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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黄金万两”
荆林黄荻小学四年级 彭鑫玲

窗外，太阳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始终赶
不走刺骨的寒气，但我们班却欢声笑语、热
火朝天，一场“黄金万两，我能行”的活动正
在上演。

啥？“黄金万两”？哈哈，就是春卷呗！
活动大幕徐徐拉开。瞧，我手心里，一

张薄薄的春卷皮正平躺着。我小心翼翼地
托着它，生怕稍一用力，它就会破了。我照
着老师的样子挖了一大勺馅，放在皮的中
间，再把旁边的皮轻轻盖上去，胡乱地卷了
卷，一个大肚子的胖春卷，傻傻地躺在那
儿。我不禁大笑起来：“哈哈，好丑的春
卷！”老师告诉我：“少放点菜，放在皮的边
上，然后盖向另一边，卷到中间时，把两头
挽进去，再继续卷到底。”我照着做，可有的
粗，有的细，有的短，有的长……但我不灰
心，一边做，一边总结，终于越做越漂亮，跟
老师包的差不多了。

咦，哪来的香味？原来老师已经把油
锅烧热，正往油锅里放春卷呢！十几个形
状各异的春卷在锅里像泡温泉一样舒服地
躺着，看上去真会“享受”。老师用筷子不
停地给它们翻身：看，那调皮鬼不听话，左
冲右突，把身子都撞散了架；嘿，那个豆沙
馅的大概太开心了，大笑起来，一不小心，
把肚皮都笑破了，馅流进了油里……不一
会儿，那些春卷的肤色越变越深，直至变成
通体金黄色。老师迅速把它们夹出来放在
盆里，活像一根根金条，难怪叫“黄金万
两”。

我看着旁边垂涎欲滴的同学们，他们
一个个眼睛死盯着“黄金万两”。老师似乎
也看出了我们这帮馋猫的心思，关照道：

“太烫了，等会儿再吃。”终于开吃了，我们
排着队，依次抓起春卷，直往嘴里塞！“哦，
好香！真好吃！”我一连吃了好几个。

哦，美味可口的“黄金万两”！趣味横
生的“黄金万两”！（指导老师：徐红霞）

爱在集体
丹凤实验小学三（1）班 何若希

去年新年前夕，作文班老师让我
们写一些贺卡送给班里的同学。一
下课，同学们便纷纷互送贺卡，红红
绿绿的贺卡带着各自的心意，送到了
好朋友手中。大家说着、笑着，脸上
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教室里一片欢
声笑语，非常热闹。

我也被这欢乐的气氛所感染，拿
出一沓写好的贺卡，准备加入到这欢
乐的人群中，忽然，我看见一个同学
孤独地坐在他的座位上。那不是有
名的“淘气大王”刘恺吗？往日，他不
是把别人的文具藏起来，就是在教室
里神侃，连上课都管不住自己，那股
活跃劲儿就别提了。可是现在，他仿
佛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这是怎么了？
我不解地看着他。他的眉宇间好像
有一丝悲伤、一丝渴望……

突然间，我明白了，肯定是因为
没有同学送他贺卡，没有人对他说一
句祝福的话。想到这儿，我从书包里
拿出一张最漂亮的贺卡，稍加思索，
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道：“刘恺，祝你
新年快乐，学习进步，迈上新台阶！”
然后，我轻轻地折好贺卡，走到他的
面前，微笑着说：“刘恺，节日快乐！”
边说便从身后拿出贺卡，递到他手
中。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贺卡，高
兴地说：“谢谢！”他站起来，扬起手中
的贺卡冲进人群里大声喊道：“我也
有一张漂亮的贺卡啦！”

望着他，我也笑了：集体多么重
要啊！人人都离不开集体，人人都需
要集体的温暖。（指导老师：毛姗姗）

父亲的手
云阳学校八（3）班 巢荩文

有关父亲的记忆，是从三四岁开始
的。

那时，家旁边的物价局还未拆，局前
有一个小花园，吃完饭后，他总是会牵着
我去散步，大手拉着小手，指尖萦绕着他
的温暖。调皮的我，总是会在小松树旁的
阶梯上跳来跳去，父亲总是会用那双有力
的年轻的手拉着我，生怕我会摔倒，我悄
悄拔下一根松针，觉得好玩，于是扎他的
手，他似乎也不怕疼似的，不但不生气，还
会作出插科打诨的滑稽表情——他的长
眉像龙须一样一上一下地抖动着，然后用
那双温暖的手缓缓地摩挲着我的头……

