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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话
昨晚接姐姐放学的路上。
儿子说：“妈妈，是不是让你生气就会变老？”
我：“是啊。”
儿子：“那我要乖乖听话，不让你生气。”
我：“要是妈妈老了怎么办？”
儿子：“我不要你变老，我要你一直这么年轻漂

亮。”
我：“为什么？”
儿子：“因为我怕你老了就死了，我就没有妈妈

了，我不要你变老……”
灿妈

今年暑假，河南郑州遭遇特大洪灾，当人们不知所措
时，却有一群人逆流而上：他们是拼死救、力用竭的路人大
哥；是男让女、老幼先的地铁乘客；是站水中、当路标的“临
时”交警；是争分秒、扛沙袋的铁血军人。“追星，就应该追
这样的星！”有网友这样评论。是的，他们无愧为英雄，他
们是危难时刻用生命托起生命最灿烂的明星。

而我真正理解到“英雄”这个词是2020年的8月18
日。那天，乐山遭遇了特大洪水，无数群众受困。然而，他
们出现了。他们跳入水中，肩扛沙袋，摔倒了又站起，哪里
有需求，他们就冲向哪里；哪里有危险，他们就战斗在哪
里。困了席地而寝，饿了就地而食……清淤现场，当摄像
镜头扫过一群年轻战士的脚时，我惊呆了。一双双脚因长
时间浸泡发白起褶，让人心底发麻。然而，正是这一双双
奔跑着、坚持不懈的脚，构筑起了牢不可摧的堤岸。他们

一闪而过，如昙花般灿烂，若秋叶般静美，我不知道他们的
名字，不知道来自何方，甚至记不清他们的容颜。我只知
道，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

英雄，不论年龄，不论大小；英雄，其实就是平凡人，
做了不平凡的事。从艰苦卓绝的抗争年代到繁华美好
的21世纪，不同的年代都涌现出了不同的英雄人物：有
探索中国道路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有着力解决全国
温饱问题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有面对疫情，
逆行而上的钟南山院士……他们为国、为民，舍己为人，
一腔爱国热情，他们是穿越历史长河永恒不变的英雄，
是最耀眼的明星。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英
雄血脉，奋勇追“星”逐梦，争当时代的英雄，争做今日之
明星。

追“星”逐梦
峨眉三小六年级10班 罗诗涵 指导教师李敏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都会经
历很多个第一次，譬如说第一次扫
地、第一次洗衣服、第一次收拾房间
……今年暑假我迎来了又一个第一
次——卖废品。

那天正是小暑，火辣辣的太阳挂
在天空上，炙烤着大地。午饭后，我
提议道：“妈妈，我们现在把家里的废
品拿去卖了吧。”“好呀，好呀！我们
先把废品整理一下。”妈妈回答。于
是我们开始行动起来。首先，我们把
小纸盒装在大纸盒的里面，然后用力
压扁，最后用一根结实的绳子捆起
来，在有缝隙的地方塞上饮料瓶，使
纸盒不会掉出来。我用手提起来，感
觉沉甸甸的，心中不由得想起了一个
月前的事情。那天，妈妈正准备把给
我装过书的纸盒拿出去丢了。我赶
紧走上前，接过妈妈手中的纸盒，不
高兴地说：“妈妈，我们应该存放起
来，集少成多，就可以拿去卖钱。”妈
妈反驳道：“这样的纸盒多了会占地
方，一点儿纸盒也卖不了多少钱。”我
微笑着说：“苍蝇虽小也是肉啊！”妈
妈被我逗乐了，于是爽快地留下了这
些废品。

我一只手提着纸盒下楼，另一
只手扶着栏杆，这时，手中的纸盒好
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左右晃动，不听
使唤，差一点让我摔倒。过了一会
儿，终于下了楼梯。妈妈看到我的
手被勒出痕迹，想接过去，我心里却
想着尽可能多地帮妈妈分担事务，
于是摇摇头，又换了另一只手继续
往前走。废品在手中越变越重，我
一会儿抱在胸前，一会儿扛在肩上，
累得气喘吁吁，豆大的汗水浸湿了
衣裳。当我们路过大街时，行人纷
纷露出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有惊讶
的，有鼓励的……我被看得很不好
意思，低下了头。妈妈发现了，语重
心长地对我说：“儿子，不用在意别
人的目光，勇敢做最棒的自己。”我
听了，顿时如释重负。

