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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小白兔》

□

参观应急救援大队
□ 王浩铭

2021 年的第一场小记者活动来了，听说是参观五
华区应急救援大队，我特别高兴。周六，我早早就起
来，催促着妈妈带我去集合。
小记者们有序地进入大门，看到了许多消防车。
讲解员老师带我们走进了大厅，介绍着墙壁上的浮雕，
还 讲 了 很 多 有 关 消 防 员 叔 叔 的 光 荣 事 迹 ，让 我 很 敬
佩。接着我们又参观了一些消防器材，有无齿锯、隔热
服、避火服等，隔热服能让消防员穿过 500 摄氏度的火
场，避火服能让消防员穿过 1000 摄氏度的火场。之后
我们来到了许愿墙，我在墙上留下了让消防员叔叔们
平安归来的字迹，希望他们一切安好。
接 下 来 ，到 了 我 最 喜 欢 的 环 节 —— 玩 游 戏 拿 奖
品。第一个项目是比穿消防服，看谁穿得快。一声令
下，我快速地穿好衣服，戴好头盔，最终赢得了我喜欢
的书签；第二个是水带保龄球，我是男生中滚得最远的
一个，一下投中 4 个矿泉水瓶，拿到了一个文具袋。游
戏结束后，我还和消防员叔叔们合了影。
这次活动让我知道了，消防员为保护国家财产安
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怕苦、不怕牺牲和勇于牺
牲，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云师大附小金安校区四（6）班

二十年后的家乡
□ 杨欣瑜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我
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春城——家乡昆明。
当我站在家乡的街道上时，我惊讶极了，这里令我
感到熟悉又陌生。街上到处是大片大片的绿化区，树
木苍翠欲滴，花儿争奇斗艳，与一座座高楼大厦和潺潺
流水交相辉映。街道一尘不染，现在的街道加入了一
些高科技材料，略带弹性，踩上去有些软。这样，如果
有人摔倒了，也不容易受伤。
我发现，
大街上的环卫工人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仿真度极高的环卫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将垃圾桶里的垃
圾捡出来，放进肚子里，不一会儿，便向街边的绿化带撒
出一片转化而成的肥料。街上除了机器人，还有一些形
似飞碟的清洁器，
它们一边吸起地面上的垃圾和灰尘，
一
边喷水清洗大街小巷。环卫机器人还有许多伙伴，它们
有的负责给草木浇水，
有的负责看守门户，
有的负责巡视
街道……为欣欣向荣、
繁华美丽的春城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脚踏飞行鞋来到滇池上空，眼前的景象让我惊
呆了：湖面清波漾漾，成群的鱼儿游戏水中，不时腾跃
而起，激起层层涟漪，那水珠四溅的声音清脆悦耳。湖
上的红嘴鸥无拘无束地展翅飞翔，不时将尾羽浸进湖
里，轻灵美丽。也有红嘴鸥成群翱翔，构成一个个奇妙
的图案，它们围着自己的家园乐此不疲地飞舞。一只
调皮又天真可爱的小红嘴鸥用它那鲜红的尖尖小嘴，
啄走了我发丝上的绿叶，望着它那自由自在的身影，我
心中感慨万千。
二十年后的家乡变化竟如此之大，虽然它令我有
些陌生，但依旧是养育我的故乡。只要我们不懈努力，
它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云师大附小金江校区五（3）班 指导老师：
李霓

A15

变成小蚂蚁后的生活
□ 汤恒懿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
突然发现手和脚变得像木棍一
样又细又黑，
一摸头顶，
天哪，
我竟然长触角了！一看身
子，
变成了又黑又小的
“三段体”
。就这样，
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事实——我变成了一只渺小的蚂蚁。
我一点一点地拉扯面前的大山——被子，
好不容易
才露出够我逃出的一点缝隙来，
此时的我躺在硕大无比
的枕头上，
累得筋疲力尽。我想：
原来
“弱小”
还真是蚂蚁
的身份证！平时我轻而易举就可以收好的被子，
现在连
拖动起来也是难于上青天，
蚂蚁的生活可真不容易啊！
两小时过去，我终于来到了最高峰——书桌。我
站在书桌的边上，欣赏着巨大、梦幻的书世界，感受着
迎面吹来的微风，心旷神怡。忽然，一个踉跄，我不小
心从桌子边掉了下去。
一股熟悉的味道向我扑面而来。一看，居然是我
的妈妈！我又惊又喜，大声喊道：
“妈妈，妈妈，我在这
儿，
快把我放到安全的地方。
”
可是妈妈面无表情，
拿起
杀虫剂对着我一阵乱喷。见我还有一丝生机，她又拿
起一本书向我丢来，还好我灵机一动，躲过了一劫。
唉，亲爱的妈妈，我可是您的女儿啊，但……我还是被
打中了，
昏了过去。
再次睁开眼，
我发现自己正在飞快地移动，
低头一
看，哦，原来我坐在妈妈的脚上，看来我已经脱离了危
险。妈妈来到花园，
我就悄悄从她的脚上溜了下来，
准
备开始新的冒险之旅。
我来到花坛边，
一群蚂蚁正排着队行走，
我跟在队
伍后面，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蚁王命令我们去找
食物，顿时大家四散开来。我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好
不容易才找到一粒小米，
这才在蚁王那里交了差，
真是
把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
晚上，躺在蚁巢里回想这一天的经历，我感慨万
千：
“原来做蚂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真想早日恢
复人的模样啊！
”
云师大附小文林校区六（4）班 指导老师：
周荣

