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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摘松果之旅
南岸区弹子石小学 CBD 校区三年级
4 班 王鹏睿 指导老师：徐舟舟

上游作文

名师

李瑛
重庆市巴蜀小学语文
高级教师，在教学一线耕耘
29年。获得重庆市中小学教
师基本功大赛全能一等奖、
渝中区教师普通话朗诵比赛
第一名。参与“创造教育特
色的小学学科教学研究”获
重庆市教改成果一等奖，参
与编写并出版该项实验成果
《创造教育研究》。多次指导
学生参加全国、
市、
区级作文
比赛荣获一等奖。

朗读者：重庆市荣昌区直升镇中心小学三年级
1 班 龙星宇 指导老师：刘莉
清晨时，树洞口照进了一束阳光。我在树
洞里伸了个懒腰，
向洞外口看去，
地平线上升起
了一朵超大的乌云。
“呀！看样子一会就要下雨
了。下过雨就不好摘松果了。
”
我边说边拿起篮
子出门了。
我用鼻子仔细收索着松果的踪迹。没多
久，就在松树林里找到了一棵最高、最大、最粗
壮的松树。我刚要爬上树去摘松果，从茂密的
树林间传来
“唰唰唰”
的异样声音。感觉身后一
凉，一只长着一双大翅膀和九个脑的狮子张开
血盆大口朝我扑了过来，我赶紧抄起腰带上比
拳头还大的核桃弹，紧紧地握在手中，
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用力向狮子扔去。只听“轰”的一
声，狮子居然用翅膀飞上了天空！我见形势不
对，便拨腿就跑向不远处的草丛。我一下子躲
进草丛，
狮子飞过来没有发现我，
便降落在旁边
的树叉上，守株待兔。我在草丛里从腰带拿出
手枪和核桃弹，我把核桃弹拧了三下，放进手
枪，对准树上的“大怪物”开了三枪。只听狮子
惨叫一声，从树叉上掉下来，奄奄一息。我趁这
个时候赶紧跑岀来，爬上树，摘下了松果。
我高高兴兴提着篮子回家了。

鹰的旅行
人民小学六年级 2 班 隆煜城 指导老师：欧阳红梅
朗读者：
重庆潼南区人民小学四年级 6 班 唐颢洳 指导老师：
沈妍
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长着锋利的爪子，丰
说：
“它是我朋友。
”
满的羽毛和又尖又长的喙。哇，我变形了！我
我糊涂了，难道因为是朋友就一定要救它
变成了一只鹰。看着自己与往日不同的样子，
吗？蚂蚁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继续说：
“你知
我却对未来感到了迷惑，我以后该做些什么
道岸上的猴子中有个叫王勃的，写过诗句
‘心事
呢？我有能让原来的小伙伴们为我骄傲和鼓掌
同漂泊，天涯共苦幸’吗？只要是朋友，就应该
的真功夫吗？
同甘共苦，这就是友情。
”一瞬间，
我似乎明白了
于是，我决定去旅行，到外面的世界去看 “友情”这个东西的含义。
看，
寻找生活的意义。
我告别了小蚂蚁，
来到一座花园，
看到一个
伴着清风，披着云彩，手握时光，我向前飞
水坛，正准备喝水，却听到一阵欢快的歌声由
着。突然，我那锐利的双眼看到两只蚂蚁在河
远而近，一回头，看见一只小蜜蜂哼唱着歌，采
边游玩，一只蚂蚁掉进了水中，大喊：
“救命啊，
着花粉，轻盈盈地向我飞来。顿时，我好奇心
救命啊！”另一只蚂蚁迅疾反应过来，见周围没
猛涨，
“ 小蜜蜂啊，你在干什么呀？”
“ 我？不过
有其它可助的同类，得不到想要的帮助，
自己奋
是 在 干 我 的 本 职 罢 了 。”
“那你本职是什么
不顾身地跳到漂浮在水面上的一片树叶，用触
呀？”蜜蜂听了，昂首挺胸，笑容灿烂，自豪地
角当前行的舵靶，
艰难地划着水，
一点一点地靠
说：
“ 我是只公蜂，大概只有几天生命了，但我
近落水的同伴，最后成功地将同伴救起。我大
多采些花粉酿成蜜，能给整个蜂巢的幼虫留下
吃一惊，
心里疑惑。那只蚂蚁救同伴时，冒着生
好多天好多天吃的，这种荣誉，是多少天生命
命危险，
它不害怕吗？不可能吧！我飞过去，问
也换不过来的！”我看着快失去生命的蜜蜂，感
那只为救同伴而筋疲力尽的蚂蚁，
“小蚂蚁，你
悟地点了点头，我好像又明白了“职责”和“价
刚才救同伴时不害怕么？”要知道，救同伴时容
值”是什么。
易付出代价的哟，你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
虽然我是只鹰，但我也似乎找到了人生的
呀！那只蚂蚁听了，歪着头沉思了一会儿，
对我
方向。我又启程了，去寻找让我遨游的天空。

