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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面条
界牌中心小学六（10）班 周荟莉

“妈妈，你就不能换点别的吃吃嘛！
每天早上都是面条，面条，面条，吃得我想
吐。”我向妈妈“投诉”。妈妈说：“难道妈
妈煮的面条不好吃吗？”说实话，妈妈煮的
面条非常好吃，但天天吃，难免会有些腻，
我的心里开始纠结起来……今天依然是
面条，我终于忍不住了，对妈妈说：“妈妈，
我不想吃面条，我想吃粥。”妈妈想了一会
儿，说：“好，明天就吃粥。”

接下来的几天，我享受着粥的美味
……等一下，我发现妈妈的黑眼圈又重
了，看起来又老了几岁，非常困的样子，我
开始疑惑起来……连续几天下来，妈妈的
神情一直都是恍恍惚惚的，而且一天比一
天差，但令我不解的是，早餐仍然是粥。

直到有一天，我沉睡中，突然一阵响
声把我惊醒，我下了床，来到了厨房，看到
妈妈正在地上拾刚才打碎的碗，我以为是
梦呢。我看了一下时间才四点，好奇地问
妈妈：“妈妈，大早上的你在干什么？”妈妈
听见我的声音，有点不知所措，我看到旁
边有米，还有水……我终于明白，妈妈为
什么黑眼圈会那么重。原来，都是因为
我。我惭愧地说：“妈妈，您为什么要这么
早起来为我煮粥呢。”妈妈笑了笑说：“因
为这样粥会更好吃……”

“妈妈……”我潸然泪下，紧紧地抱住
妈妈说：“我不吃粥了，不吃了。”妈妈仍然
笑了笑说：“傻孩子，不要紧的，只要你爱
吃，妈妈就给你做。”我连忙答道：“不，不，
不，妈妈煮的面条我最爱吃了。”

在我苦苦要求下，妈妈终于答应明
天给我煮面条，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妈妈，我爱你，现在我最最最喜欢吃
你煮的面条了。

（指导老师：徐红娟）心儿怦怦跳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梅锦辉

下课了，我正准备出去玩，一
向严肃的王老师却叫住了我，让我
跟她去办公室一下。

顿时，我的心儿如同受惊的小
鹿一般，“跑”得越来越快。我想：
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让老师
知道了？可是我今天没有做什么
坏事呀！我转念又想：是不是上次
和李强一起做的那件事被老师知
道了？不可能啊，我记得那家伙是
不会出卖我的！难不成是我上次
不小心把同桌的修正带搞坏了，被
老师知道了？也不可能啊，我后来
不是帮他修好了么！难道是那次
把别人的自动笔碰掉在地上摔坏
了？不可能啊，我记得我已经赔给
他了呀……一路胡思乱想，不知不
觉走到了办公室，我精神紧绷地打
开办公室的门，腿上像灌了铅，有
千斤重一般，我默默地站在老师的
身旁，等待着老师的批评。

“ 今 天 上 课 的 表 现 不 错 嘛
……”老师的脸上写满了开心和鼓
励。我顿时乐开了花，走出办公室
之后，我的心又怦怦直跳，不过，这
次可不是害怕和紧张了，而是开心
快乐。 （指导老师：王玉华）

充实的半天
新桥中心小学五（4）班 张晨

今天楼下的人家装修，吵得我睡
不了懒觉，就起床写作业了。时间到
了 10：00，我准备为爸爸和哥哥做午
饭。

首先得煮饭，我把米放到电饭锅
的一小半，然后放水淘净，其实也等于
是在玩，手在水里面疯狂地旋转着，顺
时针旋转三圈，逆时针也旋转三圈，就
这样反复淘洗了三次。淘好米之后，
我拿抹布把锅底擦干，然后放进电饭
锅，插上插头，按下“快速煮”键，OK了!

