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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轻狂，一心向往远
方。后来，才渐渐明白，唯有
了解，才会热爱。

我想你一定对三星堆里
那不计其数的青铜面具有所
耳闻。千百年前，古蜀先民踏
足这片四面环山的神秘土地，
文明与生机在这片沃土上迸
发。透过历史的尘埃，今天的
我们，依然可以一窥千年文化
昌盛。

不知你是否记得古蜀国
的开明王。“一年成聚，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成都，一个厚
重的名字，三千年从未变更。
穿城而过的锦江，冲刷出三千
年的灿烂文明。多少人从这
里走向远方，又有多少人远游
四方后回到这里。成都，迎接
了李冰父子，从此，便有了天
府之国的美誉。她迎接落魄

的唐玄宗，便有了“蜀江水碧
蜀山青”的诗句。她迎接失意
的杜甫，便有了扬名四方的杜
甫草堂与不胜枚举的千古绝
唱……

岁月变迁，时光如梭。十
二月市、摩诃池早已被层层叠
叠的高楼替代，留存于博物
馆一角。真正的老成都味
道，也只有去不知名的小巷中
寻觅了。

成都的街头，仿若冰与火
交织的乐章。眼前高楼林立，
硬朗干练；身后矮巷留存，热
情火辣。四季流转，时间在这
里过得飞快。还没来得及好
好品味苦茗的清冽，火锅与冰
粉又接踵而至；还没细细观赏
芙蓉的粉嫩，银杏的金黄又纷
至沓来。

如今，一曲《成都》，让这

座“阴雨里的小城”家喻户
晓。无数年轻的心涌向这
里。而成都，也用自己极强的
包容力，接纳来自五湖四海心
怀梦想的人们。

2018年12月13日，一个
让所有成都人都难以忘怀的
一天。成都，获得了 2021 年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举办权。骄傲与自豪，充斥
在每个成都人心中。大运会，
是外界对她的认可与考验。
成都将以最美的姿态，迎接每
位努力拼搏、逐梦青春的运动
健儿。

成都，尚还年轻，仍是成
长中的少年，需更多磨练，使自
己强大。少年强，需不断进步。
她有不惧挑战的勇气，有面对困
难的坚韧，只因她是少年。

酒旗风暖少年狂，未来可期。

我眼中的大运之城
成都石室联合中学八年级九班 杨茜媛

你听，春天的声音，
那 是 我 扇 动 翅 膀 的 声
音。你闻，春天的气味是
花朵的芬芳。你看，我飞
到 了 一 座 漂 亮 的 花 园
里。你知道吗？我是一
只小蝴蝶。

这里的每一朵花儿
我都很喜欢。其中有一
朵最艳丽的小花儿引起
了我的注意，我飞过去
说：“你好，我是春天的使
者，让我来给你授粉吧！”

小花说：“什么是授
粉呀？”我回答说：“授粉
就是蝴蝶或蜜蜂用脚上
的绒毛，帮你们相互传播
花粉，你们就可以结出果
实了。”

小花开心地直点头
说：“好呀，好呀！那真是
太谢谢你了。”于是，我在
花间忙碌起来。

我爱春天的芬芳和色
彩，但我更爱秋天的丰收，
因为那是我忙碌后的收获。

我是一只小蝴蝶
成都市建设路小学二年级10班 文楚涵

每年秋天是核桃丰
收的季节，外婆知道我爱
吃湿核桃，所以每次都会
买很多，把核桃壳剥了，
用袋子或盒子装好送给
我们。

妈妈说：“你外婆总
是把东西弄得干干净净
的，手也总是白白的，干
干净净的……”我也这么
觉得，好似没有被世俗污
染，像极了在夏日喧嚣中
从淤泥里长出来的莲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吃外婆剥好的核桃，已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
潜移默化的习惯，并不觉
得有什么特别。

一天晚上，我和爸
爸、妈妈送药到外婆家，
进了屋，大人围坐一起聊
天。我闲得无聊，看见外
婆在剥核桃，就和她一起
剥。没剥不知道，原来剥
核桃竟是力气活。

我把核桃塞进核桃
夹中，两手握住把手，站
起身来用力地夹。然而，
核桃却纹丝不动。当我
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它才
露出一个缝。我再次尝

试时，里面的果实却又被
夹碎了。

好不容易有个完整
的，但核桃皮却像用502
胶水粘住一样，揭不下
来，它大概是不想与出生
入死的兄弟分离吧。此
时，我的指甲缝里全是残
留的核桃皮。而外婆的
指甲缝里有更多更黑的
核桃皮，连手心、手背都
粘上了。

外婆白净的手染得
黑黑的，只见她拿起一个
个白白的核桃仁放进盒
子里。我心里莫名有一
种刺痛感，像是被一把
锋利的刀割着，更像是
扭紧的绳子，怎么也拽
不开。

“希希，是不是有点
难剥？”外婆慈爱地对我
说。突然，我的泪如喷涌
的泉水一般冒了出来，我
尽力掩饰，不让外婆发
现。当我去看电视时，电
视上放的什么、讲的什么，
我全然不知，像呆了一般。