爸爸又失约了
渝中区人和街小学五年级 4 班 董胜旗 指导老师：李佳
朗读者：
重庆渝北区金鹏实验小学六年级 2 班 张蓝兮 指导老师：
刘俊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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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餐桌文化
渝北区龙山小学校六年级 4 班 周稼
轩 指导老师：李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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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读 者 ：重 庆 渝 北 区 实 验 小 学 六 年 级 2 班
刘烜妤 指导老师：杨迎春

作文版主持人：

叶子姐姐
（资深教育记者 黄晔）
叶子姐姐微信号：
cqcb99
作文问题咨询电话：
63907460
有声作文朗读投稿：
2683093443@qq.com

记录成长，让瞬间成为永
恒。养成习惯，
让发展不受局限。
提笔写作也许只是老师布
置的一项作业，
但上游新闻
“作
文”活动却让同学们的作文变
得丰富多彩，
趣味盎然。
热爱生活，
爱上写作，
养成
一种终身受益的好习惯。
助力学习，
关注成长，
投稿
上游作文，
每周六、
周日《重庆晨
报》中、
小学作文版如期与你相
会，
期待更多的中小学生来此展
示才华，
书写成长，
分享快乐。
作文投稿路径：下载
上游新闻 APP—注册—
作文（频道）—填报信息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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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我们中华
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和礼仪文化都源于饮食。
食物的味道是丰富多彩的，食物中蕴含的文明
礼仪也是亘古不变的：
长辈先入座、不得啧啧做
声、不得囫囵喝汤、不得有争饱之嫌……直到现
在，
这些礼仪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也
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依稀记得小时候，
母亲告诉我，
碗里不可留
饭粒，
否则将来自己会是个麻子脸。如今看来，
虽然这是一种毫无科学依据的威吓，可天真的
我却对妈妈的话深信不疑，每次吃饭都乖乖的
把剩下的饭粒“打扫得干干净净”。稍大一些，
爸爸教我读《悯农》：
“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食材来之不易，
它所散发的味道，
更是来之不易，
我们要珍惜每
份食物，不可肆意浪费……渐渐的，我懂得了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
艰”
。不管是对辛苦耕作的农民伯伯，
还是养殖
捕鱼的海边劳作人家，
我都产生了感激之情，且
越发尊敬和敬佩。
也许是从小的耳濡目染，
父母的言传身教，
我渐渐养成了餐桌文明礼仪的好习惯。在一次
生日宴会上，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一
道道精致的美味佳肴，
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
撩拨着大家的味蕾，让人垂涎欲滴。正当大家
欢快地享受这珍馐美味时，我那可爱的妹妹老
毛病又犯了，
她的碗旁这里几粒米饭，
那里几块
碎骨，
真是
“遍地开花，
琳琅满目”
。看着她的杰
作，我皱着眉头，认真地提醒她：
“妹妹，桌上不
能乱扔哦！”妹妹眨巴着眼睛看着我，似懂非懂
地点了点头，随即乖乖地收拾了残渣。看着不
再凌乱的餐桌，我心里顿时舒畅开来，
像吃了棉
花糖一样，甜甜的……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格外重视餐桌礼仪的家
庭里长大的。小小的餐桌，
承载着文明，
中华民
族的文明礼仪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骨子里。文
明餐桌，
是你我享受生命，
追求健康的共同心愿，
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携手共进，
创造文明中国！

重邮
“智惠行动”助力石柱土家山寨科创教育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乙竹）为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
科学思想，重庆邮电大学——教育部全国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重庆市重点科普基地
—物联网互动体验馆于 11 月 20 日赴石柱县
中益乡小学校开展“智惠行动”助力土家山寨
科创教育公益活动。石柱县科协、教委等部门
的 10 余名工作人员参与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进行了“智惠行动”助力土家山
寨科创教育公益活动启动仪式，重庆邮电大学
副教授张开碧、中益小学校长刘斌进行了致
辞，并为学生颁发科普小使者证书。此外，基
地为中益乡小学校的每位学生准备了学习用

品、科普图书、研学卡等礼品。
启动仪式结束后，
由基地工作人员开展了
科普讲座、智能编程公开课、机器人表演、无人
机飞行体验、3D 打印\VR 眼镜体验以及 ABB
工业机器人远程演示等活动，
帮助中益乡小学
校的同学们拓宽了科学视野，
激发了同学们的
科学热情，同时提升了同学们的科学素养。

