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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文庙，有我无数美好的回忆。每当我路过这里时，总会
想起那一次和妈妈一起打羽毛球的事。

那天阳光明媚，我和妈妈一起在乐山文庙前的小广场上打羽
毛球。只见妈妈一会儿向东跑，一会儿向西跑，累得满头大汗。
而我，用自创的羽毛球绝技，打得她落花流水。可当我使用终级
之招——“轻功大力斩”时，由于我打得太高，再加上妈妈的用力
一拍，羽毛球在高空中滑过一道弧线，落在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
树高处，卡住了。我急得团团转，小声嘀咕：“怎么办，怎么办？”只
见妈妈冷静思考，左看右看，很快发现旁边的小卖部有一根结实
的长竹竿，她便匆忙跑过去，一转眼就没了人影。我笑了，因为我
知道，妈妈那张又甜又巧的嘴，无人能抗拒的。果然不出我所料，
很远我就看见了她拿着战利品满载而归，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营
救”羽毛球的行动。

因为妈妈身高不够，所以让我骑在她肩上，再拿起借来的长
竹竿。我骑在妈妈肩上，费劲地举起长竹竿，突然一阵大风吹过，
竹竿一下子向后倒去，我险些连竿带人一起翻了过去，吓得我出
了一身冷汗。妈妈见状，连忙把我放下来，但自己还是惊魂未定，
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

然后我们又想了一个办法。我迅速拿了一个塑料口袋和一
根蓝色带子，把羽毛球拍和长竹竿合在一起，再将它们一起打个
结，加长竹竿完成了。只见妈妈再次拿着竹竿，踮起脚尖，双手向
上举，眼看就要成功了，可是因为结没打紧，羽毛球拍突然头朝
下，脚朝上，翻了个跟斗。哎呀，这次又失败了。

但我们并没有打算放弃，又在四周寻找。绿色的叶丛间、粗
壮的大树底下、街道边上等，都让我们找了个遍，功夫不负有心人
啊！终于，在凉亭里，我们找到了一把长扫帚。于是又用之前的
办法，把扫帚和竹竿连在一起，再多打几个紧紧的结，超长竹竿终
于完成了。我和妈妈合力举起加长加固过的竹竿，很快就把羽毛
球给救下来了。妈妈笑了，我更是开心得手舞足蹈。

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面对困难，不要轻言放
弃。只要不慌张，沉着冷静地思考，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就会取
得成功的。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
乐山市县街小学三年级2班 刘翰林 指导教师唐琼辉

今天辛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同学们养的蚕结的茧，望着那一
个个洁白的茧，我的思绪飘回了我家的那些蚕上……

我家的这些蚕，大概是三个星期前买来的，它们的身体很软，
呈灰白色，长长的身子两侧有十几个黑点。它们肚子下面有十来
只脚，走路时靠身体收缩蠕动，像毛毛虫一样，别提多可爱了！它
们的嘴巴很小，褐色的，吃起桑叶来可厉害呢，一会儿就啃掉一大
片桑叶，“蚕食”就是这么来的。它们吃食时总会发出“咔咔”的像
吃薯片一样的声音，无论多么镇定的人，都会忍不住流口水。蚕
还是一个大画家，边吃边在桑叶上画出正方形，长方形，不规则的
圆形等可爱的图案，这是多么有趣啊！

给这些蚕大爷喂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蚕主要以桑叶为食，
买它们的时候，店家赠送了好几片桑叶，可没几天就吃完了。我
正发愁蚕宝宝们要断粮了，妈妈告诉我，小区里种了两棵桑树，桑
叶吃完了可以下去摘。于是，我便定期给它们换嫩桑叶，它们每
天肚子吃得胀鼓鼓的，也一天天长胖长长，现在已有一寸那么长
了。不得不说，它们真是十足的“大胃王”！

说到蚕进食时，我还有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
有一次我给它们换桑叶，突然发现一只蚕身子黑乎乎的，蜷

在一起，一动也不动，我连忙用手去触它，可它像一只断了线的木
偶，直挺挺地倒在了桑叶上。我猛地一惊，不好，这只蚕是不是死
了？我当即问了妈妈，只见妈妈叹了口气：“唉，昨天就看这只蚕
不对劲，桑叶也不吃，没想到今天就死了……”我为这只蚕感到惋
惜，慢慢地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我又看到另一个可疑的不明物
体，——黄色的像蚕的皮的一团东西，上面还有黑色的圆点，我想
这只蚕死得很蹊跷！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不是蚕死了，
而是它蜕的皮！”

