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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的爬山虎
门头沟区龙泉小学 五年级（1）班 安宇彤

草原晚霞草原晚霞
赵春光赵春光

野花铺满的草原野花铺满的草原
清风搅动着幽香清风搅动着幽香

远处飘来悠扬的马头琴远处飘来悠扬的马头琴
你低眉信手轻歌吟唱你低眉信手轻歌吟唱

掩不住那般娇艳婀娜与妩媚掩不住那般娇艳婀娜与妩媚

天使调和的色彩天使调和的色彩
使草花跃动使草花跃动

呼唤着你翩然而至呼唤着你翩然而至
在风中起舞在风中起舞

与无数目光交汇与无数目光交汇
编织出了锦缎编织出了锦缎

是你斑斓的舞衣是你斑斓的舞衣
脚踩山峦五线谱的音符脚踩山峦五线谱的音符

将绚烂的壮美将绚烂的壮美
在西边的天际上演在西边的天际上演

那是你映在空中的倩影那是你映在空中的倩影
扰乱了草原上男儿的心扰乱了草原上男儿的心

做一回蒙古汉子做一回蒙古汉子
穿上戎装穿上戎装
挥舞马刀挥舞马刀

驾驭一匹健硕的骏马驾驭一匹健硕的骏马
像夸父一样追逐像夸父一样追逐
去挽你的手去挽你的手

一起一起 消失在地平线消失在地平线
留给草原的留给草原的

只有满满的回忆只有满满的回忆

下清水村清水畔 王进山/作

国庆游行那一天
李青云

2019年10月1日，晨。从东向
西，2200多人的游行方阵队伍缓慢
而有节奏地行进在长安街上。与前
三次的演练相比，这次的集结效率
更高，环节更加紧凑，最重要的是不
用在北京站前街上经历瑟瑟秋夜，
最冷的半夜已经在大巴车和地铁里
温暖地度过了，我在心中窃喜：我们
这身衬衣和裤子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应该再恰当不过了。

今天的行进和以往还有很多不
同，花车早早地就排好等我们聚拢包
围，前边32方阵的手持物从小国旗
变成了彩色花束，随着与天安门距离
的一点点拉近，队伍里的欢乐气氛越
来越浓厚，所以当喷着七彩云烟的飞
机列阵从头顶飞过时，大家兴奋地高
声欢呼；当32方阵花车上的外国友
人热情互动时，大家兴奋地高声欢
呼；当方阵里允许带着对讲机和手机
的“骨干队员”走进队伍录像时，大家
还是兴奋地高声欢呼，好像没有一个
人觉得累，没有一个人觉得困，没有
一个人不面带笑容、热情扑面。

时间大约到了正午12点，阳光
照耀着我们，身上已经微微出汗，来
不及去理会，耳边传来前边方阵的音
乐越来越清晰。虽然训练和演练的
时候听过好多好多遍，但从来没有亲

眼见过一次，真的很好奇：他们的服
装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口号跟我们
一样吗？到底哪个方阵的音乐是《我
们都是追梦人》呢……一连串的问
题盘旋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等我回家
一定要好好地看一次回放，从头到
尾，一个镜头都不要错过，也不知道
我的儿子和闺女在电视机前能找到
我吗？他俩儿会兴奋吗？终于听到
30号门头沟区“绿水青山”方阵的音
乐了，节奏感强，旋律特别，这之后就
是31号全国各省市花车方阵，接着
是32方阵，再然后就是我们……

快到东华表的时候，路面突然
宽出了十多米，57人的横排面间距
慢慢拉大，这就意味着方阵的正式
队形即将就位，合着32方阵《千年
之约》的音乐节奏，我们高举起右手
的26支红色山茶花组成的花束，左
手挥舞着大号的红色党旗，与两边
的观众热情互动。以前演练了无数
次的互动，今天终天有了欢愉“对
象”，得到观众热情地回应，大家互
动的热情更加高涨。

