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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年
派”投稿须知】
字数不超1200
字，写明学校
班级，勿用附
件，标题注明

“ 少 年 派 ”。
QQ 交 流 群

“华西都市报
少年派”（群号
172542140，验
证信息“少年
派”）中有详细
投稿须知。投
稿信箱：

书阁
成都市双流区实验小学五年级4班 姜雯茜

张芝庭：乐器搬运工
成都市草堂小学五年级7班张芝庭

学校成立了管乐团，参加管乐
团的同学每周三都要统一学习、训
练。

同学们学习各种各样的乐器：
大号、小号、圆号、长笛、单簧管、双
簧管、架子鼓、小军鼓等。

虽然参加管乐团是一件值得
骄傲的事情，每一个成员都是专业
老师选拔出来的，可搬运乐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班有我、沈家羽、王应成、
张俊鑫参加了本届管乐团。我学
长笛，沈家羽学单簧管，王应成学
大号，张俊鑫学小军鼓。

长笛和单簧管是最轻便了，吹
完了一拆，放进盒子里就好了。即
使这样，加上铁质的谱架，谱夹，
书，本子，也能把一个手提袋子撑
得满满的，拿起来沉甸甸的。

每周三我都得背着沉沉的书
包，一手提笛子和书，一手提谱架，
嘿哟嘿哟地爬上3楼教室，放学又
嘿哟嘿哟地走下来。累死了！可
这还是最轻松的。

张俊鑫学的小军鼓，直径有他
小腿那么长。他最早是背着书包，
把小军鼓放在推车上推着走。我
常笑话他，说他像去市场买菜的老
太太，还拉着小推车。

他也觉得实在不方便，改成背
着小军鼓，拉着书包走。那样子感
觉像背着锅过雪山的炊事班战士，
肩膀都快要被压垮了。

后来，他爸爸帮他想了个好办
法：把鼓放在书包的拉杆上，拖着
走！

这样才好些了，可那吃力的样

子，跟拖着比自已重不知多少倍的
食物的蚂蚁似的。

王应成更痛苦了。他学的是
大号，连盒子有从他的脚到脖子那
么高，比他的腰还要粗得多，还很
沉。

每次上课，他都是先把大号放
在一楼楼梯口，请老师帮他扛到3
楼，他再推进教室。

有时快迟到了，他就背着书
包，推起大号在楼道上飞跑，活像
快要误机的乘客，着急忙乱地推着
行李车在候机室飞奔。

遇到教室门关上了，他还得在
门口把门开得大大的才进得去，不
引起老师的注意都不行。

这样，每周三，学校里就出现
各式各样的乐器搬运工，在楼道上
嘻嘻哈哈地奔来奔去，上上下下地
忙碌着，各找各的教室，各找各的
老师。

一会儿，安静下来了，学校就
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咚、咚咚、
咚咚咚，嘀、嘀嘀、嘀嘀嘀，呜呜呜，
咿咿呀呀……

合奏课时，这些各种各样的声
音汇成一曲曲悠扬或雄壮的乐曲。

我们喜欢我们的乐器，喜欢吹
奏乐曲的感觉，特别是那么多人一
起奏出一件乐器一个人无法完成
的乐曲时，心里就非常自豪。

所以，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乐
器搬运工。所以，每周三，学校里
就出现各式各样的、挤眉弄眼的、
嘻嘻哈哈的乐器搬运工，一个个乐
此不疲地奔忙着。

（指导老师曹畅）

勇敢举手
成都市晋阳小学五年级4班 徐婉琴

huaxifukan
@qq.com。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
读书。——李苦禅

书籍里暗躲着生生不息的历
史长河，埋藏着数不清的悲欢离
合，蕴涵着足够品味一生的真理大
道……如何让人不爱阅读？

从我会粗识糙字时，每个周末
会去一次书店。我牵着妈妈的手，
用手尖扫过一本又一本图书。当
准备回家时，手中捧满了童书，像
一座小山。

长大后，尽管在每天行程都几
乎挤成一团的学习生活中，我还不
忘每两周去一次图书馆和书店。

不知何时，我爱上了图书馆弥

漫着的纸墨味。深吸一口，便已坠
入书海，不由自主地走向书柜，用
指尖扫过“书香”的来源，目光在一
丛丛摆放整齐的书架上翻滚着，寻
觅合我口味的书。

我看书很杂，从神话历史到小
说散文，无一不爱。

挑好了书，找个位置坐下来，
便沉浸在动人心弦的书中，弥漫在
书韵飘香的海洋里，疯狂吸吮知识
的甘甜。

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但比起
自家竖立着满面书柜的书房，我更
爱堆览群书的图书馆。因为，那里
很静，全然不知冷清。