昨天我给蚕宝宝换桑叶时，发现一只蚕宝宝身上有一片絮状
的透明的丝，我连忙叫爸爸过来看，爸爸说，这可能是要结茧了。

我多么希望我的蚕宝宝们都结上白色的茧啊！“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蚕化成蛹前才停止吐丝，它们吃的是桑
叶，奉献给人们的却是用来做丝绸的洁白舒适的蚕丝，这种奉献
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更觉得华夏人民是多么有智慧，利
用蚕的特点，发明了丝绸，我身为中国人而倍感自豪！

我的蚕宝宝
乐山市柏杨小学四年级9班 干文远 指导教师辛泓桦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科技越来越
进步，手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吃饭、开
车、玩游戏、玩手机……而人类还在不
停地压榨手的劳动力。终于有一天，手
不堪重负，罢工了！

马路上，一名公交司机正准备转
弯。突然，司机的手使不上劲了，车子
一头栽向路边。还好，司机眼疾脚快，
一脚踩下刹车，乘客们都吓了一大跳。
司机吓坏了，想把车重新开上马路，可
手就是不听使唤，在空中到处乱舞，就
是不听指挥。

运动场上，一名举重运动员正举起
一个超重的杠铃。忽然，运动员双手抽
了一下筋，手一松，那重达 200 公斤的
杠铃瞬间砸向地面，把地面砸出了一个
大洞，他也摔了个四脚朝天。运动员想
用手撑着站起来，可手就是使不上劲，
不由地大叫：“我的手怎么啦！”

书房里，我正在认真写作业。忽
然，我的手不听我的命令了，到处乱写
乱画，整个书房都变成了“大花脸”。我
吓得把手上的笔一扔，跳了起来：“天
啊！这手是怎么回事？我还有数学作
业和英语作业没做啊！等我把作业写
完再失控也不迟啊！”

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闹哄哄的声

音，我跌跌撞撞地走到窗户边往外一
看：外面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是翻过
去的小汽车，还有不受控制挥舞着双手
的人们，惊慌失措地大叫着，奔跑着
……

手罢工了，人类世界乱得不得了：
学校停课，运动会取消……各行各业都
停摆了，人类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形势严峻，联合国决定派出代表团
与小手国国王进行谈判。谈判会上，小
手国国王愤怒地说：“我们一直忠诚地
为人类服务，但你们用手太频繁了，玩
手机玩到半夜、打游戏打通宵、凌晨就
起来运动，我们小手王国的子民哪一个
不是伤痕累累的！你们只知道压榨我
们，却不保护我们，你们太自私了！我
们不想再为你们服务了！”

联合国代表们听到这话，惭愧地低
下了头。他们想了许多。痛定思痛，联
合国代表郑重地宣布：将限制人类用手
的时间和频率，合理使用，保护小手王
国的公民。

至此，手又开始忠诚地为人民服
务，而人类也减少了手的使用频率，还
发明了许多技术减少手的使用，保护手
不受伤害。只有大家和谐共处，才能一
起创造一个更加美丽的世界！

小手罢工记
乐山市县街小学三年级6班 徐辰洋 指导教师张敏

前几天，我和爸爸为小蚂蚁组装了
一个小城堡，刚开始小蚂蚁过得焦躁不
安，过了几天，他们生活得井然有序。

第一天，我把小蚂蚁放进去的时
候，盖子盖慢了，忽然，一群群小蚂蚁争
先恐后地跑了出来。我惊讶地叫了一
声：“哎呀，大事不好！蚂蚁跑出来了。”
我手忙脚乱地把盖盖上，叫上爸爸妈妈
帮我去捉逃跑的小蚂蚁。我眼疾手快
地抓住了一只蚂蚁，它在我的手指间拼
命地挣扎，好像在说：“放我下来，放我
下来……”突然，它转过头来一口咬向

我的手指，我的头皮一麻：“妈呀！蚂蚁
咬我啦！”可是咬得一点儿也不疼，它只
好乖乖束手就擒，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蚂
蚁捉完。