到了出发线听到指令后，我们
高声齐喊“1、2、3、4”雄纠纠地出发
了！前面很快就到音乐线了，32方
阵的音乐还没有结束，我们只能继续
向前走。终于，再熟悉不过的音乐

《不忘初心》响起，象征着“我们来了”
的欢呼声从两千多人的口中同时呐
喊出来，那气势像要把整个天安门淹
没。我们的头齐刷刷地转到斜上45
度，天安门城楼的方向，近视眼的我
虽然看不清习大大的面庞，但丝毫不
影响长时间、热情有力地欢呼。取消
了原来的波浪动作，6个八拍的欢呼
之后就是我们的口号，这是最后一次
了，一定要喊齐，我在心里叮嘱了自
己无数遍。从音乐开始，我就在心里
暗暗数着节拍，用最大的声音告诉两
边和后面的队友“准备喊口号”，然后
自己用平生最大的嗓音喊出了第一
声“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与所有人
的口号声汇到一起震耳欲聋，自己的
声音和音乐声几乎都听不到了。当
我要喊第三遍的时候，我的喉咙突然
哽住了，鼻子一酸，两行热泪不由自
主地滑过脸庞，只有一两秒的停顿，
我马上用袖子拂去泪痕，又有眼泪流
下来，干脆不管它
了，用尽全力接着
喊余下的两遍口
号。就在那一刻，
我的脑海里霎时
闪过好多好多的
回忆……想起了
我们顶着烈日站

军姿、练队列、标排面；想起我们下雨
天在球馆里训练，闷热的汗水湿透衣
背；想起我们晚上拉歌比赛，我们一
中队齐声高唱《不忘初心》；想起我们
第一次上长安街演练，半夜出发竟然
兴奋地睡不着觉；想起我们第一次坐
地铁出发的那次，回程路上奔跑着被
挤进去，又困又乏只想找个坐的地方
都没有；想起我们在北京站前街集结
等待的夜里，寒风袭来，胳脯被冻得
不行，和队员背靠背坐着相互取暖
……太多太多的场景在那一瞬间从
眼前闪过，耳边想起一句歌词“只为
这一天”。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这是我
们方阵唯一的口号，所有的欢呼都
抵不过这一句的深情。在我们的心
里，再苦再累在这一刻也值得，再困
再乏在这一刻也不在乎，因为我们
参与过、经历过、体会过，并将终生
珍藏着。

““向火而行向火而行””之消防礼赞之消防礼赞
吕金玲

红枣，在家乡众多的水果中算
不上稀罕物，其价格也算不得昂
贵。但它脆甜爽口，易于储存，既可
为果，更可为粮，加之有益气生津、
养血安神的功效，因而普遍受到人
们喜爱。

红枣又称大红枣，陕北地区、新
疆地区的枣，色红而个儿大，称为大
红枣的确名正言顺，而京西地区的
枣则略小，称为小红枣倒也名副其
实。或许是没有比较的缘故，当地
人仍习惯叫大枣或大红枣，而且屡
叫不改，叫得理直气壮！

家乡多枣，村子的田边地堰，坡
畔路旁乃至庄户院中，枣树随处可
见。尽管家乡的枣树很多，却不是
家家都有。以前，人们建房造屋，大
都小门小户，且多户同院。因而，院
子里占布的满满当当，没有栽花种
树的空余之地。村中，独门独院的
人家屈指可数，他们在院子的墙角
或窗前栽上一两棵。然而，就是这
寥寥几棵便足以惹人眼目。

山乡的红枣之所以为人喜欢，
是因为它不仅好吃，而且回报迅
捷。俗话说，“桃三杏四枣当年”，指
的是栽桃三年可结果，杏树收获须
四载。而枣树当年栽植便可结果，

且成活率高又无需多加管理，所以
人们多在院中栽植。儿时，看到别
人家的枣儿由青转红，日渐成熟时
便有些垂涎欲滴，总是有意无意地
多看几眼。当挂满红枣的枝头伸出
墙外，在微风中摇曳轻荡，心里便猫
爪儿抓似地抓挠。在无人时，匆忙
地撸满衣兜，尽管胳膊手臂被扎成
一条条血印，与玩伴们分享之时，心
里依然乐得开了花似的。

