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泰然
济南市山大附中2015级7班

飞机平稳降落，睁开惺忪的
睡眼，舷窗外是一座座荒丘———
我们山大附中游学团经过十五小
时的航程，终于来到了洛杉矶。我
的美国游学正式拉开序幕。

迎着徐徐的风，大巴车在洛
杉矶的街道上行驶，听导游介绍，
洛杉矶其实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农
村——— 每家每户都拥有院落，内
设十分“高大上”，每家平均4至5辆
车，看来用现代化的大农村来形
容洛杉矶真是太合适了。

第二天，我们登上了一辆大
巴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
到了BIG BEAR镇，准备开始一段
与众不同的体验——— 参加YMCA
的夏令营。

营地坐落在小镇东山谷，这
里红松笔直挺拔、直入云霄，枝叶
挡住了绝大部分的阳光，地上铺
满了松塔，偶尔还能发现在树枝
上奔跑的松鼠。我们三十二号小
组的木屋隐藏在树林最深处。此
时已到下午，我们整理好床铺，准
备迎接期待已久、内容丰富的野
营活动……

最刺激、最危险的项目要数
山地车越野。具体讲就是在起伏
不平的荒漠地带骑车越野，听上
去很容易，实则不然。我们骑行在
山上，沿途的风景简直就是电影
中西部牛仔穿行的环境：沙漠、树
木、荆棘……上坡容易下坡难。一
到下坡，自行车就不再听话了，风
一般极速向下冲，因为后轮几乎
已经磨平了，又加上是沙地，所以
刹车就打滑，并且前车也扬起了
大量的尘土，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骑行很困难。突然一块露在地面
的大石头，横在了我的面前，我躲
闪不及滑倒在地，惊慌中抬头一
看，左侧竟是悬崖，倒吸一口凉
气：“好险啊！”我的脚已探出了悬
崖边缘，吓得我一身冷汗，顾不得
害怕，拍拍身上的沙子，重振精
神，继续骑行……在国内谁敢让
学生在悬崖边上骑车呢？我真是
很佩服美国人的冒险精神。

我发现这里的领队都佩戴着
一块蓝色的领巾，让我心生好奇。
后来才知道，在营地中最神圣的
东西莫过于一个叫做Ragger的领

巾。Ragger分很多种颜色，其中蓝
色是最基础的等级，代表着忠诚，
忠诚是最基本最应该具备的品
质。为了这个荣誉我们都在努力
争取。终于在最后一天的中午，我
们获得了Ragger的这个荣誉，在一
片小树林里举行了庄重而富有宗
教色彩的“授勋”仪式。我们单膝
跪地，蒙住双眼，校长Bob在我们
之 间 慢 步 穿 行 ，边 介 绍 B l u e
Ragger：要以乐观、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面对一切，要忠诚于家人、
朋友和学校。时间悄悄放慢脚步，
大家出奇的安静，用心静静感悟
Bob所说的每一句话。领队给我们
系上了Blue Ragger，一刹那我内心
感觉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五天的营地生活很快就过去
了，我们相互道别，踏上了新旅
程——— 旧金山。

造型宏伟的金门大桥是旧金
山的“金招牌”，它雄峙于1966米宽
的金门海峡上，正好将旧金山海
湾与太平洋分开，内陆与太平洋
气流在此交汇，形成经久不衰的
大风云雾。

远远望去，红色的金门大桥
在乳白色的云雾中若隐若现，仿
佛一道彩虹悬浮在天空中呢！

我们一行人登上了游船，我
真正体会到了这个两气流交汇处
的巨大威力——— 海风吹得我在甲
板上东倒西歪，帽子被掀掉了好
几次，害得我只好一手握着帽子，
一手紧紧抓住船的栏杆，滑稽又
惊险。

即使风再大，卷起的浪再高，
也阻挡不了我观赏美景的兴致。
这里连接内陆，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原来是有重兵把守的，现在港
口向游人开放，还能参观到美军
留下来的军舰潜艇。数十只白色
的海鸥栖息在船上，为这旧时的
战争武器添加了和平的色彩……