终于，我和妈妈顶着烈日的暴晒
到了废品收购站，完成了这项“光荣
任务”，废品卖了五元八角钱，阿姨给
了我六元，奖励了我两角，我心里乐
开了花。

第一次卖废品
乐山市县街小学三年级2班刘翰林

指导老师唐琼辉

愿望就像一盏明灯，为我们指明方向。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愿望，而我的愿望是当一名出色的画家。

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家里的每一面墙都有我得意的
“作品”，上面充满了五彩缤纷的颜色和奇形怪状的图案。
爸爸妈妈没有反对我，而是鼓励我画，还说我是小画家。

如果我是一名画家，我要画长城、长江、黄河、山川
……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名胜古迹。

如果我是一名画家，我要创作一个环保标志，提醒
人们要爱护环境，共同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如果我是一名画家，我要努力画出各种各样的作
品，办一个自己的画展，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快乐和美好
的向往。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一定能
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的愿望
乐山市实验小学三年级5班徐望雅 指导老师李春燕

我，是一颗平平无奇的小圆子。我有着玫红色的外
表，圆润的体型，以及香甜软软糯的口感。但要问我的
身世、来历，那可就得从一个清晨说起咯！

那个清晨，我的主人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劳动作业，
便一大早起来在厨房里捣鼓。只见她左手端着碗，右手
托着盆，桌上还放着火龙果和菠菜。接着他又端来一杯
水，捧来一袋糯米粉，脸上还露出一切准备就绪的表情。

首先，我的主人向火龙果进发。一眨眼的功夫，火
龙果就被脱下外套放进榨汁机里舞动起来，没过一会儿
火龙果就变成了一滩果泥。主人把火龙果解决掉后，又
开始对菠菜打起“算盘”。只见菠菜先被扔到水盆里泡
了个“冷水澡”，接着它又被丢下热锅，洗了个“热水澡”，
最后，经历过“冰火两重天”的菠菜便懒洋洋的躺在菜板
上不再动弹。主人就干脆把他扔到过滤布里去，加上

水，左捏捏，右揉揉。看！在揉捏的过程中，一滴滴青翠
欲滴的菠菜汁就从过滤布的缝隙中流露出来，就好似从

“天宫”中飞流下来的琼浆玉液。
准备好“颜料”之后，就可以开始和面了。只见主人

先用勺子舀了一勺糯米粉，再往碗里加入榨好的火龙果
泥，然后再揉捏成型。“哎呀，糟糕！”原来是主人的糯米粉
加少了，导致面团不成型。但主人并没有灰心，而是重新
再加一点糯米粉，果然一个胖乎乎、圆滚滚的面团就诞生
了。之后主人又按照同样的办法，做了绿色的面团。

揉好面团后最重要的一步来了——煮圆子。水开
以后，只见主人从面团上揪下来一小块，用手搓了几下，
瞧！一个小巧的圆子就出生了，接着主人把所有面团都
搓好，然后丢下锅去了。那一个个小圆子在开水中活蹦
乱跳的，好像在跳蹦床一样，真可爱。

“ 当、当、当！美味的圆子出锅了！”于是我就在
主人的喜悦中被端上了桌子。这就是我简单而又不
容易的来历。

五彩斑斓小圆子
乐山市柏杨小学五年级5班 武梦琪 指导老师张建容

童 言 趣 语童 言 趣 语

自信
妈妈：“星星，妈妈漂亮吗？”
星星：“嗯！”
妈妈：“那星星漂亮吗？”
星星：“嗯！”
妈妈：“芭比小娃娃漂亮吗？”
星星：“嗯！”
妈妈：“那我们三个谁最漂亮？”
星星毫不犹豫地回答：“我！”

星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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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李明江 美编/李英勇 校对/曹江帆

