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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的样子
女儿：“外婆生气的时候像一只大灰狼，不生

气的时候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妈妈生气的时候
像一头熊，不生气的时候像一只猫。”

我：“那你生气的时候像啥子？”
女儿：“我生气的时候像一朵花，不生气的时

候也像一只猫咪。”
我：“嗯，你自己生气的时候都是美的！那爸

爸生气呢？”
女儿：“爸爸生气的时候像一片树叶。” 江欣

为人处世
今晚我跟蕾爸之间有点不愉快。
蕾蕾：“等下爸爸回来你要这样说（此处省略

一万字）……你说我可以，你说了他又要引起矛
盾。”

我：“我一句都不想和他说，要说你说。”
蕾蕾：“你就按照我给你说的来说嘛，要管理

好自己的情绪，我在教你为人处世的方法。”
蕾妈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
鬟。”记得端午节那天，我早早地系上了
美丽的五彩手绳，心里满是欣喜和自
豪。

节日前一天，妈妈拿出彩线盒，准
备为我编织端午节彩绳。她剪裁了一
长一短两根彩线，短的一条当轴线，用
夹子固定好两端，长的一条在轴线下方
对折备用。万事俱备，只见妈妈一手拉
圈，一手穿线，压紧，捋平。如此反复，
左右交替打结，一个个漂亮的平结就系
好了。妈妈的动作是那样娴熟优雅，双
手就像蝴蝶一样在彩线中翻飞。我在
一旁看得津津有味，不禁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

于是，我向妈妈要了同样的材料，
赶紧回自己的房间依葫芦画瓢起来。
不一会儿，我的“豆腐渣工程”就出炉
了！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活脱脱一
个东施效颦的作品，只好请妈妈来指
导。不多久，我的技术就突飞猛进了，
不知不觉就编了一长截儿。可是，总感
觉没有妈妈编织得匀称、美观。妈妈鼓
励我说：“不要紧，刚开始是这样的，勤
加练习就好了。”是啊，世上无难事，只
怕有心人。我鼓足劲，反复尝试。终
于，成功了！我迫不及待地喊出来：“我
完成了！”妈妈一看，笑眯眯地说：“别
急，还要收尾呢。”妈妈比了比我的手
腕，确认长短合适后，又让我挑选了两
颗亮晶晶的珠子。收尾工作正式开始
了：我们将编好的手绳首尾重叠；另起
一根彩线继续系上平结，作为可以调节
长短的活扣；左右缀上彩珠，金刚结结
尾，烧线头；最后再作整理。这下，一条
精致、漂亮的手绳才算大功告成！我激
动得一蹦三尺高，好想马上戴上这条心
中最美的五彩绳。

相传，端午节这天给小孩系上五彩
绳，就会驱散烦恼和忧愁，带来一年的
安康和好运。我暗自思忖：是的，一条
手绳千千结，看似平常却来之不易，它
寄托着长辈们美好的期许，这不正是另
一条传颂千年的“慈母手中线”吗？

端午节这天，我早早地戴上了和妈
妈一起编织的五彩手绳，心中备感欣喜
和自豪。

心中的五彩绳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三年

级10班 何思懿 指导教师 何智玉

篮球，让少年的我，唱响了梦想之歌。
篮球，就像我的朋友，让我身上总有股拼劲儿。5岁起

学习打篮球，渐渐爱上篮球。每当我捧起篮球准备上场，
心情跟第一次摸到篮球时一样，一样的心跳，一样的沸腾，
一样的感动。

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坚持这么久去做一件事。无论刮
风下雨，室内室外，我都准时赴篮球之约。篮球场上，练力
量、做深蹲、练核心、折返跑……越练越有力量，越练越有
信心。有人说套塑料袋练运球好，我便照着做。比同龄人
单薄矮小的我，在这个高个子的游戏里，一点也不想放
弃。篮球，在空中旋转 ；汗水，从眉间滴落，我只想逼自己
不断进步，我要时刻准备着，只为喊出那句“我要上场！”

篮球，让少年的我，谱写了无畏的歌。
喜欢篮球，它是热爱，是胜利的嘶吼。每一次投篮都

承载着全队的希望，每一次跑动都牵动着所有关心我的人
的神经。篮球助我成长，伴随汗水、枯燥和满满的自豪，教
会了我人可以被“对手”摧毁，但绝不会轻易被打倒，在哪
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我想，来到这个世界，就好比踏上球场，上场那一刻就
清楚自己的目标，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全力以赴。队友和对
手，都是我成长的伙伴，他们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他们都
值得我学习。摔倒、受伤、被抢断，比分落后又好比遇到的
种种困难和挫折，都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将来的我，无
论做什么，也将传承篮球精神——奋力拼搏，坚持不懈，从
篮球场到人生舞台，也能自信地喊出那句“我要上场！”