接下来，我们又参观了加州
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因特尔博物
馆，一流的教学设施、眼花缭乱的
高科技产品让我大开眼界。

半个月的美国游学很快就结
束了，虽然我这次西游只是对美
国匆匆一瞥，还是让我深深感受
到了美国人做事认真、投入，敢
于冒险的精神，这也是美国在短
短240年建国史中成就超级大国的
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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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来
□郝文萱

青岛市城阳九中八年级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乡村
体验“双传”夏令营，受益匪浅。

来到乡村的第一天，我忍
不住深深呼吸着乡村那专属的
清新空气，看着城市里难得一
见的蔚蓝天空，洁白如雪的白
云，心头埋藏已久的阴霾在这
一刻烟消云散。

走过乡间小路，来到教学
楼上，老师跟我们布置了一天
的任务，而在我脑中不断回响
的，却只有两个大字———“晨
练……”

清晨，闹钟声响起，我一个
翻身抬手把闹钟关上，一倒头
又睡了过去。当第二遍闹钟响
起，我看了看时间，什么？七点
五分了！浓重的睡意一下子被
驱逐，慌乱地换上衣服，穿上鞋
就往卫生间跑，洗漱、扎头发、
下楼，动作行云流水，一看表，
险！正好七点二十！我松了一口
气，回忆着城市的生活，恐怕这
个时候，我还在家里睡懒觉呢！

站好队，一群朝气蓬勃的
青少年就这么雄赳赳、气昂昂
地出发了！刚开始感觉还不错，
但是越跑越累，脚上似有千斤
重，每迈出一步都是一种考验。
唉，都是平时不锻炼惹的祸！以
前从不出大汗的我现在却汗如
雨下，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一
滴豆大的汗珠从后背滑下时痒
痒的感觉！

可是，不能停下！咬着牙，
扶着腰，那慢悠悠的速度都快
赶上五十岁老大妈了！但好歹，
坚持到了终点。

跑上楼，想洗洗脸，急切地
扭开水龙头，咦？怎么不出水？
我不解地拍拍水龙头，只有一
滴水，像费了好大劲才挣脱管
口的束缚掉了下来，“啪嗒”，清
脆的声音在卫生间晕染开来。
我心中闪过一个噩耗：停！水！
了！不！我痛苦地趴在水龙头
前，祈祷着水从其中流出，可却
不尽如人意。殊不知，停电的噩
耗还在明天，向我招手。

俗话说：“不经历风雨哪能
见彩虹？”停水停电风波过去
后，一切又重新运转起来，并向
着好的趋势发展！

乡村，虽然贫穷，虽然落
后，但在一代又一代的乡村人
眼里，乡村就是一条纽带，一头
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

这次的活动也让我明白了
只有勤奋、吃苦耐劳，才能撑起
自己的一片天空！

(指导老师 何林)

□何牧佳
济南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2015级6班

暑假有机会到俄罗斯
短旅，领略到了不一样的
风土人情。旅游期间，多
数人关心的是风景，我却
感悟到了不一样的教育方
式。

圣彼得堡的7月，雨说
下就下。那天阴雨，温度
只有20摄氏度左右，因为突
然下雨，我们同来的孩子
几乎都被家长喊到了伞
下。远远看到一个俄罗斯
小男孩却在喷泉边自顾自
戏水，衣服都已经湿透，
软趴趴地贴在身上。他的
妈妈却并不唤他，好奇的
导游上前攀谈，他妈妈解
释说：“小孩子爱玩是天
性，所以我不会管他。当
他记住生病有多难受之
后，他就再也不会这样玩
了。”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
到了中外家长教育理念的
差异。外国家长放任孩子
玩耍，因为玩耍是孩子的
天性；同时他们也放任孩

