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有爸爸、妈妈、
妹妹和我。爸爸、妈妈非常爱我，一起陪伴我长大。

爸爸经常陪我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教我骑自行车、
滑旱冰……在爸爸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本领。

假期，爸爸还带我去爬山。那天，我们一起来到山脚，我跟爸
爸一边聊天，一边欣赏周围的景色，不知不觉就登上了山顶，好
神奇啊！爸爸还说有空教我玩魔方、下棋，听到这些我特别高
兴，可是爸爸总是太忙没有时间。

爸爸特别爱我，当然妈妈也很爱我。为了我的健康成长，
妈妈每天都买很多有营养的蔬菜做给我吃。妈妈做的菜特别
好吃，所以我给她起了个外号——“美食家”。除此之外，妈妈
还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她经常带我去图书馆看书，
每次我们都会交流看过的书，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我和
妈妈是最亲密的朋友。

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我爱我家！
[九江双语实验学校三（8）班 周倬
莹 指导老师：林玲]

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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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学校组织全体宏志班同
学参加丝路锁钥——敦煌历史文物精品
展的开展仪式，仪式结束后，我们又在博
物馆内游览，时间虽短，但感触颇丰。

带领我们参观的讲解员竟然是一个
初一的女学生，她束着高马尾，面容清
秀，嗓音恰到好处的柔和。我怀着一丝
惊异，随她步入展区，少顷便又释怀了，
她的姿态之大方自然、语言之流畅，讲解
内容之丰富，大大超出我的预想，于是在
心中感叹，现在的学生发展得越来越全
面了，并且水平不低，而年龄稍大的我已
经快将幼年时习得的技能忘得一干二
净，实在惭愧，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
怕扰乱了她的发挥。

在小讲解员的引领下，我们又参观
了一系列具有修水地方特色的展区，在
为我县悠久历史、丰富文化震撼的同时，
我甚至还有一些难以置信——馆内多数
内容，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在外地的博
物馆尚可以人生地不熟为理由搪塞，此
刻正站在家门口，已经没有什么可辩解
了。想起这样一句话：“不是生活中缺少
美，而是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样，
不是家乡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是我缺

少善于探索的眼睛和勤于感受的心。我
的灵魂终于听到来自家乡的呼唤，不知
不觉中我对修水的爱更深切了。

结束修水地方展区的游览后迎来本
次活动的“重头戏”，我们走进了敦煌历
史文物展区。实话说，首先填满我视野
的不是各式各样的文物，而是制作精美
的文创纪念品。它们铺满了整个柜台，
不论是手提包、帆布袋、丝巾、软垫、笔记
本、胶带，均以敦煌文化为元素，令人眼
前一亮，激发了游客们强烈的购买热情，
这便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真实写照
吧。直到小讲解员通知我，专业讲解即
将开始，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柜台。

专业讲解员是一位来自敦煌博物馆
的女士，她的讲解则更为细致，从帛片到
木简再到古砖、壁画、经文，无一不备，且
其中穿插了许多民间故事，使我的“敦煌
印象”由点至面越来越清晰起来。展区
内共有 91件（套）文物，尤使我印象深刻
的是，古砖与壁画。古砖有画像砖和模
印砖两种，画像砖：顾名思义是由工匠手
绘而成，内容丰富，装饰复杂，砖上的神
怪异兽姿态之大方自然，线条流畅，体态
自然，足见画师们技艺高超。模印砖则

由画像砖发展而来，图像内容也更贴近
现实生活，具体反映了唐代丝路文化，看
到他们的人，没有不惊讶的——原来早
在2000年前中华民族的手工艺就已如此
发达，劳动人民的智慧不可限量，一股民
族自信的暖流自心底油然而生，又缓缓
融入我的全身。至于壁画，本次展览虽
仅展出三幅，但可见一斑，飞天的姿态翩
若惊鸿，白兔的动态活灵活现，九色鹿更
是栩栩如生，私以为只能用“美”字形容，
凝视着它们，我仿佛置身一个充满想象
与激情，饱受丰富的神话内容与强烈精
神追求的艺术世界，被他们围绕，我好像
穿越 2000年前的敦煌，在密林中探寻九
色鹿的足迹，仰望苍穹期待飞天的身影。

