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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领领巾巾相相约约中中国国梦梦
南山路小学 五年级二班 张元菲 指导教师 于大卫

清晨，每一天都是鲜活灿
烂的太阳。

我们静静地站在美丽的校
园，伴着庄严的国歌，参加升国
旗仪式。仰望着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的时候，我感到这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高
高升起，其中包含民族历代美
好的理想和希望。此刻，我胸前
的红领巾也伴着心中的激情迎
风飘扬起来，我深知红领巾是
国旗的一角，我心中小小的梦
想也就此扬帆起航，我默默地
在五星红旗下许下愿望，为实
现梦想天天向上。

记得刚戴上红领巾的第一
天，我和邻家的姐姐一起相约
了小小的梦想，姐姐的梦想是
长大后当一个像杨丽萍阿姨一

样的民族舞蹈家，通过如诗如
画的原生态舞蹈艺术，构架人
类最美的形体乐园，让人们在
艺术美的殿堂幸福生活和成
长。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和
诗人，通过自己饱含深情的笔
触，去描绘祖国的壮丽山河，赞
美我们伟大的民族和勤劳勇敢
的中国人民，讴歌我们伟大的
时代。用我优秀的文学作品，贡
献给大家丰富的精神食粮。

其实，每一个少先队员
都会有自己的小小梦想，这
个 小 梦 想是一 朵 小 小 的 浪
花，朵朵浪花涌聚在一起，必
然 形 成 蓬 勃 奔 涌 向 前 的 力
量；这个小小的梦想，就是一
个最美和谐的音符，必将融
于“中国梦”的大合唱，壮丽

宏伟的旋律定会在世界舞台
激情昂扬；“中国梦”就像是
一个巨大的梦想花篮一样，装
着我们每一人的小梦想。我的
小小的梦想，也就是亿万中国
人的美好梦想中的一个，只有
实现了自己的“小梦想”，亿万
个“小梦想”合起来，就能实现
中国的“大梦想”！这时候，我
再清晰不过，我的红领巾是永
远飘扬的国旗一角，它与国旗
不可分离。于是，我的红领巾
与“中国梦”相约：“好好学
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时
刻准备着为祖国和人民贡献
自己的一切！为国旗增光，为
红领巾添彩！”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运动杰出的宣传家、文学家、

学者梁启超先生在《少
年中国说》中写道：“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
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
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
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
国雄于地球。”每每读到这里，
我的心中就澎湃着一种别样的
情怀。我们今天的少先队员是
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骄傲，
实现“中国梦”的接力棒将传到
我们这一代少先队员手中。我
们自豪，担负起这个使命，我们
将义不容辞。

我的红领巾天天与“中国
梦”约定通话，我的红领巾时
时刻刻用进步的实际行动做
出回答。

童心世界
南通路小学 四年级三班 王宣予

童心是美丽的，好奇的，开心的，
捣蛋的童心会让大家快快乐乐的，而
没有童心却会使孩子不开心不快乐，
很郁闷。

童心世界会常常出现在小朋友
的梦里，那里有大大的广场，大家在
那儿做着各种游戏。还有糖果店、玩
具店，里面有玲琅满目的好多玩具。
晚上童心世界的广场中央有木偶戏，
形状各异的木偶在那里表演着滑稽
夸张的节目。还有电影院里有好多好
看的动画片，还有各种口味的爆米
花、冰激凌和一本本好看的电影杂
志。有大型的书店里面有好多好多好
看的书，有科幻的，有历史的，还有介
绍宇宙的。广场上还有一个巨型的游
乐场，里面有旋转木马还有惊险刺激
的各种游乐设备大家在那个游乐场
里玩得开心极了。

在童心世界里的学校里也是开
开心心的学知识。凡是有童心的人无
论大人还是孩子每一天都是很开心
很快乐的。

没有童心的世界里，没有任何
让孩子们开心的事，大人只顾上班
小孩只让他们学习，不给他们糖吃
也不带他们去游乐场玩。电影院里
也没有了动画片，也没有了好看的
电影杂志。过生日也没有了生日蛋
糕和玩具，只有书本文具。小朋友没
有时间在广场上玩乐，奔跑，晚上广
场中央没有了好笑的木偶戏，也没
有了欢声笑语。