爷爷的路·爸爸的路·我的路
□ 李雨键

我的老家在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凤羽镇凤河村，
它是一个白族小村落，位于凤羽坝子的中心。我每次
从昆明回老家，一路高速公路直达洱源县城后，拐进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土路，
最终到达凤河村。
这条小土路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很窄，只够两
辆小车“擦肩而过”。它像一根麻线，串起了沿路散落
在田野间的白族小村庄。看起来，它只是一条普普通
通的乡村小路，但对爷爷、爸爸和我而言，却蕴藏着不
同的含义。
爷爷的路，是温饱之路。在爸爸还很小的时候，
家里很穷，为了多挣点钱，爷爷把家里种的土豆背到
洱源县城去卖。一大背篓的土豆足有八九十斤，压得
爷爷的腰都直不起来。因为没有钱搭马车，爷爷硬生
生地靠着双脚走到县城。15 公里的土路，爷爷整整走
了 5 个小时，
“尘满面，
鬓如霜”。
爸爸的路，是求学之路。爸爸是在洱源县一中上
的高中，每周搭拖拉机去学校。拖拉机在土路上“突
突突”地走，爸爸坐在上面暗暗许了一个愿：要去省城
昆明读大学！后来，爸爸的心愿达成，这条小土路不
仅把他送进了云南民族大学，而且还送到了北京深
造，
让爸爸成为了全村第一个白族博士！
我的路，是旅游之路。每年我回老家两次，一次
是春节，一次是暑假。每当走在这条小土路上，我都
会心情雀跃，美好的假期时光开始啦！就在前年，又
修通了一条洱源到凤羽的新路，更宽更平坦了。为了
响应政府“退耕还湿”的号召，老家的那些耕地已经变
成了漂亮的湿地，有芦苇、荷花，还有很多野生的水鸟
来做窝。爸爸说，这条穿过湿地的新路就是专门为凤
羽的旅游观光而修建的。老家变成了湿地公园，我真
想赖着不走呀……
一条小土路，见证了一个白族小村庄如何从与世
隔绝变成发家致富，也见证了我们一家三辈人的巨大
变化。它通向勤劳致富，它通向知识改变命运，它通
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生活！
云师大附小金牛校区五（3）班 指导老师：
李素萍

那一刻，
我长大了
□ 田应伯

这个周末，天好蓝，一早我就来到了
“半山耕云”农庄，参加寒假里的“小鲁班”
木工活动，呼吸着山谷里的空气。我在山
庄里四处游荡，妈妈说她有事要下山，让我
自己参加活动。唉！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家
常便饭了。
我自己喂了驴子，还去听了织布的课
程。中午，吃了农庄的家常菜，小炒肉可太
合我的胃口了。饭后，木工课程开始了。
哎呀，我的手真是有点笨笨的，但在木匠师
傅的帮助下完成了两个作品——小木屋和
小板凳。我坐在温暖的阳光下，欣赏着自
己的作品，
满满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当小记者
要离开时，妈妈还没到，又过了一会儿，还
是没见妈妈的踪影，我有点懊恼了——这
次妈妈又失约！
等妈妈接到我时，问我参加活动开心
吗？我不理睬她。到了晚上吃大餐时，我
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妈妈说：
“你到底为什
么不高兴？”我才向妈妈敞开心扉：
“你没来
接我，你知道我当时的感受吗？所有的小
朋友跟着大人走了，我觉得自己孤单又尴
尬。”妈妈说：
“首先，妈妈今天确实有事；其
次，我想看看你独自参加活动时，是如何和
队友相处的；第三，想看看你遇到突发情
况，
你会怎么处理？”
那一刻，
我突然领悟到了什么。我没再和
妈妈置气，
也没有撒娇，
而是释然了，
开心地享
用我的大餐。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成长经历！
云师大附小金江校区五（2）班
指导老师：
刘颖

小野鸭学本领
□ 姚沁妤

寒假里，
我和爸爸妈妈到大理游玩。早
晨，
我们来到洱海边，
太阳暖洋洋的，
一阵阵
海风拂面而来。远处，
层峦叠嶂的苍山延绵
几十里，
山顶上覆盖着白雪。在苍山脚下，
美
丽的洱海清澈见底，
海浪拍打着礁石，
一朵朵
浪花在跳舞，
成群的野鸭在湖面上嬉戏。
一只野鸭妈妈带着两只小野鸭在湖面
上觅食。鸭妈妈长着一身黑褐色的羽毛，
扁
扁的嘴巴、
黑色的小眼睛、
细长的脖子，
头顶
上有一缕绿色的羽毛，
显得特别精神。它们
一边游来游去，一边啄着身边的水草，玩得
可开心了。突然，
鸭妈妈一头扎进水里不见
了，小野鸭们一边“嘎嘎嘎”地叫着，一边四
处张望寻找妈妈。不一会儿，
鸭妈妈从十几
米开外的湖面上钻了出来，
嘴里叼着一条正
在挣扎的小鱼，
向孩子们游过来，
把小鱼喂给
其中的一只小鸭吃。小鸭吃完后意犹未尽，
也学着妈妈的样子，
扎进水里去捉鱼。第一
次没有捉到，
可是它没有气馁，
认真观察着四
周。不一会儿，
一条小鱼游了过来，
说时迟那
时快，
它再一次扎进水里，
从不远处的湖面上
钻了出来，
嘴里叼着小鱼，
脖子一伸一缩，
就
把它吞进了肚子里，
然后
“嘎嘎嘎”
地向妈妈
炫耀道：
“妈妈，
我是不是捕鱼高手？
”
鸭妈妈
高兴地夸奖它：
“嗯，
你真棒！
”
我也要像小野鸭一样努力学习本领，
遇到
困难不轻易放弃。妈妈告诉我，
野鸭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我们要保护它们，
保护野生动物
赖以生存的环境，
保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云师大附小呈贡校区二（2）班
指导老师：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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