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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无花果树
□庄林屹

济南市文化东路小学三年级六班

二三月的春日里，阳光明媚，被关了一个冬天的
我，换上轻便的春装，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样飞到了
楼下。我跑啊跳啊，尽情地呼吸着春天的气息。
谁家的院墙里探出一截低矮的枝丫，随风摆动，
像在跟我打招呼……我忍不住停下脚步细细地观
察：棕色的枝干上零星地长出了几片新叶，有的还蜷
缩着，有的已经舒展开来。展开的叶子上有一层短短
的绒毛，看起来毛茸茸的。小小的叶子中间有三五个
深 深 的 裂 纹 ，看 起 来 真 像 一 个 个 嫩 绿 色 的 小 巴
掌……哦，原来是一棵无花果树啊！
这截刚发芽的枝条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奶
奶家的那棵无花果树。从我记事起，这棵无花果树就
已经在那里了，老奶奶说它的年龄比我还要大呢！虽
然它久经风霜，但是一到夏天它的叶子还是郁郁葱
葱的，在院子里投出一大片的阴凉，为我遮蔽烈日，

我就躲在下面挖土、玩耍……
夏末，无花果树就开始结果子了。一个个无花果
藏在硕大无比的叶子下面。一开始，它是青绿色的；
慢慢地，就变成了黄白色，果子底部有了一点点的裂
口，微微发红，这样的果子就代表熟透了。嘴馋的我
总是忍不住想去摘，可是老奶奶说过，无花果的汁液
有腐蚀性，碰到身上会被烧伤的，我皮肤太嫩，所以
不能自己去摘果子。说来也怪，每一次我玩累了想偷
偷地伸手去够的时候，总会被老奶奶及时发现并制
止，她会拿着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伸进葱绿的叶子
中间，剪下几个熟透了的果子，然后用水清洗一下外
皮，放在树下的小桌上，一脸慈爱地看着我吃。我小
心地拿起一个，轻轻一掰，便看到里面黄中透红的果
肉；咬一口，香甜软糯，满口留香……
我想念老奶奶家的无花果树，更想念我的老奶
奶！
（指导教师 马晨）

游苏州
┬ 柴亦柴
山东师大附小雅居园校区六年级一班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在这个夏初的季
节里，我又想起了千里之外的江南城市——
—
苏州。
2019 年初冬，我第一次遇到了苏州。
“枫
叶红霞举，苍芦白浪川”，城市里到处是各色
的花草、高大的树木。那时道路两旁的许多树
叶已变成红色，像极了一群群小孩举着一把
一把火红火红的火把，点缀着整个苏州。
苏州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众多著名
的名胜古迹里，隐藏着一个个动听的传说。到
达苏州后的一天早上，我与家人在酒店吃过
苏州的特色小吃后，先去了拙政园。拙政园位
于 苏 州 市 ，始 建 于 明 正 德 年 间 ，分 为 三 个 部
分。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拙政园当时的主
人想把她卖出去，可是园子太大了，一起卖价
特别贵，于是，这个主人就把拙政园分成了三
个部分，分别卖给三个人。现场的导游说，
“拙
政园”这个名字还有一定的来历呢。明朝有一
个叫王献臣的御史，他被人误会，便打算回老
家隐居起来。王献臣回到老家苏州，找到了这
个园子，并买下了下来，取名“拙政”。导游向
我解释，
“ 拙政”二字通俗讲，就是自己已归隐
田园，养花种草，这也不失为一种“笨拙”的处