现今，我在家乡有了自己的一
处宅院，除四间宽绰亮堂的北房外，
又盖了四间西南房。看看还有些空
地，在院东窗前砌了花池，除种些瓜
菜外，特意移栽了一棵小枣树，在我
的精心呵护下，当年便挂了十几个大
红枣。第二年开春，枣树长出许多绿
盈盈的新叶，开了许多像米粒似的小
黄花，散发出带着蜜味的清香。那
年，树上挂的枣儿，也由十几个变成
几十个。此后经年，枣树越长越大，
枣儿亦越挂越多。枣儿成熟时，红的
耀眼、青的悦目，犹如在碧绿闪亮的
叶丛中镶满了红红绿绿的宝石。我
与朋友坐在枝繁叶茂的树下，品茶、
聊天、乘凉，总是那么惬意！

“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
落杆”，眼看那绿叶间油光闪亮的枣

儿，密密麻麻地泛起红晕，沉甸甸地
挂在树上，不但赏心悦目，且能勾出
人们肚里的馋虫。树大分枝，一枝
树杈无拘束的自由伸展，越墙而
出。没等到成熟，枣儿便被人揪扯
的所剩无几了。家里人说：“等熟了
再摘多好呀？”话语中带着几分惋
惜。其实他们并非舍不得让人吃，
而是觉得他们吃不出香甜的味道。

收获时节，我们在树下铺了一
大块塑料布，然后挥杆乒乒地敲
打。大红枣儿随着枝条的颠悠起
伏，扑腾腾飞落而下，除少量蹦跳的
较远或无规矩的散漫到边角处，绝
大部分掉落在塑料布上。大人们脸
上笑得枣样红，不时地往嘴里塞几
个鲜亮的脆枣，手却不停地敲打。
孩童追着蹦跳的枣儿，开心得又喊
又叫。

我们先把散落的枣儿捡拾干
净，然后扯起铺布的四个角，枣儿乖
巧地聚集一起，顺手装入篮筐或笸
箩里，除去杂草树叶，挑拣出易于久
存的枣子，放在台阶上晾晒。我手
捧红通透亮的甜枣，嘴里嘎巴地嚼
着，不由想起儿时“偷枣”的经历，尽
管做了回梁上君子，倒也没觉得有
多寒碜。因为，村里人从不把这种

事当作偷！
在贫穷的年代，乡下人出远门

办事，大都背上一袋干红枣，饥饿时
吃上几把，喝几口山泉水，又是精神
焕发。儿时家中贫寒，晚上只能喝
几碗稀粥，常常跑上五六里路去看
露天电影。一路跑闹，肚中的几碗
汤水，两泡尿后便饥肠辘辘。我们
时常抓几把干枣放进衣兜里，电影
散场，枣儿吃光，肚里也不再叫唤
了。备战备荒的年代，人们对红枣
的重要作用认识的更为深刻，山乡
的村子里广为种植，家家户户都备
上几袋枣子。

红枣既是鲜果亦为干果，刚下
树时为鲜品，吃起来甜津津、脆生
生、香喷喷的。秋后，把枣儿晒成半
干，它们便成了常年享用的干果。
不少人家挑选出个大无损的鲜枣，
装进瓷坛里，再滴入一些白酒，封存
起来，腌制成保鲜不腐的“醉枣”。

经过晾晒风干的枣儿不再亮丽
如故，鲜红光溜的通身变为酱紫色，
堆起一条条密匝匝的皱纹。它们把
日渐成熟的过程，毫不隐瞒地刻在
身上。它们镌刻的不只是栉风沐雨
的经历，还刻下种枣人企盼丰收的
希望！

