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西黄村（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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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虎 王炫烨（10 岁）

我不认输
郭守敬小学五（7 班） 张和斌

不认输，一直是我家的家风，也是我们家人拥有的品质，
它无时无刻引导着我的生活和学习！

记得小时候看到小朋友滑旱冰，我羡慕极了，可等我穿
好鞋想站起来，才发现十分困难，连续摔了好几次，我有些气
馁想放弃，可爸爸却在身边鼓励我继续学下去。 爸爸说：“只
要你不放弃，不认输，就一定会成功！”也不知摔了多少次、流
了多少汗，我慢慢地站稳了，后来又学会了抬脚、走、滑、刹车
……现在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滑行了，每次听着耳旁呼呼
的风声，我都忍不住地大喊：“我成功了！”那种感觉真是棒极
了！

还有一次在 2013年国庆节期间，我们一家去爬九龙峡，
好几次我都要放弃时， 爸爸拉着我的手一次次地鼓励我，让
我终于把“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老龙潭瀑布踩在脚下，第一个
到达集合地点时，我欣喜若狂，幸福满满！

我喜欢科学， 在 2013 年拍摄科学 DV 时， 虽然没有经
验，虽然拒绝了好多小朋友邀我出去玩耍心有遗憾，但是经
过我的不懈努力，我拍摄的科技 DV 获得了第四届“熊博士”
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二等奖，并获得邢台市二十九届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科学 DV 二等奖； 在 2014 年第五届“熊博
士”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上我拍摄的科学微电影再次获得二等
奖，并获得第三十届河北省科技创新大赛科学DV一等奖。

我也喜欢写作， 但每次写作文时都因为惰性想放弃，可
在爸爸的鼓励下我发表了好多“小豆腐块”，2014 年也是我
收获的一年，这一年我总共发表作文十九篇，年底还被评为
了“优秀小记者”……

每当看到这些收获，心里总是美滋滋的，而在这背后却
是一种信念！我不由地想起“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
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是啊，世
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爸爸教给我的“不认输”就好像冰心
奶奶的“小桔灯”，照亮着我成长的路！ 这种好的家风也一定
会代代相传！ (指导老师 王瑞波)

有书做伴
郭守敬小学六（2）班 曾润轩

说起我的课余生活，多得数不胜数。 如打羽毛球、绘画、听音
乐、下棋……但我最喜欢看书了。

我一听说哪里有好书，就跟妈妈叨叨买一本，我的书现
在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还有很多的书都没来得及仔细看，光
想买新书，真惭愧！ 每到周末，把眼前的作业处理完，就把书
拿起来看。

有一次，我还在半夜看书呢！每次写完作业，我才不想玩呢！我
先看书。即使刷牙时，我也恨不得把书粘到墙上，一边刷牙，一边看
书……

有书做伴，我的课余生活可真是其乐无穷。 在人生的道路上，
书将永远陪伴着我，会成为我的好朋友的！

（指导教师： 郭荣芬）

亲爱的语文老师
马路街小学六年级 潘赛施

“铃铃铃。 ”上课了，您悠悠然地走过来，很随意、很开心，可是
您看到班里的景象，或许是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您怒视着每一
个课堂上谈笑风生的人，直到全部静下来，您才开始四十分钟的
这堂课。

记得第一次见您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您开始担任我们班的语
文老师，一开始，我们和您还不怎么熟，所以我们对您很惧怕，您
说东，我们都不敢想西。 第一次和您接触好像是因为作业本，第一
次用那种横格本，我前两组占地儿太大了，导致第三组没地方了，
我便请教您该怎么办，您慈祥而风趣地回应：“还能怎么办，撕了
呗。 ”

后来，经过几年的接触，我们慢慢了解了您。
我们总是欺负您，您说东，我们偏要说西，您费尽一切办法让

我们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做事，还在课堂上给我们普及课外知识，
为的就是让我们在中学轻松一些。 您风趣、慈祥，但是骂起人来我
们就不敢恭维了，一旦惹您生气，您就把毕生所学的东西都用来
批评我们，从来不重句，不带脏字，我们都跪拜了。

时光易逝，转眼要毕业了，如今，千言万语都敌不过一句：老
师，您辛苦了。

我的爸爸
幸福源小学二（1）班 李天宇

我的爸爸个子高高的，瘦瘦的，你们可别看他瘦，他
的力气可大了。 爸爸的脾气很好，从来不训我和妹妹，在
学习上都是想方设法去鼓励我和妹妹。

我的爸爸很严肃，做起事来有模有样。爸爸可是个电
脑医生，谁家的电脑生病了，经过爸爸的检查，都会把它
们治好。爸爸一有时间就带我去锻炼身体，他常常教导我
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有一个健壮的身体，才能更好地
去学习，去生活，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男子汉。

我爱我的爸爸， 同学们， 你们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呢？ （指导老师：梁瑞雪）

陪伴
25 中初一 连洁

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世间的万物， 唤醒了睡梦
中的人儿，新的一天，开始了。

蝴蝶陪伴着花朵。 她在静静地对着花朵诉说，诉
说着她昨夜的梦，诉说着她对花朵的爱恋。 微风吹
拂，蝴蝶和花朵同时起舞，彼此的眼里只有对方，微
风见证其友谊，小草轻轻吟唱，蝶与花相互陪伴，直
到地久天长。

大树陪伴土地。春天，万物复苏，大树醒来了，他睁开
眼，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脚下那一方肥沃的土地。 他主动
与土地问好，土地便以养料滋养他，给予他。夏天，骄阳似
火，无私的土地把大树变得无比的茂盛。大树便张开他茂
盛的伞，给了大地一方阴凉。 秋天，硕果飘香，叶枯了，他
以凋零的方式回到大地的怀抱。 冬天，雪花飘飘，银装素
裹，大树看不见大地，大地看不到大树，但他们却清晰地
感到了对方的存在， 因为大树根植于大地。 树与大地之
间，像朋友，像亲人，但无论时间如何变化，无论事物如何
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们永远的相互陪伴。