大家都拿着一本又一本或厚
或薄的书，安分地在座椅上翻阅；
或是提着脚步，从书海中找出一本
来。

静，这是最能诠释整个图书馆
的词，静得只有混杂着呼吸的翻书
声。

或许有些夸张，但当一个人埋
头扎进一本钟爱的书后，还能注意
到周围的动静吗？

每次捧起一本书，在温雅的书
香氛围内阅读，我总是会沉入故
事，随着主人公一起感同身受，一
起访问各处，一起轻嗅暗香疏影，
一同广交好友……

有时，我也会被书中的美诗佳
句所惊艳，暗自在心中记录下来，
在写作时点缀一番。

每次将我拉回现实的，不是最
后一页嵌着的“终”字，便是从广播
中传来的“即将闭馆”的温馨提示。

我不舍地叹息着，用手托着
书，把它送回书架，或小心翼翼
捧着书快步移到登记处，赶在工
作人员下班前，将名字记下，带
着书回到家中，又品味起来。

书中有历史长河，有悲欢离
合，有真理大道。我会捧着书，跃
身进入一个又一个流连忘返的书
籍世界中。 （指导老师 万亿）

奶奶家住在玉林，玉林是
一片很大的地方。

奶奶家的具体位置我不
是很清楚，只知道那地方有一
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绿树成
荫，那里曾是我儿时的乐园。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那
里了。听爸爸说，为了修电
梯，现在院子里的树已经被砍
光，成了光秃秃的一片。

那个院子虽然不大，但是
却很有特色。

不必说挺拔的松树，大树
顶端硕大的马蜂窝，金黄的野
菊，可爱的蒲公英；也不必说
鸟儿在枝头上歌唱，蚯蚓躲在
润土下歇息，灵活的小胖猫一
不小心从树干上跌了下来。

单是周围的石墙根和小
水沟一带，就藏着无限的趣
味。

墙根长着一种不知名的
小草，细细的嫩枝上挂着不少
五彩缤纷的小果，特别好看。
只不过这种小草很稀少，整个
院子也不过五六枝。

沿着石墙根走，偶尔会发
现它，总是孤零零地立在杂草
中间，看上去是那样娇小，好
像风一吹就会倒下去。幸运
的话，还能见着它开的粉色小
花，花小小的，不经意是很难
注意到的。

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从
嫩枝上采了几个小果，玩累
后，又悄悄地溜到一户人家门
外的养鱼池旁，把小果撒在水
里去喂鱼。

那些鱼儿游过来，一口就
把小果吞了进去，过了一会，
又把它吐了出来。

正当我玩得开心时，有人
走出门来，把我轰走了。后
来，我还是一次次找机会溜过
去。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
道那小果能不能吃，也不知鱼

儿吃了会不会死。
家门口那棵橘子树，每年

都会结好多小橘子，但我很少
吃过。我小时候吃橘子不喜
欢吐籽，经常把橘子籽吞进肚
子里。爸爸对我说：“你这样
吃，头上会长出橘子树来！”

有一天，我正在玩，突然
一个大橘子从我头上滚了下
来，吓了我一大跳。爸爸说：

“看吧，头上长橘子了！”
我赶紧跑去问奶奶，奶奶

说：“是啊，你把橘子籽吃下
去，这不，头上长橘子树了！”
可我怎么摸都摸不到头上有
树。

奶奶说，因为啊，这树在
橘子结出来时就消失不见
了。从此，每次路过门口那棵
橘子树，我都有点害怕，飞快
地跑过去。

我想，爸爸头上秃顶的那
一块，可能就是长了橘子树后
留下的后遗症吧？

冬天的玉林比较无味，但
是太阳一露脸就两样了。

我和弟弟待在家里兴奋
地望着太阳，因为我们知道，
不一会儿就可以出去玩了。

太阳驱走了寒冷，姑姑过
来摸摸我们的头说，出去吧。

我们飞快地冲出门去，钻
进人家晒在晾衣绳上的床单
中间，把脸贴在床单上蹭来蹭
去，感受床单上的温暖。

我们还喜欢坐在两棵树
上拴的一条长带子上荡秋千，
一玩就是一上午。直到大人
不停地催促，才恋恋不舍地回
家去。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我
就上初中了，玉林也回去得越
来越少了。现在一修电梯，院
子也完全变样了。

