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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经过 21 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我、妈妈、爷
爷、奶奶和妈妈的同事们终于到达了本次旅
行的终点——甘肃兰州。
想 了 解 一 个城市，应当先了解它的历
史，于是，我们一行来到了甘肃博物馆。走进
远古厅，我们看到了许多精美的陶器，有兽面
饰、绿釉陶楼院、陶罐等各种精美工艺品。他
们都无一例外塑工精美，花纹别致。
但最有特色的就属这儿的镇馆之宝——
“马踏飞燕”了，它昂首挺胸，四蹄腾空，似乎
在天空中奔跑。它后蹄下的燕子小巧玲珑，
翅膀舒展，小脑袋回头一望，可爱极了。马踏
飞燕是在东汉时期用青铜做的，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然后我们去了古生物
化石厅看化石，去了佛教厅了解了更多佛教
文化，到这儿，我们就看完了博物馆。听说兰
州牛肉面特别好吃，我们就找了一家当地人
推荐的牛肉面馆坐了下来。几碗牛肉面上
桌，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饭后，我们在黄河边散步，体会母亲河的
壮美，
在夕阳西下的黄河边邂逅今天的旅程。
通师二附四（3）班 王若溪
指导老师 王珏

外卖小哥
下午，我的肚子里像装了一只小鸟，不断
地“咕咕”叫着。妈妈听到了，便帮我叫了一
份外卖。
时间如同奔跑的小人一闪而过，雨越下
越大，肚子也叫得越来越欢，仿佛铁桶里放着
成千上万个石块在剧烈摇动。我焦急地趴在
窗前，看着雨水“滴滴嗒嗒”地打在窗户上，又
如流星似的急速下落。
又等了好一会，轻轻的敲门声转移了我
的注意力。我和妈妈连忙打开门，一个浑身
湿漉漉的男人站在我们的面前，他呼出的热
气透过口罩，在微冷的空气里，变成了清淡的
蓝雾，模糊了他的眼镜。他直了直背，说：
“不
好意思，我迟到了，周女士，这是您的外卖，趁
热吃吧。”说完，满怀歉意地笑了笑，露出一口
洁白的牙齿。
我看见他的头盔上有几滴雨滑落，
“24 小
时风雨无阻”这几个字也映入了我的眼帘，它
好像将我心中的焦急给一拳打到爪哇国去了，
这几个字仿佛被灯给照亮，
显得清晰异常。
“再见！”一声清脆响亮而不失礼貌的声
音把我拉回了现实，定睛一看，外卖小哥已经
消失在走廊尽头。
看着窗外滂沱的大雨，吃着这份迟到的
外卖，温暖充溢着我的心。
“24 小时风雨无
阻”就像灿烂的朝阳挂在了我的心中，映亮了
整个世界。外卖小哥，您辛苦了！
通师二附四（6）班 金周语
指导老师 孙小苗

游泳时的事
“我终于会换气了！”我高兴地说。爸爸
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也非常高兴。
我提出了一个想法：
“ 爸爸，我们一起去
深水区吧！”我没去过深水区，所以对它充满
好奇。
我们来到深水区，我踮不到底了，紧紧抓
住池壁不放。爸爸说：
“ 抓着池壁有什么意
思？别抓了，我们一起游！”可是，我因为踮不
到底而感到恐惧，所以不管爸爸说什么，我都
不放手。爸爸没办法了，只好让我待在这里，
一个人去游了，还不忘叮嘱一句：
“动动啊，会
冷的。”一个人紧紧抓着池壁没意思，还会
冷，我得想想办法。不一会儿，我就想出了
一个主意：池边不是有个东西可以帮你上
去吗？踩住它的一个台阶再往后一躺，等你
浮在水面上，再慢慢换气，游回去。不过，这
个游戏只适合在深水区玩。我很喜欢这个小
游戏。
一直这样玩就没意思了，我开始在水里
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比如：在水里看爸爸
在哪儿啦、看别人在干吗啦、在水里发呆啦、
看自己的手在水里会变成什么样啦……各种
各样，数都数不过来。
有一次，我在水里看到有一个人游到池
边，手触到池壁，身子朝上，脚一蹬，又朝反方
向游了过去。我看呆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前
方，仿佛他还在那儿。不一会儿，我反应过来
了，赶紧去换气。
游泳时发生的事真有趣！
通师二附四（3）班 陆子悠
指导老师 王珏

