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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甸柳第一小学
四年级一班 杨粲宸

在一个夏日的清
晨，天气晴朗，红彤彤的
太阳照耀着大地。楼下
绿化带里，被修剪过的
小冬青整齐地排列着。
旁边一小块空地上，张
爷爷种的花刚刚开放，
它的茎是那么纤细，花
瓣是那么娇嫩，显得那
么弱不禁风。

张爷爷下楼时，顺
手把家里不要的一枝假
花插在了空地上。从旁
边经过的小朋友们都
说：“这朵花真漂亮啊！”

假花听了小朋友的
话，得意洋洋，昂首挺
胸。它用轻蔑的眼神看
着旁边的真花，骄傲地
说：“看见了吗？大家都
说我长得漂亮呢！你看
我这花瓣，又大又红，再

看看你，一副愁眉苦脸、
无精打采的样子，你的
身体又小又弱，哪里比
得上我好看！”

真花微微一笑，认
真地说：“我虽然不如你
漂亮，但是，我的生命是

由阳光、雨水、土壤的养
分一点一滴滋养起来
的，我很珍惜它。”

这时，远处的天空
已经乌云密布。“暴风雨
快要来了，你得赶快站
牢！”真花对假花劝道。
假花不以为然地说：“我
这么高大的身体，怎么
会怕暴风雨呢？”

紧密的雨点不停地
滴落下来，风越刮越大，
绿化带里的小冬青和其
它植物都被吹得东倒西
歪，真花与假花也毫不
例外。一阵狂风暴雨之
后，假花被毫不留情地
吹倒在泥地里，而真花
则抖落了一身的泥水，
坚强地挺立起来。

雨渐渐停了，天空
放晴，张爷爷来到楼下，
看到泥潭里污浊不堪的
假花，把它捡起扔进了
垃圾桶。而真花在夕阳

的照耀下，显得那么娇
艳动人。

真花凭着它扎实的
根基 ，经 受 了 暴 风 雨
的洗礼，而假花只能
带着它的傲慢进了垃
圾桶。没有坚实的基
础，怎么能战胜困难
的挑战呢？

（指导教师 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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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学校2011级2班 李义政

每一本书，总会有那么一段故事
打动你吧。而下边要说的这本书《由由
和小胖》，真是让我们一家大开眼界，
大受启发。

“你见过小猪吗？是那种满地跑
的、活蹦乱跳的小猪。由由和小胖见
过。他们俩不仅见过，还和小猪一起生
活过呢。今年暑假，在一个叫猫耳朵洼
的小山村里，由由遇到一只神奇的小
花猪，小胖则喜欢上一头可爱的小肥
猪。因为这两只小猪，这个夏天便有了
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故事……”

那是怎样的两头猪呀，称之为万
能猪、超级猪一点都不为过。最喜欢的
小肥不只是有挖掘机一样的嘴巴，而
且还是小胖的得意坐骑。我也渴望能
拥有像小肥一样的小猪，在乡间的小
路上，陪我上山、下山；陪我观看演出，
还被误解成为明星；陪我在集市来来
回回；骑在小猪背上穿梭于猫耳朵洼
山村每个角落，感受大家羡慕的眼
光……

想着想着，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我
的身上，我也成为了书中的主人公小
胖，在这个暑假、在这个美丽的夜晚，
我和我的小猪一块上演着一个又一个
快乐神奇的故事，幻想的翅膀肆意地
翱翔……虽是美梦一场，但我相信在
以后的日子里，这段神奇的经历仍会
记忆犹新。

看完这本书，爸爸妈妈忽然做了
个决定，允许我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

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那就意味
着我不仅可以和真正的小猪一块玩，
而且还能与泥土沙石对话；可以与花
草树木互动；可以不打雨伞在雨中歌
唱；可以爬山涉水；可以采摘收获；可
以在田野里做游戏；可以走进农场、农
舍观察小鸡的嘴巴尖尖、小鸭的嘴巴
扁扁、老牛头上有犄角、小兔有个三瓣
嘴；我还有机会观察，雨后地上的蚯
蚓、墙头的蜗牛、夏日晚间捕蚊的壁
虎；甚至我还可以饲养小动物，如饲养
乌龟、小兔、小鸡等等。哈哈，趁着暑
假，从今天开始，就让这些想法一一实
现吧。

□济南市历下龙奥学校
五年级一班 王子檬

我常听妈妈讲她小
时候的书店。

那是在上世纪80年
代。那时还没有独立的书
店，所谓的“书店”就是两
节可怜的柜台。

——— 啊？这么寒酸，
我有点不太相信。

妈妈说，这还是在省
会城市济南呢，“我上幼
儿园时最爱逛的是‘服务
大楼’，那是个两层楼的
商场，有个地方卖文具和
书，那两节柜台透明而干
净，里面巴掌大的小人书
整整齐齐码在一起。小的
八九分钱，最贵的两角
多……”

——— 没错，我看到过
几十本妈妈珍藏到现在
的小人书，它们大部分都
是黑白的，偶尔几本彩色
的就算是“奢侈品”了，非
常少见。妈妈最喜欢的是

《红楼梦》系列，全套有36
本，因为家境不富裕，书
店里的书也不全，所以妈
妈只拥有其中的两本。即
使那样，书本里面栩栩如
生的人物和美轮美奂的
亭台楼阁，已经让妈妈读
了一遍又一遍，所以这两
本小人书被翻得又旧又
卷。