接下来，我换上衣服到菜市场去
买菜。一路上，我在心里拟定了一份
计划书：番茄4个、鸡蛋6个、3块钱的
豆腐，另外再让老板送点葱。买菜过
程中，最有趣的是叫老板送葱的时候，
我拿起一小把“香葱”对老板说：“送我
点葱呗!”老板笑起来，说：“送点葱可
以，你拿我家的大蒜叶子干吗？”

到了家，我开始忙起来，准备做从家
政课上学来的番茄炒蛋。我先洗净番
茄，然后把那四个番茄先切成两半，再平
放在砧板上、平均地切成小块。接下来，
开始搅蛋。我把蛋在碗边上用力地敲一
下打入碗里，然后用筷子将蛋清和蛋黄
搅拌好。接着，我拿出一点葱清洗，切成
一粒一粒的。打开煤气灶，放点油，把蛋
炒好，加入番茄块一起翻炒，再加盐、加
葱，最后放一点点味精，喷香的番茄炒鸡
蛋就出锅了！

接着是红烧豆腐。豆腐先切成块，
同样也切点葱备用。打开煤气灶，放油，
把豆腐放进去，加点酱油，放些盐，放少
许的水，等上几分钟，放点白糖，翻炒一
下，放入葱花，红烧豆腐就完美出锅了。

到了11点，爸爸一进门就喊：“我
忘记煮饭了，你煮了没？”我听了，立马

得意地回答：“煮好了。”我把番茄
炒鸡蛋和红烧豆腐都端上餐
桌，爸爸大吃一惊：“哇塞！
厉害了，我的女儿。”用饭
期间，整个屋子里都弥
漫着爸爸的唠叨：“番茄
炒蛋太淡，豆腐太咸，
饭 还 不 错 ，以 后 要

……”
（指导老师：刘文华）

永远的亲情
——读《蜻蜓眼》有感
折柳中心小学六（2）班 黄煜

最近，我读了一本使我终身受益
的书，那就是曹文轩的《蜻蜓眼》。在
《蜻蜓眼》中，曹先生用极其细腻的文
笔，借助“蜻蜓眼、咖啡、杏树、蓝屋、红
油纸伞、毛衣、钢琴、旗袍、小皮箱、香
水、小火轮”等元素将这个故事汇编成
一首雅致、纯美、感动之歌。

奶奶奥莎妮，一个20岁就嫁给中
国水手杜梅溪的法国女人，为他生儿育
女，为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操持家事，
对他的儿孙们，尤其对孙女阿梅几乎倾
注了全部的心血。她是一个雅致的法
国女人，是一个在困境面前不弃不离的
中国妻子，最难忘的是她脸上始终的微
笑：在孙儿阿郎被同学嘲笑奚落时，奶
奶用温暖的怀抱驱散他潮湿的心灵；当
阿梅的钢琴演奏节目无故被取消的时
候，奶奶在院子里亲自为她举办钢琴演
奏会；整个杜家在空中满是“打倒”火药
味的时候，她依然留住了掌声和欢乐！
而孙女阿梅，是一个从小就懂事的女
孩，在动荡不安的世道里，她虽然经历
了很多不堪与痛苦，但依然有着算是最
幸福最快乐的童年，因为有奶奶，有爷
爷，有姑姑，有那么一大家子人都深深
地爱着她，宠着她，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当我读到“走了一个”“又走了一
个”“打劫”几个章节的时候，觉得心里
堵堵的，很痛，很沉，感觉那场浩劫简
直不可思议，好坏不分，黑白颠倒，而
杜家却在苦难、悲痛面前手牵手，肩并
肩，共同坚强走过，这份亲情是何等的
宝贵！这是《蜻蜓眼》的精神内核所在
——是的，人类无法避免乱世的残害，
但可以永远珍视初心和童真，勇敢地
应对生活！ （指导老师：郑夕清）

小水滴的自述
新区实验小学五（5）班 张陈涵

我是一滴水，今天，我要去旅行
了。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乘上了云姐
姐的汽车，风伯伯是驾驶员，他驾驶得
可真快，一眨眼的功夫，就到站了。“下
车啦！”风伯伯对我们挥挥手说，我们
听了，齐声道：“风伯伯再见！”随后纵
身跳下车子，开始了旅行。

我们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我要去河里游泳。”
“我要去湖中与鱼虾嬉戏。”
“我要去大海冲浪。”
“我要去……”
我们互相道别，各奔东西。我决

定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飞呀飞呀，飞到了花园里，花

儿们无精打采，沉默不语，我找来一帮
兄弟姐妹，用自己那小小的身体，去滋
润它们的根部，慢慢地，花儿抬起了
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飞呀飞呀，飞到了城市的上空，
我和姐妹们抱在一起，形成了一片乌
云。“哗哗”，我们从天而降，变身为清
洁工，“擦”着每一扇窗户。雨过天晴，
在阳光的照耀下，每一块玻璃都闪闪
发光。