篮球，梦想之篮，无畏之歌。

篮球之歌
乐山市实验小学五年级5班 苟宸 指导教师杨丽琼

一块白布、一卷白线、一缸染料，就能产生出各式各样
的画卷……这布里生花的魅力，就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
——扎染。

前不久，我跟妈妈一起走进了位于市中区苏稽镇一处
环境清幽、古色古香的民居——峨眉扎染基地，体验那神
奇的民间手工艺术。

在老师的介绍中，我了解到，扎染是将织物部分扎结
起来染色从而产生图案的一种染色方法，是我国民间艺术
中的瑰宝。

在体验环节，我一边听着老师的讲解，一边迫不及待
地将布匹放入清水中浸湿；再用白线和橡皮筋将整理好的
布匹捆紧；然后将绑好的布匹放入染缸中上色；接着，将染
好色的布匹拿出来，拧掉多余的染料，并静待它氧化；最后
把线拆开、将布匹晾晒至成品。

第一次操作，我因绑扎得太随意、上色时间过短，成品
颜色比较淡、花纹也不够多。第二次，我根据自己想要的
图案效果提前设计了绑扎位置，并用白线进行了严严实实
的绑扎。整个上色的过程，我都小心翼翼地操作着夹子，
满心地期待着自己的小手能在这方布匹上创造出神奇。

实践证明，扎染真的就像拆盲盒，每一次展开都是焕
然一新的一朵花，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

无二的一幅画，结果也总会给人带
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布一线一画卷
乐山市柏杨小学三年级七班徐艺菲 指导教师韩丽霞

要下雨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
喜欢清爽的蝉也懒得叫了；一只在叶子船上看风
景的小蚂蚁也焦急地转来转去，还好，风儿一吹就
把小蚂蚁吹到岸上了。一群在水里嬉戏的小鱼知
道了这件事，吓得连忙躲到荷叶下，不敢出来。

不一会儿，下雨了，喜欢雨水的小青蛙在
水里游泳，有小青蛙还蹦到大树上看风景去
了。这个时候，你看一看窗户，能看见一颗颗
豆大的雨珠从窗户上滑下来。

渐渐地，雨停了。打开窗户，一股清新的
空气迎面扑来。如果你出来散步，能看见下
一次雨才开一次的蘑菇闪电！

雨中电影
乐山市实验小学二年级4班 李子惜

指导老师 牟梦娇

每个人的课余生活各不相同，有跳舞的，有
画画的，有学钢琴的，我的课余生活是——读书。

刚开始读小学，我并不喜欢读书，因为那
时我贪玩，即便看书也只看带图画的漫画，全
文字的根本看不懂。到了二年级，我基本可
以靠拼音来读书了，偶尔也会有些字不认识，
有时还会要求妈妈读给我听。后来，我并不
满足只看带拼音的儿童读物了，缠着妈妈给
我书看，妈妈只好带我来图书馆找书。来到
图书馆我才发现，原来书的种类那么多，有故
事、文学、历史、科学、天文……我挑了一些故
事类的图书，借回去看，越看越入迷，睡前看，
吃饭时看，走路也看，反正一有空暇就看。我
看书比较快，借的书也就比较多，知识也就在
慢慢累积。升中年级，我的作文水平逐渐提
升，从原来的七八十分提到九十分，再升高年
级，有了之前的知识，我的作文也算是名列前
茅，这全是我读书读来的结果。

我常常为读书而废寝忘食。晚上到睡觉
时间，爸妈总会提醒我该睡觉了，而我常常把
外界声音拒之千里，直到爸妈来查房时，才慌
忙合上书，上床装睡。躺在床上，还在想着书
中的情节让我浮想联翩……再次拿起书，悄
悄开灯，津津有味看了起来。记得有一次，我
10点还在看《格林童话》。正看得入迷，没有
注意到妈妈的脚步声，“咣当”一声门开了，我
的心也“咣当”，我后背一凉，喃喃道：“完了完
了，被发现了。”我回头一看，哦！是妈妈，妈
妈立即训斥：“十点钟了还不睡！快点给我
睡！”我央求妈妈再看一会儿，可妈妈态度坚
决，我也只好乖乖地上床睡觉。

读书，丰富我的课余生活，开拓视野，丰
富知识，正如那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
书香能致远。”

我的读书生活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小学五年级1班

金智涵 指导教师李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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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彩经
广告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 摄影报道）“村里开展‘一户多宅’及
危旧房清理整治，既能改善人居环境，更能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这项工作得到广大村民们的支持。”6月20日，市中区平兴镇平
兴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朱雨生表示，村里已对某些存在安全
隐患、影响村貌的老旧房屋进行了拆除，相较去年，平兴村变得
敞亮洁净许多。