壶口瀑布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
叫中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
字就叫黄河……”
一段激情澎湃的乐曲，
一篇民族崛起的华章，点燃了我心中的
民族自豪感。
今天，我也来一睹黄河的风采。走
在盘山公路上，
望着辽阔的黄土高原，耳
旁传来了渺远的轰隆声。咦！这是什么
声音？是母亲河在呼唤我吗？
过了几分钟，导游一声令下：
“ 看！
黄河就在我们前方。”我下车后一路小
跑，奔向黄河，站在黄河之巅，风儿席卷
着细密的水珠扑面而来，汹涌的黄河水
四处飞溅，
与岩石碰撞在一起，开出一朵
朵巨大、绚烂的浪花。在黄河猛烈的冲
撞中，
“轰隆隆，
轰隆隆”
沉沉如霹雳般浑
厚的声音在我耳边徘徊，
震耳欲聋。
我慢慢往前走，不知不觉闯入了乳
白色的
“雾帘”
中，
我眯起眼睛，四下里张
望，朦朦胧胧地看见黄河之奇——壶口
瀑布。只见宽阔的河床足有五百米宽，
从河床上奔流而下的黄河水便被挤压入
狭窄的龙槽中，再从 20 多米高的陡崖上
倾注而泻，形成“千里黄河一壶收”的气
概，
壶口瀑布因此而得名。
远远望去，黄河宛若一群温顺乖巧
的小兔子，又似亲密无间的好朋友谈笑
风生，显得从容而祥和。突然，河岸冷不

丁地飞速向里挤压着，变成了纤细的壶口，
弯弯曲曲向前延伸，河水像被两块吸铁石
紧紧吸住，急遽往里收缩，仿佛迫不及待地
想要靠在一起，来了个猝不及防：
有的手拉
着手，但早已被挤出水流，在天空中翻了
一个 360 度高难度的筋斗，掀起一阵阵滔
天巨浪，仿佛要青云直上；有的在推推搡
搡之中与坚硬的石壁撞了个满怀，摔了个
踉跄便眼冒金星，顺着惊涛骇浪跌跌撞撞
地翻滚而去；还有的在水流中沉沉浮浮、起
起落落，时而来个鲤鱼跳龙门，接着便是蛟
龙入海……河水一路奔腾，一路咆哮，
“哗
啦”一声似万马奔腾，一股脑地往下冲，在
龙槽底部撩起洁白无瑕的浪涛，气势磅
礴。冰凉的水珠迎面而来，袭在我脸上，好
似母亲河在摩挲我圆乎乎的小脸蛋呢。耳
畔似有一个天然的大型鼓队在疯狂地敲击
着，
似柔和而又铿锵，
似辽远而又逼近，
似浑
厚而又激昂。
峻峭的石崖上挂着一条条柔美的支
流，它们汇入浑浊的黄河，如同温婉佳人飘
然而至。河水在阳光的爱抚下，闪烁出璀
璨的光泽。
回顾壶口瀑布，那浊浪排空的气势，令
人心惊胆战。在河流冲过壶口的一瞬间，
带给人几多震撼，
几多敬畏！
通师二附四（6）班 单璟雯
指导老师 孙小苗

德百旅游小镇
这里是古黄河遗迹，是全球重要的
农业文化遗产地；
这里有千年古椹林，是
国家 4A 级森林公园景区，这里就是充
满夏津文化特色的齐鲁风情小镇——德
百旅游小镇。今天爸爸妈妈带我来到了
小镇，开启了一段美妙的文化之旅。
缓步走在青石铺就的小路上，细细
打量着德百小镇，她的恬静犹如一位养
在深闺之中的娇女，内敛而文秀。两边
是木结构的古式老屋，
有着镂空的门窗，
雕着精美、细腻的人物和花草，
真是栩栩
如生，精美绝伦。继续向前走，
站在小桥
上向远处眺望，古椹树整齐地排列在街
道两旁，生态水系蜿蜒其中，或宽或窄，
或急或缓，处处充满了生机与情趣。
小镇的东面是异域民宿区，这里汇
集了客家土楼、西北风情地坑院、老北京
四合院等特色民宿，使人跃过齐鲁放眼
中华，感受异域风情。再看看西面，
窄巷
子美食街可是吃货们的天堂。这里汇集
了以山东地方特色为主的小吃及全国各
地的风味小食：德州扒鸡、保定驴肉、武
大郎烧饼、重庆担担面、西安泡馍、武汉
牛肉粉、天津大麻花……不禁让人开启
了一段味蕾与情怀的旅程。
最吸引我的，要数小镇正中央的那
座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将军
府。踏进将军府的大门，一种莫名的严
肃感油然而生，我仿佛看见正气凛然的
将军们正在谋划策略、排兵布阵……将
军府里十分气派，官厅戏台院落一应俱