离开展区后，我想：之所以今天的我
们不必跨越千里就能一睹敦煌千年风
采，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国家乃至社会
各层面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当下正值我
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面对这些
向我们涌来的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我
们应把握机遇，用心学习，自觉接受优秀
文化的陶冶，启迪创造思维，为日后投身
文化创新的实践做好准备。

［修水四中高二宏志班 张歌菲］

我们一直在路上，终其一生都在行
走，在成长之路上，奔向心中的远方。

在路上，我们心怀热忱，肩负理想，
我们深信生活还有远方和田野，我们一
腔孤勇地翻山越岭，渴望拥抱梦想。因
为年轻，所以满怀希望。

在路上，我们不畏艰难，不怕险阻，
我们知道需承受的压力，我们踏着露水，
身披晨光前行，却从不言辛苦，我们勇敢
地向困难挑战，也勇敢地接受成败考
验。因为年轻，所以敢闯敢拼。

在路上，我们不断向世界展示自我，
勇敢地一次又一次深入世界，了解世界
的善与恶。我们或许不会与世界握手言
和，但也能找到相安无事的平衡点。因
为年轻，所以更能诠释世界。

在路上，我们不断调整步伐，改善自
我，一点点朝着目标前进，当我们不顺利
时，告诉自己：“梦想一定会开花”，当我们
取得一点小成绩时，告诉自己：“革命尚未
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看到更多优秀的

人，更是告诉自己，
切莫“理想远大，眼窝
却浅显”，因为年轻，所以
更爱与自己对话。

在路上，我们亦不孤单。即
便成长之路须自己一个人走，但总有
一些人站在身后，所以我们不是孤身一
人战斗。父母的细心问候，老师的谆谆
教诲，同学之间的纯真友谊……这些看
似寻常的片段，却令人想起时，心里不断
涌现出小温暖。因为年轻，我们被许多
人善待，而我们也将回报同样的真挚。

在路上，我们不断学会一些东西，我
们学会了坚强，即便跌倒，也可以笑得响
亮；我们学会了拼搏，带着少年的傲气和
不服输的心态，挑战自我。因为年轻，所
以我们青春飞扬，奋力成长。

于是乎，我们踏着坚定的步伐，在成
长的路上奔向那不知所终的远方。

[都昌县三汊港镇中学九（5）班 李
佳瑶 指导老师：于平]

四时之花——春有海棠、桃花；夏有藕
花；秋有黄花、桂花；冬有寒梅。其中我最喜
欢桂花。

奶奶家门前有一棵金桂，大约有 1 米
高。桂花逢秋盛开，远看，一簇簇淡黄的花
穗点缀在翠绿的叶子中间，中见其花形，但
见黄色连成一片，中间夹杂着深深浅浅的
绿。走近看，花穗米粒般大小，每一簇有五
片花瓣。在微风的吹拂下，桂花随风摇曳，
仿佛在说：“我开了。”

每到桂花开放的时节，我和妈妈都会去
楼下观赏桂花。桂花散发着甜甜的香气，这
种香气与荷花淡淡的幽香不同，不同于兰花
若有若无几乎闻不到的清香。而是轻轻地
放着香，令你神清气爽。我兴奋地说：“真香
啊！我们摘一朵吧。”妈妈抚摸了一下我的
头，笑了笑说：“女儿，你知道吗？桂花虽不
艳丽，没有鲜花的浅碧深红。但把清芳留在
了人间，还可以泡茶入药。”我听后，欣喜地
和妈妈摘了许多，打算冲泡桂花茶。

我折下一枝桂花，放在书桌上。空气
里，留着桂花的清影暗香。我觉得很温馨，
不禁想起词人朱淑真的诗句：“一枝淡贮书
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

[浔阳区外国语小学五（1）班 陈彦妃
指导老师：陈涛]

人与花心各自香

未来的笔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一
起来看看吧！

未来的笔可以保护视力，它的笔袋
上有一个小红点，那就是微型摄像头，当
你低头写字时，它就会发出“叮叮”的声
音，如果你不抬头，就会把笔头缩回去，
让你写不了字。这时，你只有抬起头它
才会弹回来。