别了，我的五彩缤纷的小
果；别了，我的橘子树和可爱
的鱼儿！ （指导老师 张玲）

上课铃响，同学们快步
跑进教室，准备上英语课。

刘老师走进教室，微笑
着说：“Hello，everyone，what
did you do on Sunday？”话音
刚落，许多同学争先恐后举
起手来。

有的同学把手放在课桌
上静静地举起手，有的同学
把手举得高高的，还有的同
学直接站了起来，大声说着：

“老师，我来，我来回答。”
刘老师抽到了王越，王

越胸有成竹地答了出来，他
们组加上一分，成员们欣喜
若狂，高兴得跳了起来。

可我们组没有一个人举
手，我十分着急。怎么办？
难道眼睁睁看到别的组一分
一分地增加吗？求别人不如
试试，可我又担心读得不熟
练，万一出错怎么办？

这时，我心里不断冒出
一个想法：读错了又有什么
关系呢？最多就是大家笑话
我，可谁没有错过呢？况且，
即使我读错了，刘老师也会
帮助我改正的，这样才能进

步。如果不举手，我们组可
能就倒数了。

我正在纠结时，旁边组
的李磊又答对了，我难道还
有什么理由不敢回答吗？

我把手举起一点，又举
高一点，最后我鼓足勇气，把
手高高举了起来。刘老师一
眼看到了我，抽到了我。我
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
上八下，我深呼吸，平复了一
下心情，顺利地把这一段英
语读完了，心里的大石头才
落了地。

同学们大声喊：“嘿，你
真棒！”我心里如同汹涌的海
浪拍击着坚硬的岩石，又仿
佛有小鹿在乱撞着。没想
到，被表扬的感觉这么好。

此后，我像换了一个人
似的，每次都信心满满地举
手，每次都回答对了，心里可
高兴了。当我第四次举起手
时，刘老师微笑着对我摇了
摇头，示意我回答的次数太
多了，应该让其他同学也多
参与。

下次，我还要举手。

“哆唻咪……”教室里传
来美妙的音乐，我们开始上
口琴课了（我们在一班教室
上课）。一进教室，我被一样
东西吸引住了——黑板报！

“哇，这做得也太好了
吧？主题是书，有推荐书的
版块、有自编诗的版块……
我们班的远远不及呀！”我目
瞪口呆地想。

上课时，我时不时扭头
去看。口琴老师来检查了，
我吹得结结巴巴的，但刚过
关，我就到后面去看黑板报
了。

“咦，那里怎么被擦掉
了？”我走过去指了指说道。
然后，看了看其他版块，就回
座位了。

可是，我总感觉有几双
眼睛在盯着我，一种不祥的
预感冒上心头，但我还是继
续和同学说笑。

下课了，一个同学找我
说：“我们老师找你。”我很疑
惑，心想：老师找我干什么？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
办公室，走到那位老师面前，
那种不祥的预感又冒了出
来。

老师先让我写下名字，

然后问道：“我们班的黑板报
是谁擦的呀？”“不知道。”我
虽然很疑惑，但还是小声地
答道。

老师一听，立马皱起了
眉头。我心里更疑惑了：“她
要干什么？”老师又叫来几个
同学，咦，这不是课上盯着我
的“眼睛”吗？

“黑板报是她擦的吧？”
“嗯，就是她！”“还有什么好
说的？”听完他们的对话，我
心里冒出了很多个疑问：为
什么？我没擦呀！

“老师，不是我擦的。”我
委屈地答道。“那我们的字自
己会掉呀？我们的字是碎的
呀？”老师的声音很大。

我的眼里闪动着隐隐泪
花。老师接着说：“哼，我要
告诉你们杨老师！”

“我怎么可能擦嘛，擦了
对我有什么用嘛？”虽然心里
这样想，但我的嗓子却不听
使唤，只能说：“我真的没
擦。我去看时，那里已经被
擦掉了。”

哼，要告诉杨老师就告
诉吧，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歪，
不是我擦的，就不是我擦
的！ （指导老师 杨清蓉）