在没有了童心的世界里只有嘲
笑声和孩子们悲伤的哭泣，在那里人
们的脸上我只能找到的是伤心和阴
沉。

我们孩子们都喜欢每个人都有
童心，希望我们的大人们不要再创造
出没有童心的世界。

我们的校园
葡萄山小学 四年级一班 吴非

早晨，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我们走进校园，校门左前方是一个小
鱼塘，一群金鱼在池塘里嬉戏，池塘
中间是一两株荷花，被荷叶团团围
住。

接着，我把目光投放在校门正前
方那棵高大粗壮的松树上。那棵松树
在我们学校初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至今已有二三十年了。它的树干是那
么粗，要一个大人才能抱住，而松针
又是那么的尖、那么的细，和绣花针
一样。松树外面有好多花儿，有月季、
百合等，靠近花坛，还有一股清香。

再向教学楼走去，往西北方向眺
望，可以看见许多葡萄架子，再往上
瞧一瞧，看见用铁架子支的四个大字

“葡萄乐园”。每当秋天来了，一串串
紫莹莹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十分诱
人。

靠近教学楼，可以听见一阵阵朗
朗的读书声。

当下课的时候，同学们一拥而上
地跑出教室，去欣赏那美丽的景色。
有些同学扎堆在一起，在观察蚂蚁，
他们大喊大叫着。还有的同学坐在紫
藤长廊下乘凉，还有的在摆弄着花
草。

晚上，放学了，同学们脸上都洋
溢着笑容，同学们都过了快乐的一
天。

在自然界中，风有许多种，
有温文尔雅的轻风，有不断怒
吼的狂风，有悄无声息的清风，
也有吹起尘土的和风。而我，则
是一阵秋风。

夏天走了，脚印，还留着。
人们正在干什么呢？你听啊，不
管是正在买菜的老奶奶，正欢
快跳绳的小姑娘，还是在操场
上打打闹闹的“小淘气”，都在
嚷着“夏天都过去了，怎么还这
么热……”

呵呵，终于轮到我上场了！
我得意忘形地想。

我鼓起腮帮子，慢慢地吹

了一口凉气：“呼——— 呼——— ”，
立刻，丝丝凉意飘来。

也许，大家都很需要这阵
清清爽爽的凉风。因为你瞧，那
边的水果大乐园中，苹果乐红
了脸；葡萄叫着凉了，要披紫
袍；石榴咧开了嘴，露出晶莹的
牙齿；香蕉也嚷着冷了，要穿黄
毛衣。这边的杂粮园中，放眼望
去，一片金黄。小麦株株颗粒饱
满，仿佛正在提醒人们：快收
吧！快收吧！稻子感受着我这清
凉的秋风，继而笑弯了腰……
这些乐园里的快乐，使我欢乐
无比。但，还有比这更让我快乐

的呢！不信，你跟我来———
听，树叶“啪啪啦啦”地鼓

着掌，是给我传递他们的快乐
和感激之情吧？看，天边万里无
云，天高气爽，是为了请我到她
家里做客吧！闻，被风儿吹过的
草芬芳清香，花则娇艳无比，让
人看了都禁不住想去抚摸一下
她们，是因为我给他们梳妆了
吗？嘘——— 侧耳倾听，是哪一个
淘气的小家伙正在那里说着好
玩的悄悄话呀？在说什么呢？是
对这秋天的一阵凉风表达着敬
佩之情吗？

秋风习习，我已经对这美

丽的景色产生了爱慕之情。在
这天底下，我已经陶冶了情操，
我已经完全沉醉在了这美妙而
神奇的乐园中了。

当另一位朋友挤了我一
下，并冲我说了一句：“喂！朋
友，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好事了，
干嘛还在这儿逗留啊？”我才醒
悟过来，我已经在这儿转悠一
下午了。可我就是不想走，是
啊，在这样一个令人陶醉的乐
园中，谁还想离开呢？

秋风继续吹拂，人们继续
欢呼，我也正在准备着，准备
着，好迎接明天的快乐。

暑假的一天，我和爸爸
妈妈一起去北京，还有好多
的小伙伴。到了火车站，把我
高兴得不得了。

坐在火车里，我看到车
厢外，有好多的花草树木。火
车停下来的时候，我还看到
草地里的小蚂蚁在把死掉的
小蜜蜂拖走。过了没多久，火
车又开动了。到了潍坊，我们
转乘高铁，坐上了高铁才发
现，高铁跑得特别快，比火车
快多了，很快，我们就到北京
了。

