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三

科教新报

编辑： 彭静 版式： 张兵 校对： 夏唯崴
电话：0731-84326428 E-mail:kjxb001@126.com

成长

小荷 尖尖

心灵 漪澜

城
湖南师大附中 G1816 班

童 谣
胡释元

华容县长工实验学校 1702 班

沙高

童年在一年四季中度过，
童年的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

空气，带着南方闷湿的味道，被人们
吸入鼻中，在无数人的角逐中，城市的节
奏不断达到高潮。 看着大家疲劳的背影，
我默默背上包， 只身前往一个更忙碌的
城市。
北京。
在北京的七天里，时间没有跨度，日
升月落，只有对黑夜与白日的感知。
凌晨， 我昏昏沉沉地前去天安门看
升国旗。 说是来看三军仪仗队，可天安门
的日出却更为瞩目。 起初是刮起了风，北
方的空气十分干燥，那风显得尤为刚劲，
但夜色之中却有一丝轻柔， 好像一头熟
睡的兽呼出的鼻息， 从长安街一直吹到
二环、三环、四环。 人们都在抬头看着天
空， 默默地等它起来。 终于风猛烈了起
来，黑色迅速退去，灰色、蓝色、紫色的光
彩在天上变化着，那“兽”忽地睁开了眸
子，一团火就在云上升腾了起来，好像一
颗巨大的心脏。 收，缩。 收，缩。 房里的人
出来了，车也出来了，如流动的血液般在
街道上流淌。
马路横七竖八地交错在一栋栋大楼
间。 北京的楼极具特色，不是一味庄严笔
挺的商贸大厦， 也不是江南水乡般的鼓

楼小镇， 而是现代风与厚重的文化底蕴
相结合，四平八稳的一座座古亭“站”在
楼顶，如一个个老者，俯身看着小辈们辛
勤劳作。 而小辈们就忙碌在这古亭之下
或平面或曲面的玻璃房里， 太阳光从玻
璃上反射出去，亮得如一团火，又像一束
追光灯。
北京城，地上地下人潮汹涌。 乘一班
地铁，看里面形形色色的人拥挤推搡，茶
色的车窗映着五光十色的衣色， 成了一
道地下彩虹。 坐着坐着，地铁开到了路面
上， 地铁也改道为轻轨。 阳光从窗口进
来， 车疾驰而过， 瞥见外面扮玩偶的人
们，他们手里拿着传单，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他们显得无所适从。
无数的脚步像一场无止境的雨， 打
在地上， 化成时间匆匆流过， 耀眼白昼
总让人紧张， 夜晚的黑色总能触及人们
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临近黑夜， 城市里
有多少人在摩天大楼的落地窗前望洋兴
叹， 又有多少人面对晚高峰而呆滞木
然？
我出生于湖南一座小城，晚上，路边
的灯都亮起来， 就好像一条小蛇扭扭曲
曲，一眼可以望尽蛇头蛇尾；后来去省会