我们的校园，处处有风景。有
小水车、地动仪，只是爬山虎让我的
印象最深刻。春天来了，校园的墙
角里，悄悄地钻出了几根细细的绿
芽，稀稀疏疏的，它顺着墙壁爬呀
爬。长出了几片小小的叶芽，看起
来是那么纤弱、那么娇嫩，我们看着
它，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呀？细的
跟钢丝一样。”老师笑着说：“这是爬
山虎，别看它小，不久你一定会为它
的生命力而感叹。”

老师果然说中了。到了夏天，
爬山虎已经窜到了墙顶，小小的叶
子已经有巴掌大了，它们有的大、有
的小，有的是浅绿色，有的呈墨绿

色。挨挨挤挤、层层叠叠，把整座墙
遮得严严实实，远远看去，就像一个
绿色的瀑布。阳光下的爬山虎叶子
油光发亮，蓬蓬勃勃，焕发出无限的
生机，让人折服。爬山虎的叶子是
分片儿长的，它的叶子有的是五片
儿，还有是四片儿的。

到了深秋季节，爬山虎的颜色
开始变了。有的变成了红色、有的
变成了黄色、有的变成了花色。同
学们在爬山虎前，有的做游戏、有的
在跳绳。我却在那各种颜色的爬山
虎前站立许久，我在想爬山虎如一
个人的成长经历一样，从弱小的叶
芽开始，经风雨的抽打，一点点顽强

不屈地生长。只要有一些泥土，它
就会攀附生存。秋天的时候，它把
最丰富的颜色灿烂地献给世界，让
这个世界丰富多彩。

冬天快要来临了，我们即将穿
上厚厚的棉衣抵御风寒。那么，爬
山虎呢，它有棉衣穿吗？它是如何
度过严冬呢？我望着眼前的爬山虎
百思不解。我回家后上网查了查百
度，爬山虎极其耐寒，能耐-20℃的
严寒，秋天叶子都落了以后，它的藤
条依然留在原地越冬，待到第二年
春暖花开的时候，生命顽强的爬山
虎又会绿荫如盖了。

我既感到惊奇，又感到振奋，

一种普通的植物，有这么顽强的
生命力。想想我们人类，是不是
有些矫情和脆弱呢？怕冷怕热，
有时还伤风感冒。爬山虎，一年
四季为什么从来不会感冒发烧
呢？天气旱了，不下雨它也能忍
耐饥渴。阴雨连绵，它也没有忧
愁，仍然笑对阴雨天，等待彩虹和
暖阳的出现。

啊！校园的爬山虎，你因自己
的顽强不息，给了我们带来了生命
的坚强，给了我许许多多的人生启
迪。这就是我最喜欢学校一角爬山
虎的真正原因。

指导教师：柴华林

家乡的红枣
李德禄

和平年代里和平年代里，，职业风险高职业风险高、、牺牲风险大牺牲风险大
的是何工作的是何工作？？是消防是消防！！同百姓贴得最近同百姓贴得最近、、
联系最紧的是何队伍联系最紧的是何队伍？？是消防是消防！！在一次次在一次次

““向火而行向火而行””中中，，赢得国家和民众高度赞誉赢得国家和民众高度赞誉
的是何官兵的是何官兵？？还是消防还是消防！！有着六七十年光有着六七十年光
荣历史的我荣历史的我2020万消防战士万消防战士，，每每以大爱大每每以大爱大
忠大勇的逆行背影忠大勇的逆行背影，，描摹出一幅幅令人深描摹出一幅幅令人深
为崇敬和钦赞的画面为崇敬和钦赞的画面，，同时交付出一张张同时交付出一张张
在烈火炙烤中不负使命与担当的人生答在烈火炙烤中不负使命与担当的人生答
卷卷。。其绝对是值得我们浓墨重彩书写与讴其绝对是值得我们浓墨重彩书写与讴
歌的英雄群体歌的英雄群体！！