云朵陪伴蓝天。 不管世事如何变迁， 他们都不曾分
开。蓝天高兴时，云朵也无比高兴，他不断变化着模样，为
蓝天缀上不一样的花式。 他时而像一只蝴蝶在躲避顽皮
的孩子， 时而像鱼儿在水面跳跃， 时而像草地吃草的绵
羊。 蓝天伤心时，云朵便变成黑色一片，可能是情绪相通
吧，也可能是触景生情吧，不一会儿，不知是云还是天，哭
了，于是天空一片惨淡，泣声一片。当蓝天生气时，云朵便
藏在山边，被一缕金光染得火红火红，像极了生气时的娃
娃的脸。 云与天，他们值得万物为他们高歌，因为不管是
喜是忧，云总在陪伴着蓝天，不离不弃。

万物之间互相陪伴，那谁陪伴我呢？是那窗外唱歌的
哄我开心的小鸟吧！是那家中听我唠叨的小海马吧！是那
在鱼缸里跳舞的小金鱼吧！有了它们的陪伴，我才可以在
朝阳的照射下，从美好的梦中醒来。

回望来时的路
金华中学初二 张一帆

来时的路，美好的回忆，在恬静的下午，脸上绽开笑容。 ———
题记

在我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樱桃树。
小时候在院子里玩，看见一棵小草。 当时童心泛滥，每天都去

给它浇水，不知道它是什么，每天都去看它，和它说话，给它讲一些
前言不搭后语的故事，告诉它要快快长大。

上幼儿园时它长高了，好像不是一株草，更像是一棵树。 每天
妈妈接我回来，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浇水，告诉它我一天发生的
故事。站在树边让妈妈量我的身高，告诉小树，我们要一起长大。慢
慢地，它长出了许多枝桠。

上小学时，每天在回家后，马上写完作业，然后跑到树下玩游
戏，叫一群小朋友嬉戏打闹。周末，给它浇水，和它说一些不想让爸
爸妈妈知道的事情，说一些心里的小秘密。 它像我的知心朋友。 慢
慢地，它开花了，粉色的花满树都是，漂亮极了。到了春末夏初的时
候，它就结出了许多的小樱桃，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初中了，学业重了许多，但我还去给它浇水，向它诉说我的学
业压力，考试没有考好，心烦的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高多了，可
以把我遮住了。每天放学从它的旁边经过，我总会习惯性地抬起头
来，看看满树的叶、花、樱桃，仿佛看到另一个自己。

今年，它又开花了，马上也要结果了吧！ 我很快就可以吃到樱
桃了，酸酸甜甜的樱桃，那是童年的味道，回忆的味道，成长的味
道。

樱桃树，与我一起成长，来时的路，美好的回忆，脸上绽开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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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爱
马路街小学四（6）班 李佳

我的父亲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很爱我，但他的爱是一
种很严厉的爱，他不希望把我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和“豆芽菜”。

我的爸爸很注重磨练我的意志。 记得去年暑假的一天，
爸爸教我学骑自行车，我在自行车座上坐着，听爸爸的话：
“两眼目视前方，两脚用力地往前蹬。 ”爸爸在车后用力扶着
后车架，一直跟着自行车跑，唯恐我摔着了。 在小操场转了
几圈，累的我满头大汗，我没劲了，不愿意再学骑车了。 爸爸
一再鼓励我：“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胜利是属于那些永
攀高峰的人。 ”在爸爸的鼓励下，我用顽强的毅力坚持学骑
自行车，又学骑了半个小时，虽然累的我筋疲力尽。 但是，我
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愉悦。

爸爸开出租车很忙。 但是，他总要抽出星期六、星期天，
学校休息日，带我去七里河体育场锻炼身体，那里有秋千、
滑梯、跷跷板、单、双杠等好多的锻炼器材，可好玩啦。 虽然
我不爱运动，但是，在爸爸的引领下，我每次都情不自禁跟
着爸爸去锻炼身体。 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我不仅爱去锻炼
了，而且现在身体也很棒。

爸爸经常对我说：“从小要学会坚强，学会自立，学会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 ”爸爸每天送我上学，我家住四楼，每次上
学我都是自己背沉重的书包下楼； 星期天我都自己学洗手
绢、洗袜子等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我努力无果时， 爸爸会鼓励我并帮助我找出失败的
原因，使我内心又燃起希望的火花；当我碰到难事时，爸爸
总是善意地给我指出思路和方法。 从不授之以鱼而是授之
以渔；当我拧开水管时，爸爸总提醒我要及时关闭水龙头；
当我睡觉时，爸爸总提醒我及时关灯；当我不珍惜学习时间
时，爸爸总是帮我合理地科学地安排学习时间，从小养成一
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我虽然有个严厉的爸爸，但是，我尽情地享受着父爱。
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我幸福、我快乐、我成长。

登山
英华教育集团完全小学一（8）班 张梓欣

周末，我们一家人去登山。
山又高又美。 登到半山腰，我们累了，就坐在路边歇了一会

儿。 然后，我们进了一个洞，洞里有八仙的雕塑，他们是铁拐李、汉
钟离、吕洞宾、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蓝采和、曹国舅，所以就叫

“八仙洞”。 从八仙洞出来，我们继续登山。 终于登上山顶了！ 向远
处望去，到处都是绿树，下面的人看起来那么小，就像小人国里的
人一样。

上山很累，但是非常开心！ （指导老师：赵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