城市读书，那里的路灯亮起，气势就大多
了，好像一条金链；而站在北京的街上，
看路旁灯火通明， 仿佛是镶嵌了金鳞的
巨龙，在这大地上肆意舞动，将城市牢牢
地栓在了地上。
拂去喧哗，寻一条胡同往里走，到一
家面馆停下。 老板肩上披着一条白布，用
比脸还大的碗端来一份面， 虽没有南方
米饭软糯，没有太多菜肴相佐，却清爽劲
道，不乏味。
吃面时你仔细听。
旁边的大爷喝着豆汁， 说着自家儿
子在哪家单位如何如何； 路过的妇人们
讨论着最新的化妆品； 又进来一个老奶
奶说：“少面，一个人吃。 ”没有南方巷子
敞亮，没有上海弄堂热闹。 不多的话都融
进了路过的风里，在胡同中往复，不散出
去扰了这一份安宁。
北京，它繁华璀璨，却也悲欢杂陈。
城都是如此，像一坛酒，年头越久越让人
上头，多喝几口，便醉眼迷离。 而北京在
酒味之外，更似一碗豆汁，用心嘬一下，
将那一口不好下咽的苦楚吞下后， 又觉
酸酸甜甜，世界如此温柔。
指导老师 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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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
—城步苗族自治县，
它东靠巍峨的黔峰山， 西傍高耸入云
的马鞍山，南临碧波荡漾的巫水河。 虽
然这里有南山大草原和十万古田等美
丽风景，但我最爱的还是南湖公园。 南
湖公园一年四季风景怡人， 令人流连
忘返。
春天的南湖公园万物复苏， 鲜花
盛开。 湖岸边的柳树发芽了，都换上了
绿装，随风快活地翩翩起舞。 小草开心
地探出脑袋，展开手臂拥抱春天。 桃花
和樱花笑红了脸， 在春雨中唱着欢快
的歌……几只小燕子在蓝天上自由自
在地飞翔，时儿翻飞，时儿翱翔，时儿
与空中的风筝嬉戏。 我们在花下漫步，
在草地上打滚。
夏天就更美了，树木郁郁葱葱，为
大地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 为人们
撑开荫凉的华盖。 巫水河里鱼儿成群

故乡 浓情

美丽的南湖公园
城步苗族自治县希望小学

张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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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队，有的在嬉戏，有的在觅食，还有
的在水里快活地吐着泡泡。 柳树把秀
发浸入水中， 像一位少女在梳理她的
长发。
秋天的南湖公园就像一个金黄的
世界。 小草换上了黄色的新装，柳树姑
娘把她那青青的长发染成了金黄色。
金黄的银杏树叶， 像一只只黄色的蝴
蝶，在风中飞舞着。 金灿灿的菊花也露
出了笑脸……
冬天呢？ 如果下了鹅毛般的大雪，
此时此刻，南湖公园便成了粉装玉砌的
世界， 大地妈妈盖上了雪白的棉被，翠
柏让冬爷爷给它做了一个美丽的发型，
可美了！ 孩子们在南湖公园打雪仗，堆
雪人，笑声飞得很高，飘得很远……
我爱我的家乡， 我更爱家乡的南
湖公园。
（指导老师： 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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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 道来

看，那里有熊猫
邵阳市资江学校六年级

暑假， 我和妈妈到成都熊猫基地游
玩。 这里，花团锦簇，绿树成荫。 大片的竹
林苍翠繁茂，在夏风的吹拂下，发出沙沙
的声音。
我一进基地大门， 第一件事就是寻
找熊猫。 不幸的是，由于天气太热了，熊
猫们都回到“别墅”享受空调去了，竹林
里未能见得到熊猫的身影。 正在我垂头
丧气的时候，忽闻“看，那里有熊猫！ ”
循声望去，真的有熊猫！ 我激动地跑
进熊猫“
别墅”。 透过玻璃窗，我看到了一
直想见的熊猫：2 只成年熊猫和 1 只亚成
年熊猫。 三个家伙各穿了一件毛茸茸的
皮衣，黑白相间。 不知道它们昨天晚上是
不是没睡好， 白白嫩嫩的脸上多了两个

舒子轩

大大的黑眼圈。 它们正在享受美味的中
餐。 一只成年熊猫坐在地上，用“双手”抱
着竹子津津有味地吃着。 它吃竹子的样
子就和我们吃甘蔗一样， 它还会挑嫩的
叶子先吃呢！ 而另外一只大熊猫更是灵
巧，它爬到了木头搭成的平台上，倚着木
桩，悠闲地享用着佳肴。 最可爱的要数那
只亚成年熊猫了。 它仿佛知道了我的到
来，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手上的竹子，慢悠
悠地向我爬来。 那憨态可掬的模样，让人
忍俊不禁。 我马上拿出相机给它们拍了
好多照片。
“
前面还有熊猫 Baby 呢！ ”一个稚嫩
的童音钻入我的耳朵。 我跟随她来到了月
亮产房，这里居住着许多熊猫宝宝：有刚