世之道。王献臣这也表明了自己想过恬淡生
活的心境。
400 多年后。我一进拙政园，觉得自己像
是进了一个大自然的怀抱，到处绿树成荫，连
呼吸也顺畅起来。沿着岩石路往里走，首先进
入眼帘的是一座假山，真是“开门见山，引人
入胜”啊！再往里走，就会看见别致的小阁楼，
清澈地溪水，精美的小桥，婉如仙境一般。我
在其中几座精美的假山中，玩得不亦乐乎。
到了苏州，另一大乐趣，是在一个午后，
躲在小桥流水旁的茶楼里听苏州评弹。我查
了下，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
称，是采用吴语徒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
书戏剧形式。听评弹的时候，茶楼的服务员为
我们沏好茶，我点的是我从没喝过的茶——
—
茉莉花茶。茉莉花茶扑来一阵阵热气，仔细一
尝，还有着一股香气，伴着悠扬顿挫的评弹，
真是一种享受！
在一个上午，我与家人一起步行到了苏
州博物馆。我一进博物馆，就能看到一幅“名
画”，让人惊奇的是，画的后面是用塑料袋、麻
绳、树枝“模仿”了“名画”，惟妙惟肖。顺着楼
梯往上走，多个朝代的许多名画、名人书法一
一展现在眼前……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我会再游苏州。
（指导教师 高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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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乐园
□郭云麟
济南市历下区盛景小学四年级十三班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乐园，有的人的乐园是游
乐场，有的人的乐园是小花园，而我的乐园则是我
的书房兼卧室。
虽然我的乐园才几十平方米，但我在其中特
别怡然自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一进门，左手边
是学习区域，右手边是生活区域。学习区有书桌和
钢琴。生活区有一张多功能双层床。我的乐园墙壁
是奶白色的，上面印着黄色小花还有一只长颈鹿
身高尺，记录着我每年的身高变化。窗帘是蓝色
的，上面还有梦幻的小马点缀。感谢爸爸妈妈给我
一个梦幻的乐园。书桌是我经常伏案学习的地方，
钢琴也是陪伴我5年的战斗伙伴。双层床还配备了
书架，上面有《少年读史记》
《 罗尔德·达尔》系列等
我爱不释手的书籍，还有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得
到的三好学生奖状，参加各种考级、比赛获得的证
书与奖牌。每当我疲惫的时候，书架仿佛对我说：
“小主人，来我这里放松一下吧！”
在这方小小的乐园中，我经历着失败，经历着
成功，经历着苦恼，经历着开心……
今年春天妈妈给我报了KET培训课，因为疫
情我在乐园里和同学们一起上网课。可是当第一
次模拟考试时，我只考了一百分(满分150分)。我心
灰意冷，准备放弃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闹钟滴答
滴答地响着，仿佛在对我说：＂小主人，别放弃，我
们都会给你加油的！＂对啊！
《 史记》这本书还是司
马迁在狱中写完的呢，这么点挫折就想打败我，以
后的学习道路还长着呢！我和妈妈一起整理了陌
生单词，做了很多阅读理解题和完形填空题。通过
不断努力，还有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成绩终于提升
到了127分，达到了过关标准。我开心极了，体会到
功夫不负有心人，努力总不会白费。谢谢你——
— 我
的乐园，是你给了我一方天地，让我能专心好好努
力。
我 空 闲 的 时 候 会 画 画 或拿 喜 欢的 书 翻 看翻
看。
《 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滨孙的乐园就
是荒岛。对于他来说，苦恼的事就是缺衣少食，一
切都要靠自己。对我而言苦恼的时候就是考试考
砸，还有深夜赶作业的时候。乐园中书桌的书架上
有一个小鱼缸里面养着两条小金鱼。它们悠闲的
游来游去，好惬意呀！当我累了、烦了的时候就会
看看它们，心情就轻松好多，便马上充满动力，继
续加油努力！
在乐园中，我收获了许多知识与技能，相信未
来我的乐园也一定会陪伴我走过小学，走过中学，
走过大学，走过人生的不同阶段。
（指导教师 张欣欣）