第二天，蚁后在大房间里休息，其
他的工蚁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三五
成群地搬食物，有的在打洞，还有的在
用触角交流。

第三天，蚂蚁们已经修好了两条通
道，食物也全部搬进了仓库，蚂蚁们不
忙了。我每天都陪伴小蚂蚁，我们成为
了好朋友。

我和小蚂蚁交朋友
乐山市实验小学二年级3班汪宇轩指导教师祝君平

在我心里
中华是一幅美丽无比的画卷

万里长城、颐和园、岳阳楼……
它们将中华装点得多姿多彩
这是壮观之美

《红楼梦》
《西游记》
《三国演义》……
字里行间闪耀着中华文化的光芒
这是文学之美

老子、孙膑、诸葛亮……

他们的谋略令人惊叹
这是智慧之美

李白、苏轼和辛弃疾的诗词
让人感受到快意江湖的洒脱
这是豪迈之美

一首诗，一壶酒
一曲长歌，一剑天涯
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英雄豪杰
是我中华最靓丽、最迷人的风景
我想说：
此生不悔入中华
我爱你，中华

中华之美
乐山市沙湾小学六年级4班 杨果 指导教师段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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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同心促振兴

记者 甘国江文/图

牧草上山
“前两年建青储基地，第三、四年建畜牧基地，第五年

开始发展高山露营旅游等三产业，既保证绿水青山常在，
又让村民增收致富有保障。”26日上午，站在海拔2700多
米的合姑洛村山上，胡江一边介绍着绿油油的村落，一边
和记者聊起了他和村组干部一道为村里制定的产业发展

“五年规划”。
2021年8月，乐山市人民医院工会副主席胡江履新凉

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合姑洛乡合姑洛村驻村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队员——乐山市人民医院财务科工作人员何
泽宇、美姑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马海马健，以及以合姑洛
村村支书、村主任洛韩达机为代表的村干部一道，组成了
合姑洛村未来发展的“领航者”。

仲夏时节，合姑洛村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近处绿油
油的玉米和远山茂盛的树林间，几亩地里覆着的一条条白
色的薄膜，在成片的绿色中格外耀眼。

“这是我们今年3月试种的蛋白桑，这是一种优质高蛋
白牧草，目前试种很成功，发芽率已达到85%左右。”胡江告
诉记者，合姑洛村一直都有养殖牛羊的传统，由于这里山高
寒冷，不利于传统牧草生长，冬天草料短缺成为当地村民发
展养殖业的短板。

合姑洛村地处高山之中，平均海拔2700米，幅员面积
6.8平方公里。全村有4个村民小组，175户833人，村民
主要以种植土豆、玉米、荞麦等传统农作物为主，人均年收
入6600元左右。

“山高路远，发展第二产业既不符合实际，也会破坏村
上良好的生态。”到村之后，胡江及驻村工作队员了解到村
民希望发展养殖业，美姑县也将大力发展畜牧产业。

在进一步走访中，驻村工作队还得知，由于美姑县海
拔较高，不太适宜传统牧草生长，目前美姑县饲草来源主
要依靠当地原生牧草，以及从西昌购入种植牧草。“前者量
小，大面积种植对环境破坏大，后者价格太高，将提高养殖
成本导致失去市场竞争力。”何泽宇表示。

紧跟市场需求才能发展壮大。经过走访调研和征求
村民意见，胡江带领驻村工作队和村组干部一道为合姑洛
村制定了产业发展“五年规划”——“一路三基地”，即一条
乡村便道和三个产业基地。

根据规划，合姑洛村前两年将通过党员带头示范在本
村开展牧草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广，建成青储基地，解决畜
牧业的饲料问题。第三、四年在青储基地的基础上，扩大
高山牛羊畜牧业，变目前村民散养状态为村畜牧业集中
化、规模化、产业化，打造畜牧基地。第五年打造高山露营
基地等旅游项目，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途径。

“目前我们试种的蛋白桑、甜象草三号牧草都已基本成
功，推广后不但有望带动全村畜牧业提速发展，还将为全县
提供更多优质牧草。”胡江告诉记者，优质牧草上山让合姑
洛村走上了一条绿水青山的发展路，村上预计养殖本地黄
牛将达到2000头以上，本地绵羊的规模还会扩大。

