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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英烈 铭记历史
乐山市县街小学三年级2班 刘翰林

指导老师 唐琼辉

清明节前夕，妈妈带我去了乐山竹园
烈士纪念园祭扫。

我们事先用面巾纸、绿卡纸、软铁丝、
胶制作成白色纸花，准备敬献给烈士们。
妈妈还准备了一束黄菊花，我又在纸花上
附了一张纸条：缅怀革命先烈。

第二天，我穿上校服，戴上鲜艳的红领
巾，就和妈妈一起出发了。到达乐山竹园
烈士纪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纪念
碑，上面刻着“成都战役 首战遗址”几个金
色大字。两旁的烈士雕像个个气宇轩昂，
眼睛里闪烁着坚定不移的目光，令人肃然
起敬。他们神态各异，有的双手拿着枪，好
像还在射杀战场上的敌人；有的握着一个
大军号，朝天吹响激动人心的冲锋号；还有
的手持大砍刀，仿佛正在和敌人肉搏……
每一名战士都展现出了他们的坚强和勇
气，让我仿佛穿越历史，看见了他们在战场
上浴血奋战时惊心动魄的场面。

竹园铺战役打响了成都战役的“第一
枪”，为我军直捣成都平原扫清了障碍，为
四川解放和全国彻底解放立下了不朽功
勋。这次战役，也牺牲了众多的战士，有很
多无名英雄躺在了这块土地上。

看完这些介绍，我心潮澎湃，来到纪念
碑前，只见地面上有些枯枝落叶，我马上找
来扫把，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再
把带来的纸花、菊花轻轻地放在碑前，我举
起右手，向纪念碑庄严地行礼。如果没有
烈士们的流血牺牲，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幸
福的生活。我们应该不忘历史，把他们的
丰功伟绩铭记在心。

清明节的怀念
乐山市柏杨小学五年级5班 杨钰苗

指导老师 张建容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祭祖节，是人们扫墓祭
祖的日子。

今天，怀着对已逝亲人的想念，我们一
大家人向着亲人的墓地出发了。乡村的景
色美极了，潺潺流水的小溪，各色的小野
花，成片成林的树木，一望无际的草坡，好
一幅生机勃勃的春光美景图。

我们沿着满是花花草草、泥泞的小路
前行。一路上，我脑海里浮现出与外公在
一起玩耍、嬉戏的快乐情景，因为外公离开
我们还不久。我的眼圈有点湿润了，但我
还是调整好了心情，和家人们来到了外公
墓前。

只见外婆、妈妈和小姨一丝不苟地清
理墓前的杂草。清理完成后，祭拜仪式开
始了，所有人在墓前恭恭敬敬地站着。外
婆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贡品，将水
果、菜肴和坚果摆在墓碑前，把酒杯里倒满
白酒。然后外婆口中暗暗念道：“孩儿她
爸，我们来看你了！”然后，我们小孩就跟着
大人跪了下来，十指合拢磕头。祭拜完，我
们拜别了外公。

扫墓结束了，大人们聚在一起聊聊家
常，小孩子们则在一起玩耍，吃零食。我
想，今天我真正明白清明节的意思了。

在我的衣橱中，摆放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每
当我长大一岁，妈妈就会淘汰一些我因为长个
儿而不能再穿的衣服，又添置一些新衣。但是，
有一件陈旧的小棉衣，多年过去也舍不得丢弃，
就像一件珍贵的展品陈列在那里。

这件黑红底色的小棉衣上，均匀地分布着
一朵朵蓝黄色的小花。铜钱大小的蓝黑色纽
扣，就像小猫的眼睛，随着光线角度的不同而变
幻出不同的色彩。和其他衣裳相比，它一点儿
也不漂亮，摸上去还硬硬地，穿在身上也不保
暖。

为什么妈妈不淘汰这件棉衣呢？妈妈告诉
我，这件棉衣是我出生的时候外婆亲手缝制的，
是外婆送给我的出生礼物。我很好奇，外婆为
什么会送这样一件礼物给我？妈妈说，在她老
家有一个习俗，长辈把自己小时候穿过的衣服
送给晚辈，这样是希望保佑晚辈健康茁壮成长。

原来，这件棉衣是外曾祖母在外婆小的时
候为外婆缝制的。后来妈妈出生，外婆又把棉
衣改制了一下。再到后来我出生了，外婆又把
棉衣改制成我小时候可以穿的样子。这样算起
来，这件棉衣有60多年的历史呢！

这件跨越半个世纪的棉衣，陪着外婆、妈妈
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后来又传给了我。从小到
大，我收到过很多礼物：有可爱的玩具，有漂亮
的衣服，有实用的文具……但这件朴实无华的
棉衣，却承载着长辈们对我浓浓的爱和深深的
祝福，成为我最美好、最珍贵、最值得收藏的礼
物。