记忆的长河继续流淌着，再能回忆起
有关父亲的记忆时，已经是八岁上小学
了。

我开始识字了。他总是会让我坐在
他的怀里，然后拿张白纸，一点一竖，一撇
一捺，手在纸上慢慢移动着，似雕刻艺术
品般认真，眉宇间也充满着认真，于是，一
行行字从指尖流露出来，似奇迹一般。可
我总是看着看着，就不想学了，继而研究
起他手上的纹路来，那纹路就像一棵枝繁
叶茂的树，密布在手上。好像与小时候
见到的不一样，却又说不出个所以来，
当父亲发现我走神以后，总是会找出那
把戒尺——他让我伸出手，然后那只握着
戒尺的手向上一扬，我吓的闭上了眼……
那只手实在是太可怕了，却只听到“啪”地
一声，他将那戒尺扣在了我手边的桌面
上。

“2012.11.23 晴 今天爸爸的手可真可
怕啊！还好我走运，他没有打中我。”当我
再次翻到那时的日记时，看到那歪斜倾倒
的字，总是会忍俊不禁，可再次回忆起时，
却才明白，这并不是走运，而是父亲的用
心良苦。

而今，因为父亲要工作，我要上学，我
与父亲的见面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了。

秋天来了，正是栗子金黄的时节，当
父亲在萧瑟的秋风中给我买了袋栗子递
给我时，我才又看见了他的手，已经不再
年轻了。多年使用医疗器械的双手磨出
了厚厚的茧，大拇指上就像那裂开的栗子
裂开了一道口子，干燥如枯木的手上褪了
一层皮，这是一双苍老的手了，是一双为
生活所奔波操劳的手了。掌间的大树又
多了分叉，像一颗快凋零的树，刚炒出来
的栗子所腾出的雾气模糊了父亲的面容，
转眼间，他竟已经这么老了。

父亲为了他所爱的和爱着他的这个
家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已经慢慢老了，可
自始至终我却无法为他做些什么，我无法
忘记父亲的手，也无法忘记他的爱。

（指导教师：蒋秋萍）

感恩
界牌中心小学六（1）班 高丽婷

我有一个好爸爸和一个好妈妈，他们
虽然不是有钱人，也不是很有才华，他们
只是普普通通的外地打工者，可他们在我
心目中却是独一无二的好父母。

六年前，我六岁，看见别的大哥哥大
姐姐都背着书包去上学，一路上有说有
笑，非常开心。当时我也很激动，觉得上
学很好玩，便跑到家里去找妈妈，高兴地
说：“妈妈，让我去上学吧！”一开始，妈妈
不同意，因为老家的教学质量非常差，在
我的再三恳求下，妈妈想了想就打电话给
在外打工的爸爸，商量我上学的事。于
是，爸爸回到老家，把我、妈妈、妹妹和弟
弟接到爸爸打工的地方——江苏。我们
来到这儿后，爸爸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
了，因为妹妹还小，妈妈要在家里照顾她，
不能上班，而我和弟弟要上幼儿园，一个
月的水电费、房租费、学费和生活费就要
好几千，这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
目。一晃两年过去了，妹妹可以上幼儿园
了，妈妈也可以找工作上班了，爸爸肩上
的担子才轻一点。

爸爸妈妈每天都早出晚归，白天在厂
里忙完工作，晚上回到家又要忙我们的学
习。爸爸每天回到家后，总是先帮我们检
查作业。如果我们做错了，他便会耐心地
给我们讲解。如果有题目我们都不会做，
他就会在网上查，自己弄懂了再讲给我们
听。有时爸爸为了给我检查作业，8点多
才吃饭。而妈妈却要到 9点才下班，回到
家已经 9 点半了，吃完饭后已经 10 点多
了。爸爸妈妈有时为了帮我们洗衣服，洗
到半夜 12点，他们就只能睡 5~6个小时，
第二天到厂里上班时，都会打瞌睡……爸
爸妈妈脸上的皱纹和他们的头上的白发
越来越多了，看到这些，我的心总是酸酸
的，学习也更用功了。

我知道，爸爸妈妈千里迢迢把我们带
到江苏来上学，就是想让我们多学点知
识，以后不要像他们那样辛苦。因此，我
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他
们，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指导老师：王建辉）

感恩的心
正则小学三（1）班 王光裕

爷爷经常教育我：“要知福惜
福，要念恩感恩。”我想，感恩应该要
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比如：老师在课
堂上讲解知识、埋头批改作业的背
影；奶奶给我洗衣服、做饭忙碌的身
影；爷爷每天接送我上下学时的一句
句叮嘱；妈妈每天早出晚归，在工作
之余辅导我作业的身影……都是我
们应该感恩的人。