“我要贷款”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

“我们申请的500亩连片优质土豆种植和500亩连片优质荞麦种植已经基本获
批，12千米配套产业路、15千米种养水渠也将跟着逐步开建，村里传统的种植业将
向产业化迈进了。”利用林地、荒地发展牧草，合姑洛村的耕地保护利用同样风生水
起，“传统种植我们有经验，有技术，现在我们要搞产业化。”

底气来自于村民的改变。在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的循循善诱下，合姑洛村村民
开启了自我革命，革除陋习后的合姑洛村干净整洁、风景宜人，“我要发展”成了村民
追求新生活的动能。

“去年我们村上有27户人申请了小额贷款，通过这些贷款，养羊50－60只的有
10多户人，养牛20头以上的有6户。”洛韩达机告诉记者，如今村民自我发展意愿强
烈，完全没有以前那种“天天喝大酒，有酒万事欢”的情景了。

由于村民发展意愿强烈，今年全乡144亩的玉米套种大豆项目，合姑洛村就分
到了50亩。

在驻村工作队的带领下，村里利用广播设备，经常性宣传移风易俗思想，倡导村
民“讲科学”“讲卫生”，切实解决村民自我发展意识不强、环境卫生习惯不良等问题，
鼓励党员干部带头开展环境“脏乱差”治理工作，发动农民群众以实施“三改”（即改
水、改厕、改圈）、清理“三堆”（杂物堆、土堆、草堆）、治理“三乱”（乱倒垃圾、乱堆乱
放、乱搭乱建）、美化“三口”（村口、路口、家门口）为主要抓手，不断改善村容村貌，建
立生态宜居的新农村。

“结合我们原有的乌金猪集体经济，以及同时新发展的青储基地、畜牧基地和高山
露营基地等集体经济，我们有信心为合姑洛村的持续稳定增收打下好基础。”胡江表示。

“三聚”发力
改变不止在山里。
2021年1月28日，乐山市人民医院与美姑县人民政府签定《紧密型医联体托管

协议》，正式托管美姑县人民医院。自托管工作启动以来，乐山市人民医院以“各项
工作向美姑聚焦、各种资源向美姑聚集、各方力量向美姑聚合”为指导思路，先后派
出54名医疗、管理人员在美姑县人民医院开展长期驻点帮扶及托管工作，为省内

“三甲”医院托管县级医院中派出人员最多、涵盖专业最全面的支援单位。
经过近一年半的托管帮扶，美姑县人民医院先后引进高层次人才5名，自主招聘

大专以上学历医护人员37名，同时开展各类业务培训和选送进修、跟班学习。在
2021年医师资格技能考试中，该院有15人顺利通过了技能考试，通过率达71.4%，创
该院历史之最。

在乐山市人民医院的托管帮扶下，美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骨科顺利通过州甲级重
点专科立项，实现了美姑医院州级重点专科零的突破。2021年2月22日成立门诊部，
规范就诊流程；2021年5月14日完成新生儿病房的改造并投入使用，危重新生儿的救
治能力得到明显提高；2021年9月1日成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实现专科专治；2022
年4月1日重症监护室挂牌成立，有效保障美姑群众生命最后一道防线；2022年4月8
日启动基层版胸痛中心建设，目前已注册“中国胸痛中心网”并通过审核。同时，完善消
毒供应室、污水、医疗废物处理等“兜底”工作，建设成规范化的医疗废物暂存点。

2021年，美姑县人民医院实现门诊诊疗134925人次，比2020年同期增长
33.94%；手术2033台次，较2020年同期增长12.7%。共开展70余项新技术、新项
目或适宜技术项目，其中开放性颅脑损伤的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开颅血肿清除
术、内镜下静脉曲张套扎止血、超声引导下心包穿刺置管引流、肝VI段切除术+肝右
叶裂伤修补术、心肌梗塞的溶栓治疗等多项均为美姑县首例。

从 县 城 到
高山，从医院到
乡村，从思想风
暴到技术扶持，
从强本固基到
增收致富，自打

“结对”帮扶以
来，乐山市人民
医院利用自身
优势为美姑人
民的美好生活
尽其所能。

胡江（左一）和驻村工作队员一道查看牧草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