朱雨生告诉记者，“一户多宅”及历史遗留非法住宅综合整治
工作是农房确权工作的基础，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前提，也是平兴
村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今年以来，平兴村以“五清行
动”为抓手，相继开展影响村容村貌的闲杂房、废弃房、危房等建
筑拆除工作，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拆
除自家不合规范的房屋，同时，动员亲友邻居，帮助广大村民积极
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一点一滴改善人居环境，一言一行成就美丽
平兴”的良好理念。通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截至目前，平兴村已拆
除“一户多宅”及危旧房34户，腾挪耕地15亩。

如今，不仅平兴村开启了“美颜”，平兴镇“赶场子”的地盘也
即将焕然一新。“投资473万元的平兴镇场镇提升项目已全面进
场建设，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平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快，
不论大家是到镇上赶场，还是到镇政府办事，都会感到更加舒
心。”记者看到，位于平兴镇政府院坝内的原便民服务中心已经进
入打围施工阶段。

据了解，平兴镇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围
绕完善服务功能、规范场镇管理、提升场镇品质三个方面，提升场
镇建设。此次场镇提升项目聚焦交通补短、环境整治、风貌改造、
服务提升四大行动，实施对标补短全面提升场镇风貌，重点包括便
民服务中心改建、集镇风貌提升、道路黑化、公交站台和河堤堡坎
改造等，旨在提升平兴镇环境基础设施水平和群众服务水平。

拆除废宅 提升场镇
平兴镇开启“美颜”模式

平兴村拆除不合规范的房屋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 摄影报道）昨（21）
日，由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金佛
山管理委员会主办的峨眉山“亲子避暑狂欢
季旅游推介暨‘峨眉雪芽飘雪’茉莉花茶上
市品鲜”活动在成都举行。

现场，峨眉山景区公布一系列优惠政
策，推出全山“清凉”“欢乐”两个度假指数，
策划“打卡峨眉山新媒体大互动”“峨眉山亲
子水上狂欢派对”两大活动，聚焦“灵秀欢乐
水世界”“雷洞坪云海星空露营”“夜游峨眉
光影万年”等避暑休闲新兴项目，整合自身
酒店、演艺、茶业、温泉、美食、研学、文创等
文旅产业，推出“门票+酒店”“门票+演艺”

“门票+温泉”等系列优惠套餐，并联动旅行
社、OTA平台、旅游协会、研学机构等，推出
研学、演艺、体验、文创、品茗和尊享等六大
类特色产品，为炎炎夏日送来徐徐清风，为

即将到来的暑期市场注入令人振奋的“峨
眉”强心剂。

从2022年 7月1日至2022年 12月 31
日，峨眉山景区针对在识途旅游网注册签约
的组团旅行社，单团享受峨眉山景区门票

“10免2”的奖励政策（先买后返）；针对川渝
游客，推出购买峨眉山全价门票“买一送一”
优惠政策；针对青少年游客，全国18周岁（含
生日当天）以下未成年人均享受峨眉山景区
门票免票优惠；针对网红达人，发布《峨眉山
风景区关于新媒体对外宣传激励（暂行）办
法》，将提供峨眉山景区门票、观光车票、索
道票全免的大礼包。

同时，峨眉山景区深化与姊妹山重庆金
佛山景区的合作，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
12月31日，推出南川区市民和乐山市民游
览峨眉山、金佛山互享景区门票免票待遇。

峨眉山“亲子避暑狂欢季”旅游推介活动在成都举行

“老爸，老妈，我们去哪里呀”
“宝贝，跟我们一起去峨眉山哦”
优惠多多：川渝游客购买全价门票“买一送一”；18周岁
以下未成年人免门票；网红达人还有全免大礼包激励哟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6月20日，乐山市市中
区美食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市中区美食会）第
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来自市中区的80余家
美食餐饮企业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市中区美食会
的正式成立。

会上，乐山市太和盛世酒店负责人王姜等19
人当选市中区美食会理事会成员。与会的市中区
美食会会员们表示，将利用美食促进会平台，进行
广泛的信息沟通、交流，并搭建好政府与行业沟通
的桥梁，承担社会责任，为来乐游客、本地市民提
供高质量的餐饮服务，为实现乐山“十四五”美食
产业规划“一心、一环、一片”美食产业空间布局和
把市中区建设成为乐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作出应

有的贡献。
当前，市中区正加快推进苏稽跷脚牛肉特色

小镇和嘉州商贸物流园区建设，已先后出台一系
列招商引资、产业支持政策，着力打造“中国川菜
预制菜产业第一城”。“希望美食发展促进会能够
统筹好各方资源，在企业招引、标准制定、品牌共
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园区和产业加快发
展。”市中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市中区政府将
持续为餐饮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支持，持续为美食
行业的品牌化、标准化发展出台政策，推动美食产
业链持续向上下游延伸，促进个体户、小微企业发
展壮大、升规入统，实现全链条、一体化发展。

市中区美食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 体彩昨日开奖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