20182018年感动中国颁奖词中称誉年感动中国颁奖词中称誉““你在你在
时时，，如炽烈的阳光如炽烈的阳光，，你离开你离开，，是灿烂的晚霞是灿烂的晚霞””
的消防员杨科璋的消防员杨科璋，，入伍以来参加灭火救援入伍以来参加灭火救援
200200余次余次，，抢救疏散被困群众抢救疏散被困群众160160多人多人，，终终
在一次救援中从五层坠落在一次救援中从五层坠落，，紧抱在怀中的紧抱在怀中的
孩子安然无恙孩子安然无恙，，他却献出了年仅他却献出了年仅2727岁的宝岁的宝
贵生命贵生命，，无数人自发为之送行无数人自发为之送行。。

通州消防支队张利鹏通州消防支队张利鹏，，去年回家探亲去年回家探亲

期间期间，，听游客呼喊听游客呼喊““救命救命””，，迅即跳入水中迅即跳入水中，，
三次奋力的托举三次奋力的托举，，三名落水者获救三名落水者获救，，可体力可体力
严重透支的他却再没能回来严重透支的他却再没能回来，，生命永远定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格在了3030岁岁。。从军从军1010余年余年，，他参加了他参加了300300
多次抢险救援多次抢险救援，，救出遇险群众救出遇险群众6060余人余人。。更更
让人没想到的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家中并不富裕的他竟然家中并不富裕的他竟然
化名化名““梦想梦想””，，用平时省吃俭用的钱无私助用平时省吃俭用的钱无私助
学学，，听来听来，，多么催人泪下而又撼人心扉啊多么催人泪下而又撼人心扉啊！！

还是去年还是去年77月月，，北京北京4848小时内降下了小时内降下了
全年六分之一的雨量全年六分之一的雨量。。密云区石城镇黄峪密云区石城镇黄峪
口村情况紧急口村情况紧急。。我市消防特警应急分队我市消防特警应急分队77
个小时徒步个小时徒步2020公里山路公里山路，，横渡横渡33条激流和条激流和66
个严重塌方的路段个严重塌方的路段，，为翘首以盼的受灾村为翘首以盼的受灾村
民送去大批物资民送去大批物资，，连夜冒雨返至集结地已连夜冒雨返至集结地已
是凌晨两点是凌晨两点。。次日又接到送水任务次日又接到送水任务，，7070人人、、
240240桶矿泉水桶矿泉水、、共计共计15001500升升。。为多背水为多背水，，队队
员们都放弃了携带自己的饮水和食品员们都放弃了携带自己的饮水和食品。。其其
中就有当了中就有当了1515年消防兵年消防兵、、曾参加过曾参加过77..2121特特
大暴雨救援的猛将赵龙大暴雨救援的猛将赵龙。。实在渴极了实在渴极了，，他他

就捧几口混杂着雨水的山泉喝就捧几口混杂着雨水的山泉喝，，明明身上明明身上
背着水背着水，，他却说他却说““水是给老百姓的水是给老百姓的，，我不舍我不舍
得喝得喝。。””看着村民们大口地喝着他们历尽艰看着村民们大口地喝着他们历尽艰
辛送去的矿泉水时辛送去的矿泉水时，，消防员们只是舔了舔消防员们只是舔了舔
嘴唇嘴唇，，背过身去……一次次出征背过身去……一次次出征，，一次次施一次次施
救救，，湿漉漉的天地间湿漉漉的天地间，，留下一串串耀眼的留下一串串耀眼的

““荧光黄荧光黄””，，它昭示了百姓在其心中的份量它昭示了百姓在其心中的份量，，
也让人在心疼中暖着更感动着也让人在心疼中暖着更感动着。。

今年大年初五今年大年初五，，我市方庄特勤消防中我市方庄特勤消防中
队指导员马小卫队指导员马小卫，，带领带领2121名队员向刘家窑名队员向刘家窑
东里一居民楼进发东里一居民楼进发，，因及时赶到因及时赶到，，火情得以火情得以
控制控制。。1616年消防生涯的他说年消防生涯的他说：：““别人过大别人过大
年年，，我们过大关我们过大关。。以前没禁放时以前没禁放时，，除夕夜要除夕夜要
出警出警3030多趟多趟，，几乎没吃过一顿完整几乎没吃过一顿完整、、热乎的热乎的
年夜饭年夜饭。。改制后改制后，，没有了没有了‘‘一级战备一级战备’’，，但我但我
们丝毫不敢松懈们丝毫不敢松懈。。””据统计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今年春节期间，，
全市有全市有59565956名消防员名消防员2424小时待命小时待命，，除夕至除夕至
初五初五，，抢险救援抢险救援8585起起，，社会救助社会救助150150起起，，这这
何尝不是对人民幸福生活守护神最恰切最何尝不是对人民幸福生活守护神最恰切最