我的旱金莲
┬ 张恩齐

济南市市中区育秀小学四年级四班

我家的阳台上，种着一盆旱金莲。
它刚“来”我家的时候，还只是几粒“丑陋”且不起眼的种子。我把它们
种进花盆，每天按时浇水。我心里想：就这样几粒种子能长出什么植物来？
对此我并没有多大的期待。沉寂了一个多星期后，旱金莲才勉强发出几个
嫩嫩的细芽，这让我松了一口气，生怕这种子既不中“看”又不中“用”。更
让我欣喜若狂的是，有两个细芽在一夜之间竟然长出了四五公分高的枝
叶。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盆旱金莲就已经郁郁葱葱了，长出了
几十片大小不一的叶子。
虽然旱金莲还没有开花，但是它的叶子也是十分美丽的。每一根又细
又长的叶柄上都顶着一片圆圆的叶子，茎蔓柔美，娉婷多姿，好似一片片
浮在水面上的荷叶，因而得名“旱金莲”。特别是清晨在给它浇过水后，几
缕晨光照进阳台，折射在叶片上遗落的水滴上，晶莹剔透，不免联想起“大
珠小珠落玉盘”的诗句。我在网上查到，旱金莲的花一般是黄色或橘红色，
好像一团团热烈地燃烧着的火焰。这让我的心中产生了些许期待，我的旱
金莲什么时候才能开出那样美丽的花啊！
旱金莲不仅样子好看，还有很多神奇的功效。它的叶、花和果实都可
以作为食物，并且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它既可以直接泡水喝，也可以入
药，具有清热解毒、消火杀菌之功效，据说只要吃上一两片它的叶子，立刻
就可以变得神清气爽。旱金莲还有助于美容养颜，据传萧太后吃了旱金莲
之后，皮肤变得既光滑又细腻，所以它深受大家的喜欢，还被当做一种贡
品。
旱金莲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意志力。它枝繁叶茂，又大又圆的
叶子把茎都压弯了，前一天枝叶都已经耷拉到了地上，第二天早上却都又
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就像一排排昂首挺胸的士兵正在等待检阅。
过去的几个月中，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医生、护士、社区防疫人员、环
卫工人、志愿者……正是这些平凡的劳动者，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乐章。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他们，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是他们，用生命和
汗水筑起一道高高的围墙！与疫情战斗，和时间赛跑，保护着我们的生命，
守护着我们的家园。这不正像是我们在旱金莲身上看到的那种精神吗？看
似平凡而又弱小，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虽然不像牡丹那样花团锦簇，也没有桂花那样扑鼻的香气，但旱金莲
朴素无华的外表感染着我，努力向上生长的精神激励着我。我爱我的旱金
(指导老师 张会好)
莲！

我和长辈比童年
——
— 红领巾眼中的家乡变迁
┬ 赵珩妤
济南市历下区龙德学校四年级一班
“奶奶，这个字怎么读呀？”我正津
津有味地阅读着一本课外书，遇到不认识
的字，赶紧大声向奶奶求助。
“对不起啊，宝贝，我不认识字，帮
不了你。”奶奶抱歉地说。
“啊?!”我惊讶地抬起头，看着奶奶:
“您小时候不上学，不读书吗？像我这么
大的时候天天在家里玩吗？”我的小脑袋
里立刻冒出一连串的问号。
奶奶连忙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
说：“别急别急，我们小时候哪有你们这
么好的条件啊！奶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不要说上学了，就是吃饭都吃不饱，也没
有穿过新衣服，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
顿饱饭，哪像现在的日子啊，天天比我们
过年的时候还好。宝贝啊，和奶奶的童年
比起来，你们啊就像生活在蜜罐里！”
我的奶奶今年65岁了，家在济宁泗水
县的农村，为了照顾我和弟弟来到济南。
她的童年，正好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上个
世纪50年代。那时候，百废待兴，每家每
户都忙着干农活。因为家家都有三四个孩
子，大人要到田地里干活，像我这个年龄
的孩子都要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帮
着家里做饭、洗衣服，像大人一样做力所
能及的家务活，一家人一年辛辛苦苦忙忙
碌碌。
到了爸爸妈妈这一代，每家每户的条

件好多了，饭能吃饱了，孩子们也都上学
了。不过，那时候农村的生活环境和学习
环境还是非常艰苦。妈妈告诉我，她的童
年在一所乡镇小学读书，整座校园还不如
龙德学校的操场大，校园里都是平房，只
有三间教室，三个老师，只上语文数学两
门课，所有课程都是由一个老师教，现在
内容这么丰富的美术、音乐等课程他们那
时候听都没有听说过。教室冬天冷夏天
热，没有空调没有暖气，冬天写字的手冻
得冷冰冰的，握不住笔；夏天闷热难耐，
而遇到下雨下雪天，上学放学的土路满是
泥泞，每次走不了多远鞋子和裤子都湿透
了贴在身上，别提多难受了!
现在，每逢年节，我跟爸爸妈妈回老
家，看到的是完全变了模样的家乡：路是
又宽又直的柏油路，通往县城的公交车一
天数班非常方便，家家用上了太阳能热水
器、空调和互联网，户户门口都停放着私
家车……
这个暑假我又回到了老家，看着绿油
油的青菜、又长又弯的丝瓜、圆滚滚的大
冬瓜，别提多喜人了——
— 这些纯天然的绿
色食品在城市里可是稀罕得很啊！大雨过
后，清香的泥土味扑面而来，小鱼在水中
嬉戏，荷叶随着凉爽的微风跳着美丽又优
雅的舞蹈，听到的不是汽笛声，而是美丽
又动听的青蛙“呱呱”叫声。家乡时时在
变化着，不变的是我们对她的依恋。
家乡的明天会更美好！
（指导老师 冷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