午后，太阳公公把我们变成气
体，接回了天上。

回到天上，大家纷纷讲述自己的
趣闻，我决定作诗一首，让更多的人了
解我们：

我是一滴水
我是一滴水，我有许多亲戚和朋

友，河流、湖泊、大海……
我是一滴水，我藏在人们的生活

中，水龙头里、游泳池里、饮水机里
……

我是一滴水，我自天而降，在伞上
奏乐、舞蹈，在檐下排队列、做体操
……

我是一滴水，我变化多端，荷叶上
的水珠，电饭锅上的蒸汽，冬天池塘里
的冰块……

我是一滴水，虽然微不足道，但却
是人类的朋友，生命的源泉！

我是一滴水，我愿为人类奉献我
的生命。也愿，人类珍惜我们！

（指导老师：杨华萍）

“她是我的朋友”
匡亚明小学五（3）班 肖李飞扬

记忆长河，有着一件又一件的
事，这些事中，有喜有哀，有怒有乐，
有使人感动的，也有使人思念的。
有一件事，在我记忆中格外清晰。

那天晚上，我和刘家兄弟在一
起玩。刘家兄弟打打闹闹，哥哥刘
星调皮，弟弟刘橙也调皮。两人吵
吵打打，上演了一场“好戏”。“扑
通！”刘橙摔倒在地，是被他哥哥拉
倒的，刘橙想爬起来开溜，正爬的时
候，才发现自己的小胖腿被哥哥刘
星压住了，他把自己的腿往外拔，拔
了又拔，还是拔不出来，我看着于心
不忍，便过去帮忙。我俩一起使劲
拔，终于拔了出来。刘橙急忙逃之
夭夭，可不一会儿又被扑倒了，他喊
道：“肖李飞扬姐姐！”我立马跑过去
帮忙。刘星想到个鬼点子，对他弟
弟说：“你叫她巫婆，我就给你糖
吃！”这时刘橙脚一踢，逃出了刘星
的“爪牙”。月光下，只见他一边跑
一边喊:“她不是巫婆！她不是巫
婆！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好朋
友！”

那一刻，我震惊了。他这个小
小的孩子，为了不背叛朋友竟可以
不顾眼前的利益，他那天真无邪的
声音传来，拨动了我的心弦。顿时，
一股暖流流进了我的心里。黑夜昏
暗的灯光下，有泪光在我眼眶里闪
烁……

（指导老师：严仙花）

旅行
九中练影文学社 孙丹

雨 从云间跌落
用孩子般惊奇的眼光打量着世界
透明的身躯幻成一朵朵大水花
水花里 掠过一幕幕美景
电影般记录着这次旅行
（指导老师：钱文军）

一次难忘的足球比赛
正则小学二（5）班 荆昊宸

星期五下午，学校二年级四班与五
班举行了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拉拉队
的队员们在一旁加油助威。

比赛开始的时候，双方队员奋力夺
分，两方实力不相上下，没多久比分变成
了3：3。

过了一会儿，四班队员侥幸躲开五
班队员的防守，一脚将球踢向五班的球
门，幸好五班的守门员及时扑了过去，挡
住了来球。

时间剩下不多了，比分依旧停留在
3：3，双方队员都有些焦急。尽管四班
的拉拉队在竭力呐喊，但四班的队员们
却还是显得有些泄气。这时，五班队员
看准时机，凌空一脚，足球应声入网！恰
巧，比赛结束的时间到了，五班取得了胜
利！

五班队员们拥抱在了一起，流下了
激动的泪水。 （指导老师：印琼）

同学们，看到这个题目你
们一定很好奇吧？没错，我的妈
妈的确是一位老师。

我的妈妈是一位数学老
师，她的头发不是很长，也不是
很短。一张瓜子脸，鼻梁高挺，
一双眼睛可神了，简直会说话！
当我犯错时，杏目圆睁；当我进
步时，喜上眉梢；当我生病时，愁
眉苦脸……妈妈在家时，时而像
一只母老虎，时而像一只狡猾的
老狐狸，我总是猜不透她的心
思。她总是差遣我做这个做那
个，还振振有词，不是夸我腿长，
跑得快，就是说弟弟小，不懂事，
自己年龄大，跑不动……总之，
在家跑腿的活，非我莫属！