春日的阳光悄悄爬上窗户，透过白色的
纱窗，映照在蓝底白花边的窗帘上。和煦的
阳光似母亲般温柔细腻的手，轻轻抚摸万
物。蝴蝶闻香飞来，也道春来了。春日正以
它的方式展现自己的生机。

春，有它自己的颜色。簇簇梨花枝头下，一
抬头，便是一派风景。梨花舒展那千万种姿态，
纯白的花瓣映入眼帘。放眼过去，一树洁白，也
不显得单调。嫩芽在枝头使足了劲地冒出，还
有翠绿的嫩叶点缀其中，越让这梨花惹人怜惜，
仿佛几滴雨便可将它们打落。梨花瓣里有青丝
环绕内围，远看像梨花中缀有珠宝，光辉夺目。

春，有它自己的声音。小河的水潺潺地流
动，水撞击石头发出叮咚的声音；枝头鸟儿唱得
欢的声音，从电线飞驰而下，落在地面细微的声
音，又飞上枝头扑打翅膀的声音；风吹过树梢
的声音。

春，有它自己的触觉。瞧，起风了，它跌跌
撞撞地向我奔来，与我撞了个满怀，它就像个莽
撞的孩子。这个拥抱转瞬即逝，而我却触碰到
了它。阳光的精灵在指尖跳跃，温暖的光芒聚
拢在手中，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跃动，只见它从我
手中跃下，在地面上活蹦乱跳。我将手伸进小
溪，溪水淌过手指，哗啦啦从我手中流去，手中
微凉，轻轻扬起手，水滴被甩回溪流中，轻轻荡
开，又恢复平静。

春，正在开一场盛大的宴会。春意盎然，充
满了生命的气息，所有的鲜花都争先恐后炫耀
自己的娇艳。花儿总是在生命最繁盛期绽放，
它们选择在春日尽情舒展自己。世上有千种拥有，但有一种拥有最珍贵。

你也许丝毫察觉不到这种拥有，但随着悠悠岁
月的流逝，无数个春秋冬夏的更迭，在你生命的
某一天，当你蓦然回首时，才发现自己不再拥有
——那是绚烂的青春。

世上有万般失却，但有一种失却很无奈。
它让你追悔莫及、顿足捶胸，以一生的遗憾作代
价——那就是无价的青春。短暂的青春和爱你
的人，总要等到失去后才发现它们弥足珍贵。

青春是一种令人艳羡的资本，但时间老人
却把它作了最精确的均分，无论贵贱尊卑，智愚
富贫，你一生只能拥有一次。少年啊，即使你百
般不如意，万事不顺心，你可以有一千种理由苦
闷、埋怨，但却不能有一种理由放弃理想和追
求。听吧！听自己的心，它在有力地跳动着，将
沸腾的血液泵至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闪耀的青
春仍牢牢在握。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
燃烧！所以就抓住这似水流年，高亢一曲激昂
的乐章。在这如花似梦的季节，我们既被称为
朝阳，就理应散发耀眼的光芒。

转眼已过去了十四载，生命里那些来路和
去路，就像一场天光，丢失着岁月皑皑。那些时
光漫长，仿佛夏天将会永远晴朗。可当真如此
吗？面对着无数个十字路口，我们将要去往哪
里？踏上青春纯粹又炽热的列车吧，找到你所
热爱的轨迹，燃烧你那清澈固执的勇气！这将
是一本打开了就合不上的书，踏上了就不回头
的路，是抛出了就收不回的赌注。

无情的年华倾听着生命的轮转。抬起头，
天空中总有阴沉的日子，但只要心里有光，眼前
就永远是炫目的太阳。一生经历一次的青春，
目的只是听一次花开的声音，看一场花落的寂
然，然后散场。

美好的礼物
乐师附小三年级6班 孟驰轩

指导教师 华燕飞

青春正好 奋力燃烧
乐山市实验中学2023届14班 宋林芸

指导老师 张艳

春日宴
沙湾区绥山中学八年级6班 董瑞

指导老师周淑容

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热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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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祭祀成风尚
防疫防火保安全

倡导文明祭祀
清明节期间，乐山市人民公墓实

行“预约祭扫”。3日，记者看到，前来
该公墓祭祀的广大市民戴好口罩，有
序按照疫情防控规定扫码入园。

为弘扬文明祭祀，倡导绿色生
活，乐山市人民公墓园区内的便民服
务点为前来祭祀的广大群众免费提
供可书写的祈愿牌和黄丝带，让大家
能以笔墨寄哀思，以文字诉衷情。

筑牢疫情防线
清明节期间，人流量增多，针对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为确保交通有序、防
疫得当，我市交警、卫健、乡镇、街道、社
区工作人员，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清明节假期首日，全市近2000名
公安交警全员在岗，加强对高速路口、
国省道路口以及群众集中往返的城市
郊区、农村山区、陵园墓区、春游景区
等重点地区和人员密集场所的交通疏
导、安全管理和联勤联防。在社区，工
作人员加班加点，对返乐人员进行信
息排查。还有部分市民考虑到疫情防
控安全，今年没有选择回乐山，通过

