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裙老爸”

婺源县清华中学九（1）班

学生：洪佳乐

指导老师

：

余勇超

“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 ”

这是唐代诗人韦应物对长安城的赞美，古时

的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是我向往的地方。

与细雨缠绵、 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不

同，西安这座城市在历史的熏陶下，已变得

成熟而内敛、睿智而丰富，西北的粗犷豪放

与现代社会的开放包容在这里完美交织，

使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都显得更加有魅力。

“尘浮兵马俑，雾锁大明宫。 雁塔巍峨

立，满城遗古风。”这就是西安的写照，古城

西安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小雁塔、大雁塔、

大明宫、华清池……据说，大雁塔是唐僧去

天竺取经回来以后， 为了存放他带回来的

经书和舍利子等而建。这座高塔巍然屹立，

斑驳陆离的塔身， 似乎在向人诉说着它那

历经沧桑的历史传奇。 古老的塔与现代的

高科技建筑融为一体，两者相得益彰，让人

叹为观止。 塔后的音乐喷泉，千姿百态，旋

转弯曲，随着音乐一同舞动，活力四射，为

城市带来了无限魅力。

十三朝古都，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在时

代变迁中依然是无限风光， 那一砖一瓦似

乎都还留存着许多的历史传唱。西安，古称

长安，寓意长久平安的意思吧，我仿佛看到

了金碧辉煌的宫殿，歌舞升平的景象，仿佛

看到了将士们出塞的激昂悲壮， 还有唐明

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悲壮……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想象着自己

站在西安古老的城墙上， 看那夕阳下的古

都， 内心不觉升起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民族

自豪感。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何

妨梦摘星

,

敢挽桑弓射玉衡”。 美哉

!

我少年中

国与天不老。壮哉

!

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鲜

衣怒马

,

笑看红尘万丈

;

九天揽月，执笔挥斥方

遒。 岁月人生， 也许留不住每一个朝霞与夕

阳。但勇敢奔跑的少年，决不会因追求梦想而

迷失方向，也不会因光阴短暂而岁月蹉跎。

恰同学少年

,

不负青春不负心。 群声

云：“以青春之我，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

族，汇聚成青春的海洋。”青春之海最壮观，

也最美丽。 青春的我们， 正与时代浪潮同

行。我们无法阻挡寒来暑往，春秋代序的时

间流逝，却可以用奋斗撑起生命的厚度，用

信仰筑起人生的高度。 振长策，击长空，顾

诵芬几十年如一日奋战在祖国航天事业第

一线

,

心无旁骛，志在冲天；

00

后小将全红

婵在奥运会场上的奋力一跳， 让世界为之

惊叹；三十二年驻守

,

三代人无言付出，一

面面浸润着风雨的旗帜， 见证了王继才王

仕花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穷且弥坚

,

不坠青

云之志。青春只有融入时代的洪流，与礁石

发生碰撞，才能激起绚丽的浪花，敲响最美

的心声。生长在伟大的时代，青春在拼搏奋

斗中增色添彩，在经受风雨中茁壮成长。

岁月因青春慨然以赴而更加静好，世

间因少年挺身向前而更加瑰丽。生逢盛世，

当不负盛世。 青年必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无惧风

雨、无畏难险，勇于担当、勇于拼搏，让青春

绽放出绚丽之花， 镌刻出人生中闪亮的坐

标。 甲子，灿烂如新

;

百年，风华正茂

;

时代，

昂扬向上

;

我辈，正青春

!

我辈，正青春!

上饶中学高三（29）班

学生：何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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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墙上的是标语。

写进心中的是标志。

红色省会葛源，是一个处处标语的山镇。 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红军战士自成一体的书

