩，个个笔挺站立，双手尽情地鼓着

掌，每个人的脸蛋上，都挂满了笑容，洁白的

牙齿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点缀在被阳

光晒得漆黑的面孔上，却显得异常美丽而健

康！每个人的心中都是那样的激动，这个既

不是领奖时的自豪，也不是对未知挑战时的

期盼，而是对自己完成了本以为不能完成的

事的解脱和欣喜！相信这份欣喜会激励我们

每个人去主动迎接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

永远的怀念
三天的整训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可在这

三天当中，我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集体无

穷的力量！第一次清晰听到了生命拔节的

声响，第一次明白身上肩负的使命道远路

长！所以，这三天相处的人，这三天发生的

事，都会成为我们永远的怀念！也会陪我们

度过整个初中生活，乃至于一生！

指导教师：张文碧

成 长 的 足 迹
——记我的中学整训生活

永川中学初2020级4班 皮卓灵

北山中学教师程远德（永川区第四届教职工文化艺术节粉笔字现场比赛一等奖）来苏镇王坪小学6年级2班 何 娜

稻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