感恩，不是口口声声地说，而是
要落在实处。比如：老师讲课时，要
认真听讲，不要做小动作，就是对老
师的感恩；奶奶做的饭菜，不要挑三
拣四，也是感恩；爸爸妈妈辛苦工作，
下班回家时，道一声“爸爸妈妈，你们
辛苦了！”也是感恩的表示；学校每周
升国旗、唱国歌时，也是对祖国的感
恩……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为了
不耽误学习，我坚持到学校上课，爷
爷还冒着大雨爷还冒着大雨，，把药送到学校给我把药送到学校给我
喝喝。。当我看到爷爷被雨淋湿的背影当我看到爷爷被雨淋湿的背影，，
心里很不是滋味心里很不是滋味，，对爷爷的感恩之心对爷爷的感恩之心
油然而生油然而生。。

当我们对每个人当我们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怀每件事都怀
有感恩之心有感恩之心，，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
光和希望光和希望。。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何静何静））

故乡情
练湖中心小学五（3）班 罗梦茹

我从出生到现在，很少去过我的老
家。去年的一个寒假，天是格外的冷，爸
爸妈妈领着我去火车站买票，排了好久
队，才买到车票。爸爸哆嗦着说：“唉，今
年的新年，真是太冷啦！”

到了老家，我吃惊地望着我的家，这
还是我认识的家吗？

每家每户都有着楼房，这对外地人不
足为奇，但在我们看来，能有着楼房是不
容易的，我也不禁感叹：家乡的变化真大！

晚饭时，我们边看着春晚，边吃着妈
妈和奶奶烧的饭，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快
乐。

一大早，我便听到了“年”的声音，瞧，
奶奶正坐在亭子里和一些年迈的老人聊
天，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着，爸爸和哥哥在
院子里打羽毛球，个个心里乐开了花。

我的老家，每天都充满“年”的声音，
每天都快快乐乐的，每个人都互相帮助助，，
哪怕不认识哪怕不认识，，哪怕家庭不太富裕哪怕家庭不太富裕！！我爱我爱我
的朋友家人，更爱我的故乡！

（指导老师：夏敏）

姐妹情
陵口中心小学六（3）班 魏晴

星期天，我和妹妹闲得慌，心血来
潮，决定学着电视里那样，去野外生存一
天。

我们带上两瓶水，一个打火机，还带
了两块面包，就徒步出发了。也不知走
了多远，我们来到了一片小树林，树林边
有条小溪。在树林里玩了好长时间，不
知不觉渴了，饿了，我们忍不住把面包

“消灭掉”，把水喝了一大半。
中午到了，我和妹妹的肚子都唱起

了“空城计”。我摸着我那叫个不停的肚
子，不知所措。这时，妹妹看了看小溪，
突然叫道：“鱼！姐姐快看！”小溪里果然
有几条鲫鱼在游动。妹妹脱掉鞋子，卷
起袖子和裤脚，跑进了小溪。我赶紧喊
道：“妹妹，小心，别摔倒了！”话音刚落，

“啪！”妹妹真的摔倒在水里。我连忙把
她从溪里拉了上来，可是已经成了落汤
鸡，她哆嗦着，我赶紧脱下外套披在妹妹
的身上。我说道：“妹妹，你等着，我去
抓。”

我捡了根一头尖尖的木棒，悄悄地
下到溪里，对准了一条鱼，一插，但偏了，
鱼早跑得没影了。看着鱼儿游来游去，
我也跟着在水中追来追去，叉了好半天，
终于叉中了一条。“中了！中了！”我高喊
道，抓住那条鱼，连忙跑上了岸。

我们捡了些干柴，用打火机点燃，把
鱼架在火上烤，顺便把妹妹的外套也架
在了火边。可是鱼烤好了，外套还是湿
淋淋的。

我把烤好的鱼递给妹妹说：“吃吧，
小心烫。”

妹妹只吃了一些，就不肯吃了，她要
把烤鱼留给我吃。

我拿起妹妹的外套站在火旁，腿酸
了，手麻了，可一想起妹妹穿上湿衣服会
生病，我就坚持着继续烘烤衣服。终于，
妹妹的衣服干了，我把衣服送到妹妹手
里。妹妹亲了我一下道：“你是世上最好
的姐姐。”我很感动，这一天我们过得好
开心。 （指导老师：陈卫东）

茉莉情
华南实验学校六（8）班 邓云泽

那天白雪晶莹剔透，我的双眼
被那亮光覆盖了，没有看到那辆车，

“哐！”妈妈跑过来，那钻石般的泪水
融化了白雪。

我颅骨骨裂，右半边脸面目全
非，脸色苍白，妈妈的脸惨白，“滴答
滴答……”冷汗急匆匆地从她的额头
渗出。她手中紧紧攥着写着我病情
的纸，手一抖一抖，衣服早已被浸
湿。她回过头，一步一步地走来，每
走一步，腿就往下软一遭。那时候我
还小，不懂事，还笑着凝视着妈妈。

