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被子里的爱

婺源县紫阳五小五（3）班 齐玫婷

三清山坐落在玉山县与德兴

市交界处，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也

是动植物的王国。 它虽然没有泰

山的陡峭，但我还是很喜欢它。

暑假里的一天， 我和家人一

起去三清山游玩。 一开始，我十分

害怕， 因为我看到的三清山是那

么的高大、挺拔，犹如一位神情严

肃的哨兵。 可是，看看身边还有很

多小孩子和白发苍苍的老人，我

的勇气又来了。

开始登山了， 我们先乘缆车

到了半山腰，接着徒步向上爬。 不

久， 导游问：“你们看那美丽的石

峰是不是很像一位八十多岁的满

脸皱纹的老太太呢？ 那石峰就叫

神女峰， 并且越往上爬这‘老太

太’看起来会越来越年轻。 ”听了

这句话，我便加速向上爬，大约过

了二十分钟，我抬头一看，神女峰

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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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年轻

漂亮的少女了。 这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果然了得啊！

第二天是一个阴天， 我们按

计划去了与三清山毗邻的怀玉

山。 到了山脚下，气温变得很低，

我觉得这里凉快极了。 接着我们

沿着环山公路继续前进， 到了半

山腰时，看见四处云雾环绕。 那云

雾看起来明明离我很近，可是，我

伸手去摸却怎么也摸不着。 云雾

瞬息万变， 一会儿看起来就像一

只大狮子蹲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看

着眼前的猎物； 一会儿看起来就

像千万匹白色战马，奔腾西去，那

个阵型多么壮观啊； 一会儿看起

来就像一条巨龙， 那条巨龙腾云

驾雾， 可不一会儿它的尾巴就不

见了， 看的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

来，巨龙又消失了。

一时间恍恍惚惚的， 要眨眨

眼睛再看才行， 可天空可不等我

们这些爱好它的孩子， 一会儿浓

雾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车子继续

向上行驶，不久就到了山顶，眼前

竟然一片明亮，十分开阔，就像世

外桃源一样。

我爱神女峰那美不胜收的景

色， 也爱怀玉山那云雾缭绕的意

境， 三清山美丽的景色让我恋恋

不舍。 （指导老师 王赟）

浇菜园

婺源县紫阳五小三（3）班

程鸣宇睿

游三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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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江流不尽 饶州情何深

上饶县第七中学八（35）班 童郁茜

有一次， 我生病了， 得了鼻

炎，每天都睡不好觉。

妈妈听说野菊花能安眠，于

是下了班就提着一个小篮子去

采。 妈妈边捶着自己的背，边采野

菊花。 此后，妈妈几乎每天晚上都

会提着小篮子去采野菊花。 几个

星期以后， 有天晚上我睡觉的时

候就被声声哈欠给吵醒了。 我看

见妈妈房间的灯还亮着， 便蹑手

蹑脚地来到她的房间门口。 我从

门缝里看见，妈妈揉着眼睛，打着

哈欠，挑着野菊花里面的杂质。 过

了几天， 妈妈把这些野菊花用线

串成几串， 然后把它们缝在我的

被子上， 整床被子都散发出野菊

花的香气。 从此以后，我不再失眠

了。

虽然过了一段时间， 野菊花

不再散发香气了， 但是我没有扔

掉，因为这是妈妈连夜给我缝的，

它代表着妈妈对我的爱。

妈妈， 谢谢你做给我的花被

子！（指导老师 涂慧英）

书是一把钥匙， 为你打开知

识的大门；书是一位朋友，为你化

解忧愁；书是一帆小船，带你去神

奇的地方。 所以，我热爱读书。 但

我也有一段“偷读”的经历……

有一天，我正在写作业，爸爸

妈妈都不在家。 忽然，我的目光情

不自禁地定在了不远处的书柜

上。 糟了，“书虫”又在身上爬了，

爸爸妈妈可是禁止我在写作业时

看书的呀

!

但我还是禁不住精神

食粮的诱惑，把《查理九世》拿过

来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虽然偷读让我有甘之如饴的

感觉，可我又要担任“侦察兵”，也

有些紧张的滋味。

突然， 我听到了一大群蚊子

嗡嗡叫的声音， 原来它们在享受

“大餐”呢。 开始我还能忍耐，可时

间一久， 实在是扛不住蚊子的进

攻了，可最后我有些不耐烦了，拿

起书向蚊子拍去。 为了打蚊子，我

浪费了不少“偷”来的时间，便赶

紧放下手，继续看书。

之后， 我又听到了脚步声

,

十

分快。 我在脑海里想着这个恐怖

的画面

:

爸爸猛地撞开门，像看到

一个小偷似的， 没收了我的书

……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转过头来，却发现没有开门。 哦，

原来是邻居， 我深深地吐了一口

气。

最后， 我真真切切听到妈妈

回来的声音，我以“光速”把书放

回书柜，装作什么也没做。

书，真是一个好东西！

“偷读”记

上饶市第一小学五（1）班 石源旭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自主选

择，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

之源，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由之路， 上饶也在此改革的

影响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记否，四十年前，上饶只是

巴掌大的一块地儿， 从前的日色

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而正是

由于这种慢生活， 人们有足够多

的时间去享受静谧。 听妈妈说，在

她的记忆中， 最怀念的莫过于五

分钱一根的白糖棒冰， 吮着那正

一滴一滴往下落的甜水， 坐在马

路牙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与

车子，那时物质虽然匮乏，精神却

很富足。

说到车， 那时的汽车可是很

少见的， 连自行车都算得上稀罕

物。 原先我们家有一辆，每天妈妈

放学， 外公就会踩着永久牌自行

车去接妈妈， 妈妈坐在自行车后

座上，看着小商贩们时而吆喝、时

而开心地交谈， 也许这就是我们

父母那一辈人的回忆吧！

如今的上饶，从

1978

年以来，

可谓日新月异。 随着桥梁一座座

地建起，像信江大桥、胜利大桥、

龙潭大桥、 上饶大桥……它们是

上饶交通的枢纽， 繁荣着城市的

经济。

上饶市的地标建筑之一———

亿升广场， 这里原先是上饶的影

剧院；现在的万力时代广场，曾是

上饶体育馆；而上饶的火车站，也

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整和改

进，为中国首个、世界第三个骑跨

式高铁站。 沪昆、合福高铁在上饶

十字交会， 上饶跃升为中国区域

高铁枢纽之一。 我曾同父母在高

铁站坐过高铁， 站楼环境十分舒

适， 高铁速度又快， 车厢也很干

净，这些舒适的点点滴滴，都离不

开改革开放啊！

2017

年

5

月

28

日， 江西省第

７

个民用机场———上饶三清山机场，

正式通航。 短短四十年，上饶的飞

天梦已圆，人们不用再换乘，而是

直接从家门口飞出去看世界。

……

原来的日子只保留在泛黄的

老相片里， 现在的上饶， 印证了

“山郁珍奇”“上乘富饶” 的说法，

也响应了党中央“思想再解放，改

革再深入”的时代之音。 在这样一

个上进民主的时代， 我感到的不

仅有幸福， 更有身为一名中国人

的自豪。

一横信江长，流不尽许多情；

一曲弋阳腔，唱不绝饶州美。

（指导老师 汪明志）

今年暑期里， 几乎没下什么

雨，气温很高。 妈妈说，算今年最

热了。 怪不得爸爸每天都去给菜

园浇水。

一天傍晚，太阳公公落山了，

可还是闷热。 爸爸挑两个大水桶，

我帮着拿一个长柄勺子， 在羊肠

小道上小心行走， 只见路的两边

杂草丛生。 一路上，我没有看见一

只小鸟，也没有听到一声虫鸣。

山底下有一条窄水沟， 以往

水大， 可现在像一层薄薄的水皮

铺在上面，大点的石子露出水面。

爸爸用双手挖了一个水坑， 舀水

就方便多了。 菜园有我的教室那

么大，只是分了好多块，像一个个

长方形。

我们先给辣椒浇水。 只见一

株株辣椒垂头丧气， 叶子都卷了

起来。 爸爸让我拔掉里面的杂草。

这些“家伙”抢水抢肥，坏得很呢！

我蹲下身子，低着头。 菜园里的红

泥土被晒成淡淡的， 干裂出了一

道道裂痕。 树上的辣椒不多，个儿

比去年的小。 爸爸说，如果不是每

天浇水，这些“树”早就干死了，能

活着就不错了，等天凉了，辣椒又

会变大的。

轮到给豆角浇水了。 豆角的

藤儿不茂盛， 叶儿也跟没劲儿似

的，耷拉着，白花、紫花、淡蓝色的

花， 稀疏错落， 吊挂的豆角也细

长，没有往日的光泽。 这儿的草好

多， 但土松容易拔。 爸爸浇水很

快，逼着我加快速度，最后，我使

出了“双手锏”，不停地劳作。

夜幕开始降临了， 我们也完

成了任务， 虽然身上已是汗流浃

背了，但望着满园的菜，想到它们

可以“咕咚咕咚”喝个痛快，结出

果实，我和爸爸都笑了。

（指导老师 程新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