身正不怕影子歪
成都市晋阳小学五年级4班 李偌彤

在记忆的长河里，有许
多事情像流星一样，一闪而
过。这件事却像恒星一样，
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那是一个静悄悄的黑
夜，我躺在那柔软的小床里，
正在香甜地做梦。我的梦是
这样的：

我是铠甲勇士中的一个
帝狮铠甲。有一天，怪兽大
王无尖妖来进攻我们4个铠
甲集团。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无尖
妖，它很厉害，它嘴中有比剧
毒还毒的毒液。仅仅只回想
了这些，我就不自然地打了
个寒颤，直冒冷汗。

可回头一想：我是铠甲
勇士呀，怎能看到强敌就退
缩了呢？不然人们还要铠甲
勇士来干嘛呀？

想到这里，我鼓起勇气，
大声说道：“帝狮铠甲，召
唤！”话音未落，我就变成了
铠甲勇士。几个兄弟看到我
已准备迎接战斗，都纷纷大
声喊着自己铠甲的名字。

“我叫三二一，咱们一起
上。”我说。“三二一，上啊，兄
弟们！”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开始了。

我越战越勇，眼看它就
要被我们封印了，可它使用
了新修炼出来的技能“复血
天兵”，我们逐渐不是它的对
手。

就在这时，我醒悟过来，
我们还有武器呢！我大喊一
声：“帝狮爪，降临！”他们也
纷纷叫出自己的武器。

我们有了武器后，精神
也变得十分好，可我们对无
尖妖的了解也只有这么多
了。

突然，无尖妖一声大吼：
“致命指环，召唤！”我们以为
无尖妖没有武器了，结果它
还有。

一道红激光射来，原来
是无尖妖的致命指环发出的
致命毒汁，一棵棵高大的柏
树立刻倒下。

无尖妖又说：“气泡，气
泡，气泡！”突然，一个矮小的
泡泡出现了，我以为只是平
常玩的小泡泡，一爪劈下去，
谁知那泡泡毫无反应，把我
拉进了里部。

我大声说：“声波激光！”
一道激光劈开了泡泡。

无尖妖刚才还说把肚子
都笑痛了，现在却目瞪口呆，
嘴巴足足可以塞下一个超大
号的鸵鸟蛋，它的脸“唰”地
一声全白了。

它醒悟过来说：“吼吼
猴，吼吼猴……”突然，天上
乌云密布，接着电闪雷鸣。

我们几个铠甲勇士说：
“天下称霸，宇宙有我号，降
临！”一个大型机器人飞船掉
了下来，我们迅速进入各自
的船舱。

我说：“全速！”我们都把
速度开到最快。我控制机器
人身体的上半部分，他们控
制机器人飞船的速度。

我想速战速决，于是左
一下、右一下地打了起来。

最后，我很着急了，按下
了虎炮激光，只听“哗”、“轰”
两声，无尖妖被消灭掉了。

不过，我也被“哗”、“轰”
两声给吓醒了。

这个梦使我明白：遇到
困难不要退缩，只有坚持不
懈地努力才能成功。

（指导老师 张莉）

我的梦
成都市草堂小学四年级5班 李浩

人生的尝试何止千万，但
每一次都珍贵无比。令我记
忆最为深刻的，是一次荒谬的
尝试，因为它给了我教训。

每天晚上，当我看到爸爸
在家里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白
酒的时候，我不禁疑惑：难道
白酒真的比饮料还好喝吗？

我把我的疑惑告诉了爸
爸，他的回答是：“当然很好喝
了！”

我又问爸爸：“那您可以
给我喝一点吗？”爸爸把白酒
蘸到筷子上给我尝，我尝了
尝，没感觉到味道，可爸爸却
不再给我尝酒了。

我为了喝到白酒而绞尽
脑汁，但均以失败告终。

暑假的一天，爸爸、妈妈
要出去逛街，叫我在家里要听
话，认真学习。我虽然嘴上答
应，心里却想：这么好的机会，
我要抓住，去尝尝白酒的滋
味。

等爸爸、妈妈一走，我像
离弦之箭一样迅速地跑到酒
柜前，拿起酒瓶就往碗里倒，
然后端起喝了半碗。

因为喝得太快，所以没有
来得及吐出来，喝这酒可真难
受。我嗓子辣得要命，引起了
一阵剧烈咳嗽。

当然，为了不浪费，我万
分艰难地喝完了这碗酒。这
时，我已经摇摇晃晃，迷迷糊
糊了。

我拿着酒瓶准备放回酒

柜，手却滑了一下，酒瓶掉到
地上摔碎了。我没有力气去
收拾碎酒瓶，踉踉跄跄地挪到
沙发边，一头栽了下去，睡着
了。

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会
儿后，爸爸、妈妈回来了。房
间里弥漫着刺鼻的酒味，他们
大吃一惊，立刻知道我做了什
么惊人坏事。