02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乐山心连心服务热线

12345
365天24小时为您服务

三江都市报公益广告三江都市报公益广告

本报讯（记者王倩）9月24日，来自井研县门坎镇
的市民朱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表示，他的
父亲患肝硬化晚期5年，每月需到市中区中医医院进
行检查及住院治疗，每次需花费800元左右。朱先生
表示，虽已为父亲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但还是负担
不了费用，想咨询国家针对肝病治疗是否有惠民政策，
望相关部门告知。

接到市民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交井
研县人民政府核实处理。

井研县门坎镇人民政府收到问题后，立即组织人
员进行调查核实。经查，朱先生的父亲目前诊断为肝
功能衰竭失代，属于医保规定的三十类重病，可以根据
政策进行医疗救助、个人名义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等。

9月26日，门坎镇民政办工作人员向朱先生解释
宣传了相关政策，告知其需要向村委会提交具体申请
资料（申请书、审批表、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
镇村初审核后向县级部门提交，待审批通过后可对朱
先生的父亲进行政策性救助。

了解政策后，朱先生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肝病治疗
是否有惠民政策？

本报讯（记者 王倩）9月26日，市民杨先生拨打
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咨询，在市中区和沙湾区河域
驾驶充气橡皮艇是否需要办理相关证件，望部门给予
解答。

接到市民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交乐
山市交通运输局和沙湾区人民政府核实解答，由乐山
市港航中心进行调查办理。

9月27日上午，乐山市地方海事中心电话联系到
杨先生，向其询问了驾驶需求及船舶数据后，作出如
下答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5米
以上船舶需登记，杨先生自有的艇材质为橡胶，长度为
3.5米左右，不满足船舶登记的强制规定，不作为交通
运输部登记船舶管理；按照《四川省乡镇自用船舶安全
管理办法》，建议杨先生到所属乡镇，将自有的橡皮艇
作为自用船舶由所属乡镇进行登记管理；经乡镇按照
《四川省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办法》登记管理后，在
航行时，不得经营，不得载客，不得在航道上妨碍航行
秩序，不得进入管制水域，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

收到答复后，杨先生表示满意。

驾驶充气橡皮艇
是否需要办理相关证件？

我市启动2021年世界粮食日
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径 摄影报道）今年的10月16日是第
41个世界粮食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活动周。昨
（12）日上午，由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市农业农村局、市
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2021年世界粮食日
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乐山市启动仪式暨主会场活动在乐
山国粮购销有限公司举行，全市各县（市、区）粮食主管部门
负责人、国有粮食企业以及市中区部分粮食加工企业代表
共同参与活动。

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行动造就未来。更好生产、
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主
题是：“发展粮食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本次活动中，开展了“走
进智慧粮库”，参观了国粮购销有限公司，学习交流科学储粮技
术，倡导爱粮节粮。走进实验室，参观市粮油食品监测站实验
室，了解粮食质量检验监测，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管理。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推广运用
先进种植技术和优良品种，粮食生产基础进一步夯实。大
力实施“藏粮于技”的粮食安全战略，开展仓储物流设施建
设和升级改造，加快推进低温库和智能粮库建设，通过运用
低温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储藏期间粮食损耗，保障储备粮油
安全，并通过“智慧储粮”的远程监测和监管，有效保障了各
级储备粮油“数量真实、储存安全”。全市建成了智能粮食
仓容近50万吨，包含38万吨低温仓容。

本报讯（记者 赵径）日前，记
者从乐山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预
计 乐 山 市 全 年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334.35 万亩、产量 124.62 万吨，分
别较上年增加 3.35 万亩、1.12 万
吨，粮食产量有望实现连续七连
增。

今年以来，乐山市把抓好粮食
生产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稳
定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
高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科技化
生产水平，粮食生产丰收在望。目
前，秋收基本结束，调查对比发现，
乐山市秋粮播种面积、生产形势等
均好于上年。全市小春粮食播种
面积30.61万亩、产量7.52万吨，分
别较上年增加 0.01 万亩、0.06 万
吨。大春粮食播种面积 303.74 万
亩、预计产量117.10万吨，分别比
上年增加3.38万亩、1.13万吨。

新闻链接>>>

乐山市有望实现
粮食产量“七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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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生产
更好营养
更好环境
更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