未来的笔不仅可以保护视力，还可

以换颜色哩！未来的笔，笔杆中间有一
个红色的白点，如果你要用红色的笔，可
以不用买新的，直接点击上面的白点就
可以了，点完后上面会出现一个显示屏，
屏幕上有颜色，你只要点击就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的颜色。

怎么样，未来的笔不错吧，让我们一
起开动大脑，好好学习，创造出来吧！

［柴桑区第一小学五（15）班 张可爱］

未来的笔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敬爱的老师，我
自然也有，她就是王老师。王老师个子不高
也不矮，一头漂亮的黄黑头发，大大的眼睛。

王老师很严厉，上课时我们不敢开小
差。我无意间听到别的五年级数学老师说
第一单元考试考得很糟，80分以下的有十
多个人，还有 60分的。而我们班有很多人
90分以上，就几个不及格，这是因为王老师
严厉要求我们，才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王老师还非常关心同学。就在前些天
健美操队的刘汝妍生病了，有同学说刘汝妍
被除名了，王老师打电话给刘汝妍妈妈，问
刘汝妍可以来学校吗，她病好了吗？她可能
要被除名了，这个机会很好，如果除名了孩
子会很伤心，所以建议她去找健美操老师。

王老师也很温柔，有一次我们表现很
好，她对我们很温柔，脸上挂着笑脸，给我们
改作业对也很温柔。在课堂上她讲课总是
抑扬顿挫、绘声绘色，洪亮的声音拨动着我
们的心弦，把每个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
个焦点，她在黑板上写的字一笔一画都是那
么端正清晰、刚劲有力。王老师与众不同。

我为有这样的老师感到幸运，希望自己
长大后也能像王老师一样，做个好老师。

［长虹小学五（2）班 秦雨欣 指导老师：
刘淑娟］

我的老师

这个暑假，妈妈带着我去南昌观看音乐
剧《猫》。这部剧我们的音乐老师曾经在教
室里发给我们看过，没想到这次可以来大剧
院观看现场真人演出，我高兴坏了。

《猫》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垃圾
场。一天晚上，它们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舞
会，要挑选一只猫升上天堂。猫们纷纷上场
表演自己的绝招。有正直的英雄猫、狂傲的
摇滚猫、富有的富翁猫、胖胖的保姆猫、邪恶
的魔术猫……

正在猫们精彩表演时，犯罪猫抓住了
猫的首领，妄想代替它。英雄猫和魔术猫
救出了猫的首领，打败了犯罪猫。最后，猫
的首领把重生的机会让给了楚楚可怜的老
流浪猫。

看完这部音乐剧，我感觉猫的世界和我
们人的世界一样，有欢乐也有痛苦，我们要
积极乐观去面对，这样才不会后悔。

[双峰小学三（6）班 孙正平 指导老师：
艾茜]

音乐剧《猫》观后感

昨天下午，我做完作业正在看书，奶奶
走进房间对我说：“你作业完成了，现在就交
给你一项‘大任务’，家里的酱油用完了，你
去买一瓶吧！”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对奶奶敬
了个礼，说：“保证完成任务！”

我紧紧拿着奶奶给我的钱，出了家门，
很快就到达超市。

我来到买酱油的区域，品牌真多啊！有
海天、李锦记、味极鲜，还分生抽、老抽等品
种……满满一柜子酱油，看得我眼花缭乱，
不知道该买哪一瓶好。没办法，我只能求助
导购了，可是她们都在忙，没空理我。眼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可我还站在那里不
知所措。这时，一位老奶奶走过来，正好也
要买酱油。我看她直接伸手拿了一瓶就走，
根本不用挑选，看架势就是一个行家。我赶
紧学着，也挑了一瓶一样的酱油去付钱。一
路上，我拿着酱油左看看又瞧瞧，心想：“奶
奶是不是需要这种酱油呢？”

回到家，我有些忐忑，把买好的酱油递
给奶奶。她看了非常满意，说这种酱油是最
常用、最适合炒菜的品种，直夸我能干！

这次买酱油，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遇
事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多观察、多思考，一
定会有满意的结果！

［九江小学甘棠湖校区五（六）班 冷乐
晨 指导老师：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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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酱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