全、十分考究，回廊玄关雕梁画栋，尽显明
清 大 宅 精 华 。 俗 话 说“ 来 得 早 不 如 来 得
巧。”这不，戏台上正在表演精彩纷呈的杂
技，真是扣人心弦，令我大饱眼福！与将军
府交相辉映的是小镇的标志性建筑——多
宝楼。多宝楼高 32 米，共 5 层，全木制作，
外形看上去与北京天坛有几分相似。你知
道它有多少个木结构及零部件吗？告诉你
吧，足足有两万多个呢！这些木器部件上
雕刻着各种象征吉祥的福寿花纹、动物人
物图案，
其神韵之感真是令人惊叹！
逛累了，可以来到小镇西南面的桑椹
文化一条街，品一品椹果干、椹果酒等当
地 特 产 ，或 是 体 验 一 番 椹 叶 茶 的 加 工 过
程，喝上一杯自己亲手制作的茶水，享受
惬意！而小镇民俗体验一条街上的织布
坊、黑陶坊、剪纸坊、泥塑坊、面食坊、香油
坊……更是把我带到了那个男耕女织、鸡
犬不闻的田园时代；点缀其中的书吧、乐
吧等现代创意空间，让我有一种在古代与
现代、田园与都市之间自由穿越的感觉，
真是妙不可言！
不知不觉中，夜幕降临，小镇也随之展
现出了另一幅面容。夜晚的小镇灯火辉
煌、魅力四射，繁华的街道上人流如潮、热
闹非凡。小镇的压轴之作即将上演，快随
我来到椹仙传奇剧场，跟我一同欣赏时空
梦幻光影秀，和我一起感受椹仙传说的唯
美与惊奇，
体验不同寻常的视听盛宴！
通师二附五（4）班 史逸飞
指导老师 朱新慧

乐高机器人
按照我和妈妈的约定，经过多日的
努力，我及时做好了暑假作业，
终于拿到
了梦寐以求的乐高机器人 BOOST。它
有五种搭法：歌手机器人、电吉它、机器
猫、装配部和障碍清理车。我决定先搭
我喜欢的障碍清理车。
我把包装盒打开，哇！里面的零件
可真多呀，
红的、绿的、黄的、方的、圆的、
奇形怪状的，可真是零零散散数不胜数
呀！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怎么没有
说明书呀？我研究许久，
终于明白了这个
机器人和我以前所有的乐高积木都不一
样，
BOOST 的说明书是要在手机上下载
APP的。我来到山下的星巴克，
在那蹭了
三个小时网，才终于把 APP 下载好了！
回到家，
我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了，
正当我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搭建车头
时，
一个小零件仿佛和我玩起了捉迷藏，
我东找找西找找，
盒子底下找不到，
桌子
底下继续找，角落里再找找，
可是还是找
不到，我急得如同灯盏没有油——火烧
芯（心）呀！正当我万般无奈，打算去向
乐高公司申请补发一个小零件时，它又
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快要搭好了，
咦，
怎么和说明书上不一致呢，
我认认真
真地检查了好几遍，还是没有发现错在

哪里，我只好一步一步地回拆。可是搭起
来容易拆起来难，这种精密的东西，就算我
有九牛二虎之力光有蛮力也不行呀，一不
小心我的手指甲都弄破了。终于被我发现
其中有一步一个零件装反了，我调整好后
更加细心地搭建了许久，终于把 BOOST
机器人搭好了。
接下来，就是要机器人编程了。我先
看了看有哪些程序块。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呀，这些程序块多得不计其数，
有发射程序、抬起程序、前进程序……经过
各种计算，我编了一个物品归类的程序。
我准备了一些盒子，上面写了香蕉桶、铅笔
筒和废纸筒，又在地上放了些香蕉、铅笔和
废纸，叫来妈妈和弟弟。表演开始了，只见
机器人先在地上东转转西转转，不一会儿
就撞到了一个香蕉，它先后退了几厘米，然
后把叉子从车顶放下，再向前开了一段路，
当叉子接触到香蕉时，把香蕉抓起来然后
来到分类筒前，灯光闪烁几下，它开始运行
车身前的识别机，将香蕉准确无误地送入
了香蕉桶，然后又把其他的物品运用同样
的方法送回了对应的筒里。弟弟看得目瞪
口呆，直夸我厉害，一个劲地想借去玩，我
的心里也乐滋滋的。
通师二附五（4）班 殷子舰
指导老师 朱新慧