子摔倒、感冒，因为只有
经历过这些，才能让他们
记住不能跑太快、下雨了
就要停止玩耍回家，他们

允许孩子犯错，同时让孩
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
有失败才能长记性。

这是一种放手的爱，
锻炼出孩子的创造精神和
冒险精神。

我忽然想起在泉城广
场见到的类似的一幕。也
是喷泉边，一个小女孩想
跳进去玩水，她的妈妈一
把把她抱回来，着急地
说：“喷泉很危险，你跳
过去会摔倒，里面水很
冷，你玩水衣服会湿，容
易感冒。”说完强行把小
女孩抱走了。

中国的家长教育理念
明显不同，他们希望通过
控制孩子，使孩子远离危
险，避免孩子犯错。为
此，他们控制孩子玩耍，
因为玩耍有时确实很危
险；控制孩子奔跑淋雨，
因为这会让孩子的身体免
受折磨。

这是一种牵手的爱，
这锻炼出了中国孩子的严
谨、细心。

牵手或放手，不同的
选择，不同的表达。不同
的教育方式在不同的国
家、不同的教育背景下明
显有着不同的形态和作
用，不同的教育方式也有
着不同的优缺点，我们无
法比较孰劣孰优。但它们
传达出的都是父母对儿女
的期许和爱。

正如培养和教育不同
领域的人才要运用不同的
方法，教育孩子也无需盲
目崇拜，更无需盲目固
执。

毕竟，成长就是一个
过程，有些经历无可替
代。

（指导教师 柳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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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游
——— 美国游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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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舒航 临沂第一中学高三一班

没错，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叫
丫头的小男孩，而故事都围绕这个上
天特别眷顾的与众不同的丫头展开。

丫头这个名字，是有缘由的。原来，
丫头的父亲害怕阎王爷把儿子叫去，
才给他起了个女孩名字，因为阎王爷
不喜欢女孩子。这是父亲对他的爱。可
不幸的是，他小小年纪，却体弱多病。年
少气盛的他，更是烦透了这个名字，形
成叛逆的性格。

丫头与父亲之间有了隔阂，但他
们之间的亲情并没有受到阻碍。文中
最让我感动的是，丫头的父亲在河中
变成了一条鲤鱼，对此，丫头深信不疑。
父亲的尸体一直没找到，他也因此坚
信父亲没有死，父亲就站在不远的地
方，他嘴里叫着丫头，一直默默地注视
着丫头。

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剧本的演出，
没有彩排，不能重来，所以最要紧的是
活在眼前，及时行孝，让每一个当下都
活出最好的状况，承担此刻的责任。我
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
如丫头父亲的突然消失。所以要及时
行孝，不留遗憾。

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时，无法懂
得，当我们懂得时，却已经错过。丫头的
父亲走了，带着对他深深的挂念，遗留
给他永无偿还的心债。丫头已错过，你
也想错过吗？

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
重现的幸福。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往事，孝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
一旦断裂，永无连接。

及时行孝，不留遗憾。
（指导老师 张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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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沐阳 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二年级四班

秋高气爽，爷爷带我去黑虎泉打泉水。但这次
不同以往，以往是爷爷打水，这次我来打水。

来到黑虎泉时，池口兽头那儿已经围了很多
打水的人。许多外地的游客则忙着拍泉水。

爷爷从拉的小车里拿出打水用的水壶、绳子
和装水用的大桶。爷爷在水壶把上拴好绳子，另一
头递给我。我学着爷爷以前打水的样子，把水壶冲
着兽头出水口放下去。一会儿水就灌满了。往上提
水壶时，我才觉出它的重量。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往上提，水壶碰了几次泉壁，眼看就要提上来了，
不想又被栏杆挡住了。紧急时刻，爷爷伸出大手一
把帮我提了上来。就这样，我坚持打了5壶，才把大
桶灌满。

灌满了水桶，装好了小车。我和爷爷又打了两
壶水，帮外地的游客装满了他们的矿泉水瓶。

这次跟爷爷去打水，看到雨后兽头欢快地吐
水，才明白为何爷爷经常盼着下雨。多下雨泉水才
劲足，兽头才吐水多。我是喝泉水长大的泉城孩
子，我也要做爱护泉水的小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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