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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颗棋子，圆圆的，身
体像个瓶盖。我只是一般的纯
木色，中间刻了一个黑色的

“炮”字。
我的使命就是帮助小主人

打胜仗。有一次，我的兄弟们
一个个“战死沙场”，只有我活
了下来。我发怒了，大开杀戒，
把敌方的“帅”给杀死了。最
终，我的小主人反败为胜，我开
心极了。

还有一次，小主人把我挪
到了一个死角。我哭，我喊，我
怒！可是都没有用。看着战友
们一个又一个牺牲，我不禁流
下了热泪。终于，小主人把我
从角落里拿出来，我脱身之后，
和剩下的战友把对方打得落花
流水，又一次胜利了。

我想对小主人说：“小主
人，我求求你，不要再让我的任
何一个战友牺牲了，好吗？”

棋子的小心愿
太仓市新区第四小学
四（4）班 周朱樱
指导老师 金梦诗

娃娃练笔
“痘痘”风波
南通市通州区平东小学

三（2）班 沙优璇
指导老师 孙 云

前几天，我的上眼皮上长
了一个大“痘痘”，害得我眼睛
又疼又肿。爸爸妈妈想带我去
医院，可我一想到医生会拿着
尖尖的针头帮我治疗，就怎么
也不肯去。

拖了几天，我的“痘痘”还
没好，爸爸妈妈非常着急，于
是，他俩决定晚上亲自动手。

吃完晚饭，爸爸从门前的
枣树上扳下了两根尖刺，用酒
精消了毒。我看见了，连忙说：

“爸爸，这不太合适吧！这刺简
直跟针一样啊！”爸爸说：“放松
一点，不要紧张。”妈妈拿起一
根尖刺，温柔地说：“没关系，妈
妈给你弄，一定不疼！你只要
尽力睁开眼就行了。”可是我担
心这刺戳到眼珠就是不肯睁
眼。“破了！破了！”突然，妈妈
兴奋地大叫起来。我吓了一
跳，赶紧睁开眼睛。可能是因
为刚才我用力闭眼，竟然把“痘
痘”给挤破了！

妈妈边扔枣树刺，边对我
说：“丫头，你这眼皮上的‘痘
痘’叫偷针眼，是因为你不注意
用眼卫生才得的。以后呀，可
不能再用小脏手揉眼晴了啊！”
我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

句容市崇明小学四（2）班 张 研 指导老师 周倩文

快

乐

书

画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中心小学
四（6）班 殷远航
指导老师 胡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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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大会”

年初一晚上，《中国诗词大会》再
次与我相约，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
头。我们全家一起看“人面桃花相映
红”，一起听“稻花香里说丰年”，一起
叹“霜叶红于二月花”，一起盼“风雨
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是过年
期间，最最让我期待的事。

《中国诗词大会》每期都有两位
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的点评嘉宾，其
中我最喜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
因为他不仅会吟诗，而且还会书法绘
画。古诗词在康老师笔下妙笔生花，
太神奇了！我还喜欢主持人董卿，她
的开场白总是那么引人入胜，诗词歌
赋董老师信手拈来，名著典故脱口而
出，一颦一笑，一字一句，都散发着魅
力！

参加节目的选手高手如云，最让
我敬佩的是一位警察叔叔，他叫夏鸿
鹏，不仅参加了两届诗词大会，还是
个无“胃”人，但他说：“要做一个无

‘畏’人！”我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
还有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北大附
小男孩李厉行，虽然第一题就卡壳
了，出师不利，但是他在“绝地反击”
环节中成功突围，还能继续参加比
赛，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
南北风”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
是我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诗，自从看
了诗词大会，这句诗就出现得更频繁
了。老爸还经常提醒我：“看看人家，

小小年纪，才华横溢，你要多多向他
们学习啊！”

这不，我召集全家，举办了“家庭
诗词大会”。我和爸爸当选手，妈妈
当主持人，爷爷、奶奶当评委。“要不
咱来一个带‘家’字的飞花令，比一
比？”我胸有成竹、先发制人：“烽火连
三月，家书抵万金。”爸爸略有迟疑，
答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
杏花村。”我越战越勇，气宇轩昂地回
应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毛衰。”其实，我特想去北京参加中国
诗词大会，一直在勉励自己珍惜当
下，从现在开始，每天坚持背诵。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我坚信，我也能登上中国诗词
大会的舞台！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六（7）班 仲馨如
指导老师 潘银婷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题记

青春走过一个又一个年轮，带着懵懂，我们
开始了初中的旅程。时常会感叹一句：农夫山
泉有点甜，中学日子有点咸。

步入中学，迎来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值
得一提的还是体育课。

“体育”，一门奇妙的课程。小时候，天天盼
它早些来，次次带来欢声笑语；长大后，天天盼
它快点走，每每迎来魔鬼训练，噩梦般的回忆不
愿再提。

当体育课来临，同学们似笑非笑地走进操
场，老师已等候多时。“全体慢跑两周。”满脸的
无奈中，开启了一堂体育课。刚跑不久，浑身是
劲儿。渐渐地，我累了，呼吸变快，四肢无力，急
需救助，“护驾”仿佛将脱口而出。凭着顽强的
意志跑完全程，累得跟个哈皮狗没两样。口鼻
并用，一同呼吸，想必是一脸的不情愿。