出生的，眼睛还没张开，浑身只覆盖着一
层浅浅的白绒毛， 大约只有几百克重，看
着和熊猫妈妈一丁点儿也不像。 还有的刚
刚长出黑白色的毛，个头小小的，简直就
是袖珍版的大熊猫。 这些幼儿熊猫都趴在
地上睡觉，一动不动，就像是熊猫毛绒玩
具，让人忍不住想抱一抱，亲一亲。
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 800
万年，被誉为“
活化石”和“
中国国宝”。 为
了保护濒临灭绝的熊猫， 我国科研人员
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现在熊猫还成了我
国和其他国家交往的纽带。 所以，我们一
定不能伤害熊猫。 我真心希望永远能听
看，那里有熊猫！ ”
见那句：“
指导老师： 牛鑫

春天，我爱在林荫道间游玩，
嗅花香，
追燕子，
父亲教我吟诵春天的小诗。
小小的我奔走在春光下，
在春的舞宴里尽情嬉闹。
夏天，我爱在湖边树下游玩，
听蝉鸣，
摘夏荷，
母亲教我吟唱夏日的小曲。
小小的我伫立在绿荫下，
看骄阳下万物尽情生长。
秋天，我爱在田野乡间游玩，
看金稻，
嗅麦香，
奶奶给我讲嫦娥的故事。
小小的我穿梭在田野中，
感受秋风吹起麦浪稻波。
冬天，我爱在一片雪白中游戏，
堆雪人，
打雪仗，
爷爷陪我阅读冬雪的文章。
小小的我漫步在雪地上，
观赏大雪纷纷染白世间。
童年是首最美的诗，
我的童年在如诗如画的四季度过。

辅导老师 ：华容县注滋口中心小学
华容县长工实验学校

沙建民
高小菊

生活 浪花

采摘的乐趣
长沙市天鸿小学五（1）班

唐曼雯

在这个假期里，我来到了外婆家。 本想可以好好玩
玩，但是我每天却无所事事，有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
一天，外婆刚睡完午觉醒来，看着我一人坐在椅子上发
呆，又看看窗外已经熟透的蔬菜，对我说：“看你整天呆
在屋子里，足不出户，田里的蔬菜都熟了，要不你去田
里摘点蔬菜回来呗。 ”我高兴极了，说了声“好呀”后就
挎着篮子兴致勃勃地出门了。
我来到田间，看着满地的蔬菜，就不禁想摘几个来
尝尝味儿。 走进菜园，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辣椒了，一
个个小辣椒，脸上都红扑扑的，好似害羞的小姑娘，让
我不忍心对她下手，于是我摘了几个就走了。 接下来映
入眼帘的是在绿叶间穿梭的狙击手们——
—小冬瓜。 而
我却在绿叶间环视一周后就发现了它们的领头， 而且
不费九牛二虎之力就“
解决”了。 最后，我又发现了一位
壮汉——
—有几十厘米长的大丝瓜 。 我看着丝瓜，想着
晚上让外婆做小炒丝瓜还是丝瓜汤呢？ 想着想着，口水
都流了出来。 于是，我使出了吃奶的劲一扭，丝瓜也被
我“
解决”了。
这时， 外公突然走了过来，我立刻拿出丝瓜炫耀：
“外公，看，我费了好大劲摘的丝瓜。 ”外公看着丝瓜，笑
着对我说：“但这个丝瓜是别人家的。 ”听了外公的话，
我愣了一下，接着问：“
那怎么办？ ”外公说：“
没关系，我
们等下去跟别人说一声，摘一个两个没关系的，下次记
住就可以了。 ”
我想，这就是农村吧，大家都彼此信任，乐于分享，
从不斤斤计较。 这应该也是这儿的乐趣和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