第二天，我要挂水，我看到那阵
势，吓得哇哇大叫，我四处寻找妈
妈。“啊！”我尖叫着看着那针扎入我
的皮肤。我一直哭闹着，直到妈妈回
来了，她把一支茉莉放在我的床头，
那清香似乎有魔力，我一闻到那沁人
心脾的香味，瞬间不闹了。我盯着那
支茉莉，她的花瓣由内而外一片一片
散开，每一片花瓣都似打磨过的水
晶，我看它入了迷，而妈妈看到我泪
眼朦胧的样子，心疼极了，和着茉莉
香，一直在哄我。

往后每天，她都会带来一支茉
莉，它的清香消除了我的疼痛，它的
清香消除了妈妈的忧愁，它的清香，
让我和妈妈的情愈来愈浓。

我住院一个星期，床前那茉莉
也有七支了，我望着它们，想起“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抓着妈妈的
手说：“我爱你！”妈妈笑了，笑着笑着
哭了，她抱紧了我，我为她拭去了泪
水，病房里是那么静谧。

在茉莉香中，我出院了。洁白
幽香的茉莉静静绽开，愿它祝福下一
个病人，生出另一段茉莉情……
（指导老师：李婷）

欧罗
里庄中心校五（1）班 戴赟

四岁的一天，爸爸在门口的小花园
前叫我：“你出来呀，有惊喜！”我跑了出
去：“哇！哪里来的小狗？”“别人家送的，
喜不喜欢？”“当然喜欢啦！我们就叫它

‘欧罗’吧！”
一天下午，我和爸爸在村里溜达，突

然爸爸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要帮别人修
电脑，叫我一个人先回家。我拍着胸脯
说道：“爸，你就放心吧，我一个人会回家
的。”爸爸摸了摸我的头，欣慰地说：“我
的女儿长大了，一路小心啊！”“好！”

可是，我总感觉有人跟着我，心怦怦
直跳……当看到门口的欧罗时，我叫了
它一声：“欧罗！”欧罗好像听懂了我的呼
唤，立马像豹子一样直奔过来。看到欧
罗来到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害怕了。

自从我的生活里有了欧罗以后自从我的生活里有了欧罗以后，，每每
天都洋溢着欢乐和温馨天都洋溢着欢乐和温馨。。

（指导老师：张洪春）

每个人的心，都像那始终
纯净如一的水，无色也无味，当
两个人成了朋友，也就像成百上
千滴水汇合在一起，成了一条细
长河流。

我有一个“九尾灵狐”朋
友，从幼儿园小班到现在小学五
年级，回想一下，我与她之间的友
情已经长达8年，“九尾灵狐”真名
叫令狐静雯，我与她的感情，也算
是一种缘分。当了8年同学，做
了8年好朋友，我们也彼此了解：
我见过生气的你，开心的你，伤心
的你，知道你与我一样，都是个吃
货，也知道有时候的你和我一样
很脆弱，很调皮……

最初的相遇是在小班，那个
时候我们还小，什么都不懂，我也
不喜欢上学，不过，自从那天和你
交了朋友后，也渐渐不再讨厌上
学了。老天还是眷顾我的，这 8
年来，也就二年级那一年我们不
在一个班，剩下三年级，四年级，
五年级我们都如愿以偿地在一个
班上一起学习，平常，我们一起聊
天，一起吃饭，一起游戏，一起做
作业，一起上厕所……几乎每天
都形影不离。

春天再温暖，寒冬还是会来

临，天冷了，水结了冰，也就停止
了流动。

四年级时，我们都长大了，
你依旧是那么活泼，我的性子也
还是那么冲，那么直，虽然我们
互相包容，可还是阻止不了矛盾
的发生。那天早上，我的作业
本找不到了，可最后我在你的
抽屉里发现了我的本子。问了
你的同桌，他说，昨天下课，
你有道题不会，于是你拿了我
的作业本……可我放学前问了
全班同学呀，你为什么不说呢？
越想就越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
手，握着我的心。我去向你讨个
解释的时候，你却欲言又止……
于是我们冷战了一段日子。几
天过去了，我想了想，还是放下
自尊，主动和解吧。可就在我快
要走到你面前时，有一个女同学
走到了你的面前说：“张舒雅真
讨厌，你还是不要跟她做朋友了
吧。”“不，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后来，我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也
真正解除了误会。

我们的友情经历过春天，
也经历过寒冬，有一段细长流水
的友情，足矣！

（指导老师：王灵钧）

细水长流般的友情
麦溪中心小学五（1）班 张舒雅

大家好，我是陈榕
榕，今年11岁，就读于丹阳市

实验学校五（2）班。我既活泼开朗，又
有点腼腆乖巧。我喜欢看书、弹琴和绘画，最

近刚刚参加一次绘画比赛，获得了三等奖的荣誉。
和大家分享分享我的座右铭：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

努力一定不会成功，要努力争取那
成功的一点几率，永远不

向困难低头！

校园记者风采
校园记者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