法，仍历历在目于街头巷尾，风雨走过，不过是让

它们更添一种神秘与豪放……

此时，宁静的深处是凹凸的美。

在红五分校前， 并不算宽广的外院空空荡

荡，只留有匆匆的步履轻轻踏响，在宁静中留下

更为宁静的音符。外墙上遒劲的隶书从古色古香

中透出力量来，“造成红军铁军骨干，争取革命战

争胜利”的标语，让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步入了

红色的军营，于是，号角代替了钟摆，意志驰骋于

躯干，在这里，生命的力量已升华为革命的力量

……

在省苏维埃大院的外墙，一行看似随意从下

往上书写的标语———“革命的工农群众快起来，

冲锋挺进到红军中去宣传冲破敌人的四次围

攻”， 豪迈地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每一位红军战士

的情绪：要把革命的道理说清楚，说响亮，要把革

命的文字写大，把蛋糕做大。于是，这位肩负着鼓

动群众革命情绪的有可能肩膀还没有步枪高的

红军小战士，首先鼓足了自己的情绪，字越写越

有劲，也越写越大，当他发现书写的空间变小的

瞬间，抬头仰视，蓦然发现了革命的空间原来如

此之大，于是他搬来了梯子，在更高的墙面上，在

更广阔的空间里奋笔疾书……

标语，就是这样成为标志的。

从这些不会言语只能倾诉的标语中，我们能

遍读当年闽浙赣精神的全部。

这些标语大多出自农民书法家之手，都是原

生态的作品，他们甚至会用出握锄扶犁的春秋笔

法，同耕耘一般真实的铆足的力道，这样的文字

就像他们古铜色的脊背，经风沐雨，字字春秋。他

们中有些甚至是刚刚从夜校里扫盲出来，就勇敢

地拿起了排笔。于是，在葛源的红色标语中，有些

“人”字是多出了几道褶子的，或许，他们认为，

“皱纹”更可以表述几分苦难，多几道更可以控诉

几许愤怒 。 而恰恰是这样的貌似的错别字，缩短

了红军与文化的距离，也缩短了红军与群众的距

离，祛除了战士对文化的畏惧，展示了红军战士

享受文化的愉悦，几行标语，写出了苏区的“进步

精神”。

这些标语，虽历经风雨仍难得褪色，因为它

们是用石膏掺桐油调配之后刷写的。

这是方志敏的创造。

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方志敏同志看到宣

传队的小伙子满头大汗地在刷标语，而那条标语

是不久前刚刚上墙的。 一问，才知道标语是用油

墨刷的，雨水一冲就褪色，就得不厌其烦地重刷。

方志敏同志想了想，叫小战士拿了桐油与石膏粉

来，再倒上墨汁一调，上墙后泼水一试，呀！ 真的

能经得住风雨侵凌了！

因为智慧的革命者战胜了自我，红色的标语

从此占领了风雨飘摇的暗夜。

闽浙（皖）赣的“创造”，何其之多，这里有我

国军史上最早的军校；发明有最早的大炮，最早

的地雷战法；建有最早的医院，最早的公园；还组

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军乐队……毛泽东同志

就曾高度评价其创造了“一等的工作”。

是啊，连一条标语都充满创造精神，闽浙赣

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锻造了多少革命的青春与热

血，点燃了多少革命的火炬与坚守。

导游适时地解说起了这些标语是如何被原

汁原味地留存下来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白色恐怖的阴霾再度

布满葛源的天空， 心系革命的群众饱含泪水，提

前用白石灰厚厚地在红色标语外粉刷了一层，那

一层是没有掺桐油的，是拿来哄“白狗子”的，那

一层， 也是一剥即落的———他们是这么想的，也

是这么做的。红色标语就这样被当作红军遗产巧

妙地保护下来。

而事实上， 它早已在群众的口碑中代代流

传。 这是苏维埃民主精神与群众路线光辉的永

绽。

虽然，在山镇葛源，那个时代的一草一木，一

碗一筷，都是愈久弥香的红色文物，这里的子子

孙孙，也与生俱来地有着一种豪迈与无私的红色

收藏的情结，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从青山绿水

间那最宁静却最吸引眼球的红色书法开始

的———

竹马孩提，他们知道那是标语。

涉世之初，他们领悟那是标志。

无需回首，他们已然自强不息。

这就是红色标语，赋予这片土地的始终的意

义。

（

本文荣获由横峰县文广新旅局举办的

“

可

爱的中国 秀美的横峰

”