生动的诠释生动的诠释？？
都还记得今年清明前夕四川木里森林都还记得今年清明前夕四川木里森林

火灾这事吧火灾这事吧。。接警后森林消防凉山西昌大接警后森林消防凉山西昌大
队即刻出动队即刻出动。。由于风向转变和罕见的由于风向转变和罕见的““轰轰
然然””，，3030名正值芳华的年轻人殒命火场名正值芳华的年轻人殒命火场，，那那
是怎样一种让人肝肠寸断啊是怎样一种让人肝肠寸断啊！！44月月44日日，，烈烈
士悼念活动举行士悼念活动举行。。西昌市和木里县降半西昌市和木里县降半
旗旗，，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花圈，，省政府宣读省政府宣读
了评定烈士了评定烈士、、追记一等功等相关决定追记一等功等相关决定。。

按路索迹按路索迹，，英雄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英雄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何为支撑何为支撑？？当说是信念当说是信念、、认同认同、、境界境界、、素质素质。。
被公安部评为烈士并授予献身国防金质纪被公安部评为烈士并授予献身国防金质纪
念章的张利鹏说念章的张利鹏说：：““甭管改制不改制甭管改制不改制，，穿不穿穿不穿
军装军装，，人民消防永远为人民人民消防永远为人民。。””马小卫说马小卫说：：““我我
们的坚守们的坚守，，意味着百姓的平安意味着百姓的平安，，我们的不眠我们的不眠，，
换来百姓的安眠换来百姓的安眠，，我们对家人的思念我们对家人的思念，，更让更让
我们愿为百姓的团圆而付出我们愿为百姓的团圆而付出。。””赵龙说赵龙说：：““这这
拼劲儿就是我们消防的精神拼劲儿就是我们消防的精神，，只要在消防干只要在消防干
过过，，都有这劲头都有这劲头。。””善于用画笔将抢险画面记善于用画笔将抢险画面记

录下来的新兵苏鹏松说录下来的新兵苏鹏松说：：““看到群众望着我看到群众望着我
们的眼神们的眼神，，我真正体会到了使命感和自我的我真正体会到了使命感和自我的
价值价值。。”“”“男孩儿都有军装梦男孩儿都有军装梦，，军营的生活很军营的生活很
特别特别，，这样的经历一辈子就一次这样的经历一辈子就一次。。””质朴的话质朴的话
语无需再多语无需再多，，它如实记录了消防官兵成长的它如实记录了消防官兵成长的
心灵轨迹心灵轨迹，，也深刻揭示了人活着的要义也深刻揭示了人活着的要义，，发发
人深省人深省，，予人启迪予人启迪。。

借用魏巍名作借用魏巍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中一中一
段话段话：：““当你喝完一杯豆浆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提着书包走向
学校的时候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
天工作的时候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嘴里塞着苹果当你往孩子嘴里塞着苹果
的时候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
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细思细思，，
我们的确生活在幸福之中我们的确生活在幸福之中，，而这幸福的源而这幸福的源
泉与保障之一泉与保障之一，，定然离不开有警必出定然离不开有警必出、、闻警闻警
即动即动、、召之即来召之即来、、战之必胜的消防兵战之必胜的消防兵。。恰如恰如

““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不过是有人替你负
重前行重前行。。””让我们饱含深情地记住他们吧让我们饱含深情地记住他们吧
———可敬可爱的消防勇士们—可敬可爱的消防勇士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