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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诗
夏天
阴杨沅羲渊解放小学四年级 冤
阳光热烈
叶子很绿很浓
蝉不停地唱着
夏天 分明是一首
聒噪不已的歌
再来几座森林吧
也来几场雷阵雨
热气暂时退却
夏天清凉了不少
就像一个孩子
闹腾了一阵子
会把藏起来的
安静放出来

树
阴郭晶瑶渊英才学校三年级冤
树袁好像是
喜欢打扮的小姑娘
晚上袁她会戴着闪闪发光的
月亮戒指曰她还把
一个鸟窝
当成了帽子

圆圆的月亮
阴邓丞霖渊八一小学四年级冤
圆圆的月亮下
有弯弯的小路
弯弯的小路上
有高高的路灯
高高的路灯下
有个胖胖的人
那个胖胖的人
在看圆圆的月亮

棒棒糖
阴李毅涵渊解放小学五年级冤
棒棒糖拿在手里
真让人进退两难

如果马上吃了
嘴里是甜的
心里也是甜的
可是棒棒糖没有了
如果不马上吃
就会有个猫爪子
在心头挠着痒痒

夏天爱什么
阴丁继伟渊解放小学四年级冤
秋天喜爱大树穿黄色的衣裳袁
冬天喜爱看孩子们打雪仗袁
春天喜爱花儿盛开蜜蜂忙遥
夏天喜爱什么钥
这个秘密我知道袁夏天袁
爱听歌遥 你听要要要
野呱呱噎噎呱呱噎噎冶
一池青蛙袁
一个荷塘袁
热热闹闹多欢畅遥

四季有什么
阴杨子乔渊解放小学四年级冤
春天有花和蝴蝶袁
夏天有蝉儿歌唱袁
秋天有落叶飞舞袁
冬天有许多雪人遥
四季里的我袁
有什么呢钥
有一本一本的书袁
有一个一个的梦袁
还有袁
我在一天一天成长遥

一座山峰的崛起袁 挺立的是脊梁;一
个政党的勃兴袁 昂扬的是精神遥 开天辟
地尧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袁坚定理想尧百
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袁立党为公尧忠诚为民
的奉献精神袁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袁也是
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遥 红船精神思想深
邃尧历久弥新袁是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
的精神源泉尧红色基因遥

开天辟地尧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激
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历史和时
代发展的潮头遥 中国共产党人以开天
辟地尧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袁全力投身
于改造旧社会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实
践遥 正是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袁形
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遥 中国共产
党从这里走向井冈山袁走向瑞金袁走向
延安袁走向西柏坡袁走向一个又一个胜
利院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袁彻
底推翻三座大山袁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袁让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曰新中国
成立后 30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袁
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尧物质尧
制度条件遥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
标志启动的改革开放袁让中国人民野富
起来冶曰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
稳定器和动力源袁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
历程袁 种种不可能在中国人民手中成
为了现实遥 100 年来袁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袁 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尧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遥

坚定理想尧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激
励着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
断前进遥 完成民族独立尧人民解放和国家
富强尧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袁必然要经历
艰苦卓绝的斗争遥 没有坚定理想尧百折不
挠的奋斗精神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遥 100
年来袁 中国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坚贞不
渝袁发展壮大的脚步从未停歇遥 南湖红船
成为巍巍巨轮袁靠的就是坚定理想尧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遥 从建党的野开天辟地冶袁
到建立新中国的野改天换地冶袁到改革开
放的野翻天覆地冶袁再到新时代的野感天动
地冶袁回顾这些历史性成就尧历史性变革袁
正是奋斗精神袁 让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
折而不畏艰险袁屡经考验而初心不改遥

立党为公尧 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激
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
初心不动摇遥 为人民谋幸福袁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遥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袁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袁

努力实现好尧维护好尧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遥 野渡江英雄冶马毛姐尧野百战
老兵冶王占山尧野草鞋书记冶周永开尧野燃灯
校长冶张桂梅尧野当代愚公冶黄大发尧野杂交
水稻之父冶袁隆平尧野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冶
黄文秀噎噎这些优秀共产党员代表袁用
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践行着立党为公尧忠
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袁 坚守初心为人民谋
幸福遥