海豚表演
普吉第二站——我们去看海豚表演，这
是我第一次看海豚表演，
一路心情特别兴奋。
走进馆内，里面坐满了人，中间有一个大
型游泳池，
上面吊着两个圆环和四个圆球。
海豚出场了。四只可爱的小海豚从大型
泳池里越出，开始第一个表演——水上摩
托。只见教练员双脚起跳，稳稳地落到了两
只海豚的背上，两只海豚拼命摇动鱼尾，水面
泛起了白色的巨浪，那两个教练员双手展开，
绕着游泳池绕了好几圈，不时还往观众脸上
撒水，逗得观众们哈哈大笑。
第二个节目——打大圆球。四只海豚从
水中越起四米，用尾巴击打大圆球，立刻，水
面泛起滔天巨浪，贱得我们满脸都是水。
第三个节目——圈中变豚。一个教练员
将手中的圈抛向池中，突然，一只海豚从圈中
猛地蹿了出来，把我们吓一跳，还以为是圈变
成了海豚。接着两只海豚一组、三只海豚一
组、四只海豚一组，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连连
称赞。
看着他们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样子。让我
不禁想起背后艰苦的训练。正所谓
“台上一分
钟，
台下十年功”
，
辛勤的付出才会换来精彩。
通师二附 四（3） 许洺诚
指导老师 王珏

马代游记
经过 7 小时的飞行，我们一家来到一座“孤
岛”——美丽的马代“神仙珊瑚岛”。下了快艇
走在岛上洁白的沙滩上，能够听到海浪有节奏
地拍打着沙滩。
身处印度洋的深处，我心里有一种莫名其
妙的想法：我要投入这一片蔚蓝色大海的怀抱，
在海中自由地游泳。我把这个心愿告诉了爸爸
妈妈，他们一口答应了我，还特意借来了浮潜用
的呼吸管、泳镜和脚蹼。等我全副武装之后，我
的“大海奇妙之旅”就正式开始了。糟糕！刚下
水就喝了三口海水，咸得我立即吐了出来。爸
爸在一旁看着，让我用嘴巴把呼吸管紧紧包住，
这样海水就不会灌进嘴里了。我壮着胆子又试
了一次，
哈，
果然没有漏水！
我在浅海中游着，突然看到一堆特别奇怪
的东西，红红的，形状千奇百怪，上面还长着些
东西，远远看着，像是海中的一道“风景线”。爸
爸告诉我这是珊瑚，可不能碰，因为上面长满了
刺，这让我想起了长满刺的刺猬。爸爸让我体
验一下在珊瑚上方游泳的感觉，我游到珊瑚的
上方，都不敢呼吸了！想象着上面有许多刺，仿
佛真的就要被扎到似的，好在我瘦，总算平安地
度过这一关。这时，一群彩色的小鱼在我面前
游过。哇，这些小鱼好美！有的透出一点黄色，
有的透出一点蓝色，甚至还有一点绿色……我
试着想伸手去抓一只，鱼儿们好像发现了身后
有动静，
游得越来越快，
最终消失在我眼前。
浮潜之后，我们就在海边的餐厅吃午餐。
一边吃着美味佳肴，一边听着大自然的“交响
乐”
，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
通师二附四（2）班 崔可儿

喂鸽子
泰国清迈是我暑假旅行的第一站。出发前
我了解到这是一个位于泰国北部的城市。它浪
漫、悠闲，是旅行者们向往的度假之地。
到达清迈已是下午，我们稍做休整来到位
于市中心古老的塔佩门广场。
塔佩门是清迈古城所遗留下来的唯一遗迹，
1296年建成时，
它用红色砖块相砌而成的围墙足
足高达两米，
非常气派。可惜由于经历风雨和岁
月的洗礼，
雄壮的清迈古城只留下那道大门为后
人所记住。而今这座拥有历史风貌的城门，
似乎
更吸引人的是广场上成群的鸽子。
一到广场，我和同伴用泰铢买了一大包鸽
食，
迫不及待地解开皮筋，
抓起一把，
准备向鸽群
中投去。它们看到我手上的玉米粒儿，
连忙飞到
我脚边，对着我咕咕直叫。我乐坏了，赶忙把手
里的玉米粒儿往空中撒去。鸽子们纷纷展开翅
膀，
朝天空中飞去。
不知过了多久，鸽群散去，人群也渐渐散
去，广场上安静下来了，街头艺人出来了，一个
摆摊画画，一个吹起了萨克斯，曲声悠扬，我原
先想走的脚步又被留住了。
路灯亮了，街上摩托的突突声和着曲子声，
将我的心带得好远好远……
通师二附四（3）班 许洺诚
指导老师 王珏

通师二附专版
组稿老师 陈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