哇！北京太美丽了！有宽
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车流，
林立栉比的高楼，还有雄伟
壮丽的天安门……让我目不
暇接。

我们游览了故宫、长城、
颐和园等著名的景点，也参
观了鸟巢、水立方等大型现
代 建 筑 。我 最 喜 欢 的 当 然
是——— 欢乐谷啦！

欢 乐 谷 里 有 漂 流 、鬼
屋、丛林飞车等等好多好多
好玩的游乐项目。虽然，鬼
屋里有一些道具是人来装
的，可是也把我们吓坏了，
我的心啊，就想要从嗓子眼
跳出来了！丛林飞车，就像
箭一样快，可过瘾啦。漂流
车，一下去的感觉就像心都
要掉出来一样，“啪”的一声
车下去了，水都扑上来了，
溅的满身都是，惹得我们一
起哈哈大笑……

欢乐谷里，有各式各样
的游乐项目，去一回，总觉得
没玩够，还想再玩。北京，有
许许多多的美景，看一遍，总
觉得没看够，还想再去。

快乐北京行
星海艺术学校

二年级一班 宋冠林

指导教师 张振声

一年一度的钢琴考级日
来到了，我终于可以检验一下
自己这几年学习钢琴的成果
了。

下午两点半，我和妈妈准
时来到考试地点——— 烟台市

艺术学校。不看不知道，一看
吓一跳！来考级的孩子和家长
真多呀，校园里人山人海，有
五六岁的小孩，也有十几岁的
初中生。在炎炎烈日下，我好
不 容 易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考
场——— 钢琴六级第二考场。我
大汗淋漓地排了好长时间的
队，才被老师点名进了考场。

我忐忑不安地坐在候考
席上，心里紧张得像怀揣着一
只小兔，“砰、砰、砰”地跳个不
停。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我
想在腿上模拟一下考试曲目。
结果，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平时练得滚瓜乱熟的曲目，此
时竟然忘得一干二净。突然，
我想起妈妈常对我说的一句

话：遇事要沉着冷静，做一下
深呼吸，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这时，只听见老师喊道：“下一
个——— 李少中。”

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
考场，向老师深深地鞠了一
躬，并说了一声：“老师好。”之
后，我便按照妈妈的话，在琴
凳上做了一个深呼吸，努力让
自己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当
我把手指放在琴键上，乐谱随
即在我的脑海中一一闪现出
来，我充满激情地开始弹奏。
一阵阵优美的琴声从手指间
流淌出来……

走下演奏台，我如释重负
地长嘘了一口气。台上五分
钟，台下五年功哇！

难忘的钢琴考级
星海艺术学校 五年级二班 李少中 指导教师 张洪斌

我现在已经升四年级了，
之前有许许多多的老师教过
我，也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
情，但最令我难忘的事情是发
生在一年级的一件事。

那时，我刚上一年级不
久，教我们语文的刘老师很
温和，从不发火，她个子高高
的，圆圆的脸上嵌着一对水
汪汪的大眼睛。那眼睛会说
话，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能
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记得我
们刚学拼音的时候，我“b”与

“d”总是分不清，听写的时候
老师念“b”，我就写成了“d”，
而且类似错误犯过好几次。
刘老师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问我你为什么同样的错误
一直犯呢？我吞吞吐吐地回
答说：“我也不知道。”老师摇
了摇头说：“下课来我办公室
一趟吧。”一时间我心里就像
小兔子一样咚咚跳着。这时
下课铃响了，我默默地走进
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温和地
让我把手伸出来，我以为老

师要打我呢，迟迟不敢伸。而
老师却耐心地对我说，你只
把大拇指竖起，其余的四个
指头握进去，左手的形状就
是“b”，右手的形状就是“d”。
经过老师这样一讲解，我恍
然大悟，心里不禁暗暗敬佩
老师，很有方法。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
了很久，但它就像我脑海里
最明亮最耀眼的那颗珍珠一
样，永远也忘不了。每当我看
到新生入学，我就会想起它。

一件难忘的事
烟台开发区金城小学 四年级三班 王晶 指导教师 宋洁

秋秋风风的的自自述述
南通路小学 五年级四班 张晗沛 指导教师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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