红船精神袁 铸就了中华儿女心中永
不褪色的精神丰碑袁 成为我们不断夺取
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
富遥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袁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袁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尧传承红
色基因袁 不断赋予红船精神新的时代内
涵袁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袁都要
秉持着这种首创精神尧 奋斗精神和奉献
精神袁 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
命袁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贡献不平凡的
力量遥 让我们接过先辈们的接力棒袁大力
践行红船精神袁争做先锋模范袁以共同理
想撑起人生风帆袁 让红船精神绽放新的
时代光芒浴

我相信所有生命中最初的遇见袁都
会指引我们走向终点遥 最初的与最终的
也将相遇袁 并在生命中画一个圆满闭合
的环遥 就像年少时遇见的那些小可爱们袁
它们一个一个跳着闯进我的文字中袁成
了我打开回忆的最好钥匙袁 让我不忘记
来时的路遥

掘地而去的兔子遥 我爸年轻时袁颇
有些热血青年创业的热情袁 于是买了
一些白毛红眼睛的长耳朵来养殖遥 奈
何这个长期坐在办公室搞会计的文艺
青年真是没有做生意的天分遥 他把兔
子们装在几个大笼子里袁 笼子放在一
个四面土墙加泥土地面的房间里袁晚
上还把这些小家伙们放出来溜达遥 于
是在一个满月如水的夜晚袁 兔子们商
量好了似的袁 集体掘开地面袁 绝尘而
去袁从此沓无音讯遥

漫山狂奔的山羊遥 兔子们出走后袁佛
系的老爸没有去找遥 没过多久袁他又不知
道从哪弄回来一百多只山羊遥 他把它们
放在爷爷留下来的老房子里袁 请了一个

斜眼的老人帮忙养遥 这个斜眼老人喜欢
右手持一段细竹袁因为眼睛视物不清袁只
好把头略微抬起遥 他说话时把细竹在空
中挥来挥去袁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野天
气预报冶遥 老妈说这个天气预报不是个养
山羊的好手袁 但是老爸好心要给他一份
工作遥 没过多久袁老妈的话应验了袁天气
预报果然没看住那一百多只羊遥 那些山
羊老是漫山遍野地狂奔袁 他哪是它们的
对手遥 今天丢一只袁明天丢一只袁最后只
剩下十几只遥 经过这两次袁老爸的养殖大
业算是泡汤了遥

个性十足的猫遥 猫是矛盾的遥 它们既
娇媚又充满了攻击性袁既谨慎又张扬袁既
乖巧又个性十足遥 我总在与猫的斗争中
败下阵来遥 初中时袁我养过一缸金鱼袁同
时我家还养了一只猫袁 于是我的金鱼总
是悄无声息地没了踪影遥 这个吃鱼不吐
骨头的猫袁 恐怕连最厉害的侦察员都查
不出它干的好事遥 有一段时间我意图跟
它建立友好关系袁好吃好喝供它袁谁知它
吃饱喝足袁 在我想抱抱它表示友好建交

时狠狠地抓伤我遥 从此对猫只敢远观遥
无处不在的老鼠遥 年少时祖母给我

讲过许多动人的故事袁 每个故事都有一
个动物做主角遥 它们在当中扮演娇憨可
爱的形象袁其中就包含了老鼠遥 经过祖母
的美化袁 我对老鼠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好感袁直到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袁一只
硕鼠潜入我的床头袁并咬破我的手指遥 这
次经历让我背负了多年的心理阴影袁好
在这并不防碍它们成为我童话中美好的
主角袁 因为祖母的故事实在深深地扎根
在了我的脑子里遥

噎噎
写到这些小可爱们的时候袁 我又想

起了祖母故事里的另一些动物们遥 尽管
它们当中有一些不待见我袁 但我实在是
喜欢他们袁 于是我写了一个又一个以它
们为主角的童话袁 并且小朋友们都很爱
读它们遥 写童话多有意思啊袁这是一个想
象的过程遥 就像看着一个孩子在你面前
撒娇卖萌袁 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会给
你什么惊喜遥

弘扬红船精神 绽放时代光芒
阴钟勇渊冈面下龙小学冤

闯进我童话里的小可爱们
阴刘小莉渊象湖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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