第二天，外婆的手虽
然变白了，但依然有抹不
去的核桃的黑。

核桃的黑
成都市新津区岷江新城成外学校六年级1班 吴雨希

在我们家的菜地里，
种着很多玉米，绿油油的
一大片。我很喜欢吃玉
米，所以给他们取了很多
好听的名字：大炮、坦克、
金色军。

玉米的身躯细细的，
高高的，头上却顶着一枚

“炮弹”，叶子又长又宽，
像一把把长刀。玉米上
还有很多须，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龙王的“胡须”
呢！如果把玉米横过来，
就像一个上了膛的“火箭
炮”，随时准备发射。玉
米的“绿嘴巴”里，有很多

“金牙”，一颗一颗整齐排
列，真像一支金色军队。

玉米不仅好看，还很
好吃，咬上一口，真香真
甜。玉米营养也很丰富，
还对眼睛也有好处，多
吃玉米你还能拥有一双
明亮的大眼睛。大家读
到这里，一定馋得流口水
了吧！

不仅如此，玉米呼出
氧气，吸入二氧化碳，还
能净化空气。它们在为
人类做出贡献呢！

我爱玉米！
指导老师：李娟

我爱玉米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4班杜锦祚我出生在成都华阳街道

一个老旧小区中，那条街道处
处都有我的足迹。小区对面
小卖部的摇摇椅上停留着我
的欢乐；门口花坛里藏匿着我
的童真；超市收银台一旁放着
我渴望的棒棒糖。

后来，我们搬家了。一
天，在与父亲骑行中，忽然又
看见了那熟悉的街道。

在记忆里，那条街道宽宽
大大，每次过马路，外公都轻
轻地拉着我的手。“走，我带你
去逛街。”于是，我吃遍了这条
街美味的冰淇凌。印象最深
的是牵着外公的手回家，高兴
了就在小区里撒开脚丫与小
朋友乱窜，欢声笑语长久地停

留在城市清朗的暮色中。
小区外小卖部的主人，是

一对夫妇，穿着很是普通，但
始终都是笑呵呵的。柜台上
的一个大盒子里全是坐摇摇
椅用的硬币。一次，母亲带我
去那里买东西，我一眼看中了
一款玩具小车，但母亲不让
买，让我伤心不已。当我垂头
丧气地跟着母亲走出小卖部
时，忽然，老板娘往我的手心
里塞了那心仪的小车，我开心
地瞪大眼睛。她用食指放在
嘴唇上，小声地说：“嘘，不要
被妈妈发现了。”还向我挤挤
眼。我无比开心，哼着不成调
的歌。那天，正好下着小雨，小
雨打在车窗户上，滴滴答答，像

是在演奏最美妙的乐曲。
那个时候，小区大门口盛

开着一大簇红花，大孩子告诉
我，只要把上面的花拔下来，
对着根部用力吸，就会吸出花
蜜来……

如今，门口的花还是开得
如同春天的太阳一样明媚，红
色花蕊对着天空，里面肯定还
藏着甜甜的花蜜。不知道那
个教我吸花蜜的大哥哥现在
何处，那群在小区里肆意奔跑
的孩子又在哪里。

往事历历在目，那时父母
亲很年轻，阳光洒下来，温暖
而亲切。

我从记忆深处折回现实，
带着美好回忆，继续前行……

一路阳光一路情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初2018级 唐嘉璐

秋天来了，银杏叶开始纷
纷变黄。

一天，太阳高照，天边有
几丝若有若无的浮云，迎面轻
轻吹着微风。我和伙伴们牢
牢抓着枝干，轻轻荡着秋千。
叶子婶婶和邻居叶子太太在
一起聊天，脸上泛着光。叶子
爷爷和奶奶靠在一起，奶奶双
手放在腿上，头靠在爷爷肩上，
面带着微笑，欣赏风景。爷爷
一手搂住奶奶，闭着眼睛养神。

忽然，阳光照在身上的那
种暖和的感觉消失了，风也大了
起来，大家缩成一团。我望着天
上的乌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儿。叶子婶婶摇摇头，告诉我，
要下大雨了。她随着枝条摇动，
皱起眉头，勉强地向我笑笑。

起初，只有依稀的几点雨
滴，接着，雨越下越大，风吹得
雨珠漫天飞舞，似一层水雾。
密集的雨滴打在我们身上，叶
子爷爷摇了摇，随即被风吹
落，打着转儿，轻轻落在地
上。我低着头，死死地盯着地
上，张大嘴巴，将爷爷的名字
喊了一遍又一遍，但声音被淹
没在雨里。婶婶搂着我，望着
脚下，看不出脸上到底是泪珠
还是雨水。

“我们终归是要飘落的一

片叶子。最开始长出来，将阳
光转化为养分，并靠养分长
大，秋天就落到地上，变成母
树的肥料。这些养分将帮助
母树撑过冬天，来年春天，又
会有新叶长出。”她顿了一顿，
长叹一口气，“我们也快和爷
爷团聚了……”

声音渐渐变小，消失，只
剩下雨声。

又一阵狂风，我感觉身体
轻盈起来，与雨点一起落在地
上，和亲人们紧紧挨在一起。

第二年春天，一片嫩叶从
树枝冒出来，舒展着身子，四
下张望，开启新的一生。

银杏叶的轮回
成都市棕北小学六年级2班 许欣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