清楚地记得，我上幼儿园
时，一不小心扭伤了脚。回到家
后，妈妈对我嘘寒问暖，满眼的
柔情与关切，还煲了大骨头汤、
鸽子汤、鱼汤等为我补充营养，
我感到汤热乎乎的，心暖洋洋
的。一有时间，妈妈便陪我谈心
聊天，想方设法哄我开心！我觉
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到
妈妈对我的爱意好像越来越淡，
而对我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了，眼
中那温柔的目光一点一点地变
成严厉的目光了。

妈妈不仅对我的学习严格
要求，而且还让我学古筝、昂立
英语、奥数……当别的孩子在戏
耍时，我不是在练习弹古筝，就
是学习英语，或是解答奥数题
……妈妈对我的要求特别苛刻：
一旦我弹错一个音，她就会让我
从头弹起；遇到需要背下来的曲
子，她就会拿走曲谱，然后坐在
旁边，边看曲谱边监督我弹；有
时遇上需要考级的曲子，不仅要
做到一个错音都没有，还要有轻
重变化和情感的投入。当我弹
得不理想时，眼睛瞪得比铜铃还
大，脸色阴沉的像要滴水，头上
都要冒起火来……每当看到妈
妈这样，我都会惶恐不安，立马
老老实实地反复练习古筝……

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善
变且对我越来越严格要求的妈
妈，但我也深深感受到：妈妈这
样做都是为我好！所以，我一定
要努力、加油！争取达到妈妈对
我的期望！

（指导教师：姜玉花）
教师点评：小作者仔细观

察，将妈妈的特点采用概括描写
与具体叙述有机结合，生动呈现
妈妈的善变以及对其深爱下的
严格要求的形象。

我的老师妈妈
蒋墅中心小学五（2）班 邹一晗

枇 杷
华南实验学校六（1）班 潘锐洋

六月初，正值初夏，空气中到
处弥漫着枇杷成熟的清甜香气。一
颗颗金黄的枇杷如一个个小金灯似
的挂在树上，风一吹，便在树上迎风
摇荡。

那年我六岁，公公六十六岁，
一大一小去采枇杷。虽然是夏日，
但迎着和煦的微风，一点都不觉得
热。

来到枇杷树下，树遮住了阳
光，留下一片阴影，“砰”的一声，不
时传来枇杷落地的清脆响声——这
声音真美妙啊！

我伸手想抓下一个来吃吃，可
惜我才六岁，个子太小了，还离金黄
的枇杷不知道多远呢！我改变主
意，去抓青枇杷。嘿，好不巧，一伸
手就抓个正着，一伸手就抓了一大
把。“啊！”我尖叫一声，随即哭了起
来，呜呜呜——这枇杷也太酸了吧！

嘿，正好，公公扛着根竹竿过
来了，只见他娴熟地往树上一打，顿
时，黄的、绿的、黄绿的枇杷都落了
下来，我连忙跑去捡黄枇杷，也不时
被绿枇杷砸得天旋地转。可是，还
是有一些黄枇杷掉了下来，不过还
好，有泥土的保护，也不打紧。我们
捧着那香甜的枇杷，满载而归。

“咳——咳！”我剧烈地咳嗽着，
那年我十岁，得了支气管炎，喉咙里
仿佛有只跳舞的虫子，很痒，我想不
咳，但根本控制不住，太痒了！

这时，老爸偶然得知，枇杷叶
和冰糖一起熬汤喝可以止咳。

时值初夏，枇杷树下就已看到
了忙碌的身影，六月虽然不像七月
那样炎热，但老爸回来的时候早已
汗流浃背。他顾不上休息，先去熬
药，夏天做饭可是件很痛苦的事，更
不要说熬药了。熬好了，淡红色的
水，是老爸的心血啊！甜甜的味，是
老爸的爱啊！

小小枇杷，正因为承载着千万
回忆，才成就了它的甘甜……

（指导老师：汤国荣）

我的名字叫陆家翔，今年11岁，是华
南实验学校五年级的一名学生。我的兴
趣爱好很广泛，骑自行车、旅游、弹吉他、
阅读等等，尤其是喜爱阅读，古今中外的
书都是我的“菜”，《哈利·波特》系列、《鲁
宾逊漂流记》、《上下五千年》、《三国演
义》、《三毛流浪记》、《青铜葵花》等都是我
喜爱的书籍，每天我会坚持30分钟左右
的阅读时间，看到名言警句，我会画出来
做好标记，进行反复阅读。“失败是成功之
母”是我的格言，我经常用这句话来引导
我的生活和学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半途
而废，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取
得成功。

校园记者风采校园记者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