他们马上叫醒了我。爸
爸严肃地对我说：“以后我们
说的话你要听，就像这次，你
喝白酒不仅损害身体，还非常
危险，差点出大事。”

我心想，早知道我就不喝
白酒了，喝白酒居然有这么多
坏处！

人生中第一次醉酒，让我
再也不敢碰酒了。我到现在
都没明白，为什么把我害得这
么惨的酒，我爸爸却这么爱喝
呢？

（指导老师 周文芳）

在这个炎热的暑假里，我去玩
了一次痛快的漂流。

因为是第一次玩漂流，我非常
激动，去的路上，我觉得爸爸的车
开得像蜗牛一样慢吞吞的，真是恨
不得能坐上火箭立刻就到了。

好不容易到了，一下车我就惊
呆了，那里简直是人山人海。“唉，
那么多人，今天能不能玩得到呢？”
我郁闷地想。

排队的时候，看着排到的人乘
着皮艇欢快地尖叫着冲下去，我简
直觉得是度日如年呀！

经过3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总
算该我们了。我兴奋地跳进了小
皮艇。坐稳抓牢后，小皮艇像一匹
脱缰的野马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冲了下去。

伴随着妈妈一声撕心裂肺的
尖叫，小皮艇凌空飞起，又轰然坠

下，溅起巨大的浪花，冰凉的溪水
瞬间就把我从头到脚淋成了一只
小落汤鸡。

漂流途中，进入水流平缓的浅
水湖时，我和爸爸打起了水仗。正
当我们激战时，突然，一艘小皮艇
被冲到了我和爸爸的船中间，我射
向爸爸的水柱全打在了那艘船上的
叔叔阿姨身上，他们立刻拿起水枪
向我扫射过来，一场混战开始了。

最后，我败下阵来，只能乖乖
缴械投降。

小皮艇被湍急的溪水冲得在
河道里起起落落，兜兜转转，经过
一个又一个险滩，我们的尖叫声和
欢笑声一直回荡在峡谷里，简直太
刺激了。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漂流，明年
暑假我一定会再来。

（指导老师 徐晓竹）

漂流记
成都市实验小学三年级2班 王宣皓

早上，冯老师走进教室说：“今
天早上要读国学。”然后，冯老师在
网上查了视频。

“论语·乡党……”同学们书声
琅琅。冯老师按了暂停，给我们讲
解意思以后，让我们背下来。

教室立即热闹起来。当所有
人背完后，数列小组以开火车的形
式背国学。开始时，我们组好好
的，结果一到我们组时就有点不整
齐了，我心里有不祥的预感。

果然，到了第六组就突然停
下。为了让大家有兴趣地背诵，冯
老师说：“第六组罚 10 个下蹲，然
后下一组罚10次狗叫。”

预感越来越强烈。“揖……”
啊，不会吧？这次罚的还真是我们
组。

“狗叫！”同学们纷纷叫嚷起
来。最后，我们还是汪汪汪地叫了

10下，这感觉真讨厌，下次我才不
会输。

小火车继续前进，每一次轮到
到我们组，我就有点慌慌张张的，
总想着：“我可不想再被罚一次。”

“宾退。”又是第六组停了？他
们组都卡两次了，他们有这么想被
罚吗？嘻嘻，不过有好戏看了。

“狗叫 10 声！”冯老师说，“大
家一起来数！”

“一，汪，二，汪……”哈哈哈，
整个教室都充满了笑声。

这次比平时每天早上一遍又
一遍读有趣多了，而且很好记下，
考试也不用担心记不到。我的心
里突然感觉好多了。

早上，校园里书声琅琅，小鸟
也跟着哼小调：“论语·乡党：孔子
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 （指导老师 冯文）

国学小火车
成都市棠外附小六年级1班 崔圣实

玉林
成都市树德光华中学初2017级2班 胡朵依

那是一次荒谬的尝试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五年级3班成惜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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