纪念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创建

9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一等奖

）

标 语

———重读“闽浙赣”系列之二

叶辉

我向往的地方———西安

鄱阳中学高一年级

学生：李铭惠

我的妈妈由于忙于生意， 每天早出晚

归，特别辛苦。 为此，爸爸几乎包揽了所有

的家务。

别看我老爸长得人高马大， 可他不仅

上得了厅堂，还下得了厨房。他穿上围裙忙

里忙外的样子， 一点也不亚于家庭主妇的

模样。

老爸每天下班回来， 手中总是提着丰

盛的食材， 匆匆忙忙地钻进厨房。 一进厨

房，老爸就放下食材，系上围裙忙开了。 一

会儿，只听厨房里传来哗啦啦的洗菜声，咔

嚓咔嚓的切菜声，噼里啪啦的炒菜声。这些

声音汇成一首美妙的厨房交响曲。 这声音

让妈妈听了舒心，让我听了感动。

爸爸，为了这个家，您辛苦了！

不一会儿，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就

端上了餐桌， 让人一看就垂涎三尺。 吃饭

时，我关注到了爸爸手上有几个红泡，问爸

爸是怎么回事。“哦，这个啊，是我刚刚炒菜

时被油烫到了，不过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已

经不痛了。 ”爸爸说完摸摸我的后脑，又立

马把菜夹到我的碗里。

饭后，爸爸再次系上围裙，把餐桌收拾

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去洗碗了。 冬天里，洗

完碗之后， 我看见爸爸双手冷得不停地搓

着。 把碗洗好了，又整了整围裙，忙着拖地

板，打扫卫生。

看着爸爸每天这样系着围裙忙碌的身

影，实在令人感动与敬佩。啊，爸爸，为了这

个家的和谐幸福，您辛苦了！爸爸，我爱您！



暑假里，我和妈妈一起去外婆家。吃完

中饭，妈妈就骑着小电驴带我回家了。

快到家时，妈妈突然说：“糟了，钥匙忘

带了。 ”老妈呀老妈，钥匙就像是战场上士

兵的枪一样，怎么能忘呢？ 我一边想着，一

边帮妈妈找。奇怪了，包里翻了，没有，电瓶

车上也找了，还是没有。我建议先给爸爸打

电话，让爸爸把钥匙给我们送来。妈妈便打

电话，结果发现自己的手机也找不到了。

妈妈气呼呼地说道：“今天是个什么鬼

日子，钥匙没找着，手机又不见了！悦然，手

机是不是你拿走了？ ”

听见妈妈喊，我立马跑了出来：“老妈，

你找啥？ ”

“手机呀！ ”

“不在你手上吗？ ”

妈妈这才发现手机正安然地握在她手

上。

打完电话，不一会儿爸爸送来了钥匙，

妈妈骑上小电驴载我回家了。刚到家，我发

现我家门上插着一把钥匙， 不正是老妈找

了半天的那把吗？

哎，真是个糊涂老妈呀！

糊涂老妈

婺源县紫阳第三小学三（5）班

学生：时悦然

指导老师

：汪玉琴

上课了

,

老师面带笑容地走进教室

,

微

笑地说

:

“今天

,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好东

西。”只见老师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用红袋子

包裹起来的长方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

同学们有的猜是水彩笔，有的猜是字典，有

的猜是铁盒子

,

还有的猜里面可能装着又

香又脆的饼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

老师让我上去摸一摸这个包裹

,

我高

兴极了。 我仔细地摸了摸

,

它厚厚的、硬梆

梆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

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 只见老师小心

翼翼地打开了袋子

,

把手伸了进去。 同学们

屏住呼吸

,

教室里安静极了

,

我的心都快从

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红

袋子

,

生怕眼睛一闪

,

那个好东西就飞走了。

等了好一会儿

,

终于

,

老师把那个好东西拿

出来了。原来是块脏兮兮的砖头。我不屑一

顾

,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

老师看着我们

,

语重心长地说

:

“大家可

不要小看这砖头

,

它的用处可大啦

!

可以造

房子

,

可以铺路

,

可以建大桥

,

可以……”是

呀

,

砖头的用处很多。 我不禁打量起这块砖

头来

:

它红色的外表

,

缺了一个角

,

身上还有

沙子。我想

,

这块砖头曾经被人们丢弃

,

可是

它毫无怨言

,

只要人们需要它

,

它就心甘情

愿地为人们服务。

这是一块多么谦虚的砖头啊

!

这是一块

多么了不起的砖头啊

!

我也要向它学习

,

学习

它那种谦虚、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

砖头的启示

婺源县紫阳第三小学五（2）班

学生：黄飞少

指导老师

：戴彩琴

阳光温暖、光明，是每个人渴望的慰

藉；阳光热情、奔放，是每个人憧憬的模样；

阳光博大、无私，是每个人向往的方向。

朝着阳光奔跑，就是向爱出发。 朝着

阳光奔跑，就是满满的正能量。 战“疫”中，

举国上下心手相牵，激荡着家国情怀。那些

在家人不舍的泪光中离别的白衣战士，那

些星夜奔驰在驰援路上的身影， 那些为居

民、旅客、员工防疫严格把关的普通人，他

们何尝不是这个冬天里最暖的音符？ 他们

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千千万万个平凡的

他们，为爱国主义精神增添了理性的厚度，

也让自强不息、 守望相助的民族基因融入

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

一个向往阳光、热爱阳光的人，必定是

一个自带光芒，能照亮别人的人，我们要做

一个追逐阳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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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考试