“叮铃铃，
叮铃铃……”
放学铃声终于响了，
我飞快地收拾好书包，
脚上像踩着风火轮似的，
直奔校门。
校园大道两旁绿油油的行道树好似笔挺的
仪仗队向我微笑致意，耳畔呼呼的风仿佛嘹亮
的牧笛，
吹奏着最美妙的音乐。哈哈，
今天可是
我的生日，爸爸妈妈答应了带我和弟弟去看期
待已久的奥特曼展览。
“呲……”
刚出校门的我一个急刹车，
“爸爸
呢？”看着路边的妈妈和弟弟，我伸长脖子左看
看、右瞧瞧，
有点惊讶地说到。
“爸爸工作临时有事，
可能来不了了。
”妈妈
轻轻摇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
“有事！有事！又有事！每次都有事！”我
猛地一扭头，
跺了跺脚，气呼呼地说，
“今天不是
轮休吗？怎么又变卦。总是失约，不讲信用的
爸爸！”
“好啦好啦，
说不定爸爸忙完就过来了。
”
妈
妈牵着弟弟，温柔地搂着气鼓鼓的我向停车场
走去。
唉，
告诉你吧，
我的爸爸是一名消防员。
“什
么是消防员？”如果有人现在问我，我一定会毫
不犹豫地回答：
“说话不算数的是消防员，家人
聚会老是迟到的是消防员，不能给孩子好好辅
导功课的是消防员，工作很忙的是消防员，
联系

不上的是消防员，
不合格的爸爸就是消防员！”
“老婆，现场火势比较大，一时半会儿走不
了，你们先去吧，不等我了。”这时，妈妈手机里
传来了爸爸发送的语音，背景中刺耳的警铃声
让我心中咯噔一下。
“现场火势有多大？有没有
人员被困？爸爸会不会有危险？
”一连串问题一
闪而过。
“爸爸没事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妈妈。
“没事。”妈妈咬了咬嘴唇，低下头，小声地
说到。
不知为何，新闻里一个个灭火救援的画面
在我脑海中浮现。我想起了凉山木里森林火灾
扑救中牺牲的消防员，想起了合肥庐江洪水救
援中牺牲的陈陆，
想起了
“抱火哥”
，
想起了无数
在救援一线忙碌和急忙奔赴一线的消防救援
人。一个个消防救援人也是孩子的爸爸、妻子
的爱人、父母的孩子，只是因为选择消防，只是
因为心中坚定的信仰，
他们才不惧危难、不知疲
倦，
始终守候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哥哥，爸爸为什么又不陪我们玩呀？
”弟弟
奶声奶气地扯扯我的衣角问。
“因为爸爸是消防员！因为消防员肩负着
助民于危难、救民于水火的神圣使命，因为他们
是和平年代牺牲、奉献最多的
‘铠甲勇士’
，是无
所不能的最强
‘奥特曼’
！
”
我骄傲又坚定地回答。

雨天
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三年级 8 班 蔡沐希 指导老师：李征
朗读者：
重庆市人民小学四年级 3 班 谢新芸 指导老师：
周丽
阴沉的天空中弥漫着雾气，一颗颗小得可
怜的露珠从天而降，像一颗颗璀璨的宝石一般，
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
落在了高高的大楼上，落
在了湿湿的公路上，落在了车子的顶篷上，
落在
了行人的雨伞上。
在那摩天大楼的屋顶上，
露珠如眼泪般
“啪
嗒啪嗒”地滴落下来，似乎在诉说着她的悲伤；
那
“滴滴嗒嗒”
的声音呀，
似乎正在开场音乐会；
每辆车子都拥拥挤挤的，
在马路上行驶，
像一群
群蚂蚁一样，响亮地“嘟嘟滴滴”的叫声传遍了
整个世界。

在这白白浓浓的雾色中，一栋栋小小的房
子里亮满了灯光，这灯光啊，和这雨天一比，可
温暖多了。每一栋栋楼，
每一辆辆车，
每一片片
地，
每一个个人都沉醉在雨天里。
美丽的雨天真是好，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待
在家里，或者是出去玩，在雨伞下玩，在车上
玩。雨天也好，晴天也好！雨天好，
清新的空气
让世界变得凉爽；晴天好，温暖的阳光洒满大
地，
让人们觉得温暖。
这凉凉的雨天一转眼就过去了，旧雨往去，
新雨过来，美丽的雨天呀，
我希望再次见到你。

靓星高档鹅绒被 厂家限量直销 59 元
知名民族品牌靓星 的高档鹅绒被，厂家特拿出 1000 床做品牌推广活动，每床 6 斤。
机会难得，抢订电话 400-991-3577

靓星 鹅绒被，面料质量好，绗缝工艺，把高档鹅绒被固定再每一
个方格之中，不跑毛不钻绒不变形，品质过硬。每一床靓星品牌高档
鹅绒被足足有 6 斤，盖上去柔软、舒适、不憋不闷，不压身！这次就为
了推广品牌，让老百姓都知道我们，你得了实惠，帮我们宣传下口碑，
质量和以前买的比一比，如果质量不好，你买多少我退多少！这是工
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朋友买到货真价实，经济实惠的鹅绒被，靓星
鹅绒被厂家，特推出 59 元活动，来回馈广大读者。活动如下：
1、针对喜爱靓星品牌的读者朋友。
2、一床鹅绒被 6 斤，一个家庭限购两床。

抢购电话

3、快递免费送到家，满意再付款。
4、活动时间:11 月 21 日—27 日。

400-991-3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