再过几年，妈妈上初
中了，她说济南天桥下建
了一家教育书店。

教育书店是平房，大
概有两三间屋，因为在桥
洞底下，屋里的光线总是
暗暗的，白天也要开着

灯。这家书店虽然现在看
来很小，但在当时还是初
中生的妈妈眼里已经算
是“书的天堂”了。那里课
外书不是主要的，大部分
都是课本和学科辅导参
考书。妈妈说她至今还记
得在中午的烈日下骑车
去书店买习题的情景。妈
妈还说，她那时最爱看

《儿童文学》和《少年文
艺》，更多的书是从姥姥

任教的学校图书馆借的，
像《上下五千年》、《基督
山伯爵》。

我有点“可怜”妈妈，
她那个时代的书店又小
又远，书还不多，这和我
印象中的书店可不一样
啊。从我两三岁到现在，
最爱逛的就是书店了，而
且泉城的书店还在不断

“更新升级”中。
我小时候，常去的是

泉城路的新华书店。那里
可真宽敞明亮啊，新华书
店有爸爸妈妈喜爱的名
著、小说，有为学生准备
的辅导书，还有钢琴琴
谱、画集、字帖，包括学习
英语的磁带、光盘，真是
应有尽有。

当然，我每次必去的
是儿童读物区。穿梭在书
架前，我就如同小鱼儿在
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最棒
的是，书店里还有长椅，
你可以坐在椅子上或地
上看，甚至趴着看，只要
不妨碍别人也没压坏书
籍，看多久，售货员都很

客气，他们都很喜欢爱
看书的孩子呢。

没想到，去年济南
又 开 了 更 大 型 的 书
店——— 山东书城。以前
爸爸妈妈带我去外地旅
游，去过香港的书店、南
京的书店，里面的外文
书、绘本特别丰富，可我
真没想到，如今我们济
南也有了更“高大上”的
书城。开业没多久，爸爸
妈妈就带我去了，坐落
在经十路上的书城真气
派，足足有五层，装修得
就像个商城，长长的扶
梯，宽敞的空间，还有好
几处咖啡馆，你可以一边
津津有味地读书，一边喝
着饮料吃着披萨，呆上一
天也没问题。四楼是儿童
区，里面的书架又长又
高，四四方方的柜子上摆
着书，还有一种绵羊形的
书架上也摆满了书，书架
下摆着垫子，是为那些爱
读书的小朋友设计的。更
高级的是，爸爸想找一本
历史书，书架上书太多
了，不好找，他就求助于
售货员，售货员来到一台
立式查询机前，输入书
名，立刻，那本书在几区
几排几层书架的信息就
出来了，我跑过去一找，
嘿，还真找到了。原来每
本书的信息都被输入了
电脑，这个书城完全是信
息化管理啦！

古人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有了更快的
飞机，有了更现代的书
店，一定可以助力我们进
步更快，成长更快。

2016年

齐鲁晚报中小学生

暑假征文启事

暑假生活就要开始了，漫长的两
个月怎么过才会轻松而有意义？是来
一次说走就走的亲子旅行，还是有选
择地读几本中外名著……暑期是一个
多彩的季节，是学生们娱乐身心、展示
天性的大好时光，为了培养中小学生
的写作习惯，给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
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本报决定举办
中小学生暑假征文活动。

征文要求：征文作品以暑期生活
实践和体验为主，反映“旅游见闻”、

“暑期社会实践”、“生活感悟”，也可记
叙“读书感悟”。结合亲身经历，写出自
己的真情实感。征文题目自拟，体裁不
限，字数限定在1000字以内。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8月25日
投稿邮箱：qlwbzw@126 .com
暑假征文结束后，本报将评选出

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对热心组织征
文活动的单位和学校设立优秀组织
奖。本报将对优秀作品予以刊发。

来稿时请将作者姓名、学校、班级
及联系方式附在稿件后，有指导教师
的请注明指导教师姓名。本次征文活
动不收取任何报名费、参赛费！只要热
爱写作，就快来参加暑假征文活动吧！

真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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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胜利一中
王云舒

母亲热爱文学，尤
其喜欢迟子建的散文，
她的床头摆满了迟子建
的作品。母亲有着与这
位知名作家相似的气
质，或许这也是母亲对
她情有独钟的原因吧。

母亲喜欢借用迟子
建的文章来帮我拨云见
日。

那是多年前的事
情。我那七岁身患先天
性小儿脑瘫的堂弟离去
后，我日夜思念他的音
容笑貌，他的每一次进
步抑或每一次发病时的

痛苦都让我难以释怀！
我忘不了奶奶为堂弟日
夜操劳以及叔叔婶婶痛
彻心扉的丧子之泣！血
脉相连，伤心痛苦也如
一把刀子深深刺着我敏
感稚嫩的心！

我终日沉默惶恐，
世界像失去了太阳，隐
入无边黑暗！

一日，母亲默默地
把我叫到一旁，递给我
一本迟子建的《世界上
所有的夜晚》。“向前
看！”母亲的一句叮嘱似
乎有着更深的含义。

一个人在台灯下轻
轻地翻开那本装订精美
的书，一页页让自己沉

浸到字里行间。当读到
书中“我”缓缓将魔术
师的胡须撒入池塘，随
波逐流或沉入泥土时，
我恍然看到那位失去丈
夫的坚强女人所作出的
努力。心开始释然，夜
晚渐渐隐去，一缕温暖
的 阳 光 透 进 我 的 心
扉……

“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
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
河，随时会有人进入我们
的生活，也会有人悄无声
息地离开，只要我们用心
感受生命，在一次次的感
动中，生和死不过是我
们成长的必经之路。

成
长
之
路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
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
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
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
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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