婺源县紫阳第三小学六(7)班

学生：吴伟

指导老师

：汪顺芳

本学期已经荣升为小学“老大哥”的我

们，怎么也算是久经考场的人了吧，但还是

谈“考”色变。你看，汪老师又抱着一叠试卷

向教室走来了。

闹哄哄的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除了

闹钟滴滴答答的响声， 就只有笔尖触碰卷

面的“唰唰”声了。 没过一会儿，就有人在

唉声叹气了。我抬头看了一眼，很多同学都

面露难色：有的咬着笔头，那情形，恨不得

一口把笔给吞了；有的抓耳挠腮，抓得脸都

红了；还有的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一

言不发，只有少部分人继续奋力地写着。

“还有二十分钟。 ”老师善意的提醒让

我更加手忙脚乱了。同学们也都急了，会写

的题目，写得更快了，不会写的，那表情叫

一个痛苦。 此时，有些人动起了歪心思，手

上在装模作样地认真写题， 可是眼睛却在

快速四处扫描，只要一有机会，就赶快“求

援”。 不过，无一例外，全被拒绝了。

过了许久，放学的铃声响起。一部分人

如释重负。 可有些人就惨了， 笔头都咬断

了，作文愣是只写了四五行，最可气的是，

灵感好像被铃声催发了一样， 在这一刻喷

涌而出，正想补救一下，但无奈组长“铁面

无私”，一伸手把试卷掠走了。

这场紧张的考试终于结束了。

今年我上二年级了， 在我们的课表里

多了一节劳动课，我可喜欢啦！ 在课堂上，

我学会了扫地、洗红领巾、系鞋带、整理书

包等好多好多本领。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 我国劳动人民用

勤劳的双手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 巍峨

的长城、 伟大的四大发明……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国家变富强了，深圳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 它从一个小渔村短短几十年变成

了现代化国际都市。

幸福是靠劳动创造得来的， 自己亲手

做的饭菜吃起来最香， 自己劳动获得的果

实最甜。我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

脑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今天一大早， 奶奶给我们准备了丰盛

的早餐，有饺子、鸡蛋饼、牛奶……爷爷说：

“奶奶一共下了

30

个饺子，我们

6

个人，谁来

帮大家分一分？ 要公平哦！ ”我自告奋勇地

说：“看我的。 ”我拿来

6

个小碗，每个碗里

放

5

个水饺，正好分完。

“你怎么分得这么快？” 爸爸问。我得

意地说：“爸爸，我可是学了数学的，要分

得公平，就必须平均分，

30÷6=5

（个）。 ”

妈妈端着水饺， 高兴地说：“看来我们

的沐瑶数学学得很不错。 ”“那是。 ”我神采

飞扬地回答。

坐在一旁的小弟弟说：“什么是数学？

我也要学。”“那你就快快长大吧！数学可神

奇，可有趣啦！ ”哈哈哈哈……餐桌上响起

了我们的笑声。

什么是家风？往大处说，家风是家国情

怀，精神信仰；往小处说，是家长里短，待人

处事。它是社会风尚健康发展的前提。优秀

家风因赓续而繁荣兴盛， 如同春雨润物一

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 他们是普

普通通的农民， 普通得我要说他们的品格

似乎都不能用精神品质来形容， 但是他们

的一言一行着实让人敬佩。他们乐善好施，

宽容豁达。 去年，有人抗拒打新冠疫苗，他

们二老却早早地互相搀扶着去卫生院接种

了。 外婆说：“人要惜福。 现在这么好的政

策，我们要知足！ ”在外公外婆的言传身教

下，他们膝下的八个子女，个个家庭和睦，

子孝孙贤。

好的家风就好比优良的种子， 能够孕

育出一棵棵好苗， 并促使他们长成参天大

树。“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传承优良

家风，凝聚家庭合力，必能振兴中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朝着阳光奔跑

婺源县紫阳第六小学六（3）班

学生：吴伊晨

指导老师

：汪洁

我要当个光荣的劳动者

婺源县紫阳第三小学二（7）班

学生：李晨

指导老师

：陈月娟

分饺子

婺源县紫阳第三小学三（1）班

学生：桑沐瑶

指导老师

：胡顺英

秉承优秀家风

婺源县紫阳第三小学六（5）班

学生：汪涵中

指导老师

：汪顺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