“云祭祀”的方式悼念故人。

抓好森林防火
依据中国传统习俗，墓葬地区通

常位于山中，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是
清明节期间各部门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乐山市人民公墓园区内，防火
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工作人员轮流巡
查，严禁私自燃烧香烛、纸钱等行为。

民政、城管等部门积极协作，对
周边销售违规祭祀用品的摊位进行
清理，对城区随意抛撒纸钱的行为进
行治理。乐山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根据“12个 100%”和“9个上阵”要
求，全市22个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
员单位组成11个工作组，深入各自
包保责任县（市、区），指导开展森林
防灭火工作。 记者 唐诗敏

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记者4日
从乐山市委组织部获悉，为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疫情防
控部署要求，及时将市委的关怀传
递到疫情防控第一线，经研究，市委
组织部从代市委管理党费中，划拨
专项资金200万元，用于支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这笔党费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疫
情防控斗争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基
层党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有关
药品、物资等；补助因患新冠肺炎而遇
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

200万元党费
支持疫情防控

为 方 便 离
乐、来（返）乐人
员及时就近做核
酸检测，“健康乐
山”发布乐山市
公共场所便民核
酸采样点设置情
况一览表，请扫
二维码查看。

据健康乐山

这些便民核酸采样点
看过来

扫码查看乐山市公
共场所便民核酸采样点工作中的王洪刚

今年清明节期间，乐山市各级各
部门奋力做好文明祭祀、森林防火、抗
疫防疫等各项工作。据乐山市民政局
统计，目前全市共有11个公墓13个墓
区、1个农村公益性墓地。3月19日至4
月5日，全市共接待祭祀群众9.34万余
人，较去年同期减少 30792 人，减少
24.79%；祭祀车辆1.8万余辆次，较去年
清明假期减少190辆，减少1.04%，无一
起安全事故发生。

本报讯（记者 白建伟 摄影报道）
“本来打算休假陪你生产的，现在看来
计划要落空了，别担心，我在这边一切
都好。”4日晚，趁着难得的休息时间，
犍为县人民医院急诊医生王洪刚给即
将临产的妻子打了个视频电话。

“同样是医务工作者，我理解你，
抗疫一线更需要你，一定要注意安
全。过几天，我们就是一家三口了。”
电话的另一端，峨眉山市人民医院医
生田佩司声音中带着哽咽，4月中旬，
她将迎来生产……

3月30日，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下的急诊急救工作，原本在心内科的
王洪刚被抽调到急诊科。

“女人生孩子是人生中的大事，但
我理解他，也愿意让他奋战在一线，我
也在家中为日夜奋战在一线的兄弟姐
妹们加油！”田佩司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临产妻子视频“准爸爸”：
抗疫一线更需要你

本报讯（记者 宋雪 摄影报道）
“王婆婆，今天中午送的饭菜还合口味
吧？平时有没有啥病，不舒服记得要
跟我们说哦……”昨（5）日18时左右，
犍为县玉津镇南盐社区，家住南屏小
区的王婆婆打开家门，从党员志愿者
吴君明手中接过热腾腾的饭菜，连连
说着感谢。

今年78岁的王婆婆，孩子在外地
工作，如今独居在犍为县城。她所居
住的南屏小区，是一个没有门卫、无人
看守的老旧小区，于4月3日晚被划
为此次疫情的封控区。

“南盐社区的纪委书记周剑也住
在这个小区，大家内外联动，立即组建
起临时的党员先锋志愿服务队，开展
防疫保障等各项工作。”犍为县玉津镇
纪委书记吕小英说。

吕小英告诉记者，南屏小区共有
86户147人，大部分的家庭都会通过
手机订购、或者联系亲友送生活物
资。“但在对每家每户的上门排查中，
发现有3户共4名无人照料的老人，
需要加强关爱服务。”吕小英说，其中
就有78岁的王婆婆。

“几位老人都有行动能力、不想给
大家添麻烦，所以没有主动向社区提
要求，但是排查发现他们的情况后，我
们立即针对性开展服务，其中就包括
定时、定点、定量为他们免费送餐。”南
盐社区党委副书记李伟告诉记者，向
封控区送餐有着固定的流程，需要在
严格防疫、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多次“转
手”，由每一个区域的队员交接，最终
再送到老人手上。

爱心接力
封控区的王婆婆
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

共同抗疫
守护“嘉”园

给老人们打包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