原来，中学的日子并不那么舒适，与小学有
着截然不同的感觉。通过一学期的磨合和适
应，我真切地发现学习节奏真的很快，一切都在

“备战”与“交战”之间不断来回交替。
现在的考核形式与小学时代大不相同。小

考、大考、月月考是家常便饭，时不时还会进行
班级排名、年级排名。这种方式带给我一份无
形的压力，让我有了紧迫感，有了危机意识。事
情永远是两面性的，这样的评比方式可以让我
时时看到自己的真实水平，时刻提醒自己“努力
奔跑”，因为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懵懂进校园，带着期盼；到渐渐感受校
园，一度失望；再回归，慢慢体会校园，是一个适
应的过程。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万物复苏的时刻，我
们要努力奔跑，带着执着，憋着猛劲儿，怀着一
颗上进的心，踏上新学期的征途，奔向属于我们
的诗意远方。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一文题记中引用汪国
真《热爱生命》中的诗句，表明了对中学生活正
确的态度。文章第一段巧妙化用广告语，道出
自己对初中生活的真切感受：甜与咸相掺杂。
接着重点截取两幅初中生活“咸”的画面，第一
幅画面：关于体育课的细节描写可谓生动而熨
帖，让读者印象深刻，“余音”绕梁，折射了学生
对体育课的恐惧和憎恨。“‘护驾’仿佛将脱口而
出”的心理描写和“累得跟个哈皮狗”的比喻体
现出跑步的累。第二幅画面：真实道出小学与
初中的学习迥然不同，难能可贵的是辩证地认
识到初中学习的高压是一把双刃剑。文尾用

“执着”和“上进的心”写就诗意的远方，深化了

主题。
读罢此文，笔者深感生活是写作的源泉。

学生要学会观察和体验生活，练就一双火眼金
睛，方能妙笔生花。然而，阅读又是写作源泉的
重要支流，不可偏废。其实，文有三“偷”，即“下
者偷其句，中者偷其意，上者偷其气”，学生要深
谙其理，绝知此事仍需躬行。

2019，新学期的航程已经开始，只要有对生
活的热爱之心，对阅读的钟爱之情，对写作的执
着之毅，我相信，同学们定会满腹经纶，出口成
章，文思如泉，笔下生彩！

春风渐暖，让我们扬帆起航！
——点评老师 毛金云

快乐寒假到了，“小鬼当家”活动
又开始啦！

这次，我要去菜市场买中午一家
五口吃的菜。我撑着雨伞，拿着妈妈给

的 100元钱，和爷爷一起向菜市场走去。
一路上，我激动不已，因为这次整个买菜
过程必须由我自己完成。

也许是过年的原因吧，菜市场里热闹
极了，不管是蔬菜区还是水产区，都是人山
人海。琳琅满目的菜摆在我们眼前，看得我
眼花缭乱。我边走边看，心想：只有 100元，
要省着点花，还要荤素搭配，该买什么呢？
突然，一盆活蹦乱跳的小虾出现在我的眼
前，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做清蒸小虾吧，这
道菜适合爷爷奶奶！于是我鼓起勇气问道:
“叔叔，虾多少钱一斤？给我来一盘的量

吧！”叔叔用网兜一捞，再甩甩水，往秤上
一放，对我说：“20元。”我付了钱，拿起这
袋小虾冲爷爷笑了笑又继续向前走。

突然我的眼前一亮，你猜我看
到什么了？螃蟹！我最喜欢的螃

蟹！我立刻走上前，问道：“阿姨，
螃蟹怎么卖？”阿姨看看我，再

看看一旁的爷爷，说：“公的
大一点，母的小一点，价

钱一样，50 元一
斤。”我

一听便皱起了眉头：真贵，还是算
了吧！可作为小吃货的我就是移
不开脚步，最后干脆咬咬牙，买了 5
只，一称，正好 50元。现在，我只剩下
30元了，去买些蔬菜吧！

来到了蔬菜区，买什么呢？哈哈，幸
亏出门前问了奶奶，家里有山药、黑木耳、
青菜、黄芽菜，这些可以不用买。我看着那
橙黄的胡萝卜，心想：胡萝卜可以跟山药、木
耳清炒，肯定色香味俱全。我又选了几个芋
头，准备和黄芽菜一起煮。这次一共花了 6
元钱。爷爷看着我选的蔬菜，问：“轩轩，胡
萝卜和芋头怎么烧呢？你买的菜哪够五个
人吃呀？”我把刚刚想好的菜谱告诉爷爷，
爷爷刮了刮我的鼻子，直夸我是个“人精”。

就这样，我和爷爷拎着菜回家了，边
走边乐，仿佛眼前已经出现了一桌美味
的菜肴。

等我也穿上高跟鞋，
我就是一个妈妈，
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女儿，
她就像我现在这么大。
我要带她去园博会，
看一些漂亮的植物，
再看一些艺术品。
我一定不会大声喊：

“去去去，写你的作业。”
我要给她讲故事，
告诉她孙悟空是一只猴子，
告诉她女娲是神仙。
我一定不会老摸她的头，
让她头发乱乱的！
我还要带她去动物园，
先看猩猩怎么爬树，
再看猴子怎么吃香蕉。
我一定不会老打电话，
让她说：“什么，什么！”
哎呀，我真想真想——
快点穿上高跟鞋，
到时，不骗你，
我一定做个这样的妈妈。

扬州市育才小学
二（3）班 施亦来
指导老师 朱有伟

诗露花语

小鬼等我也穿上等我也穿上
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高跟鞋

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我们都在 努 力

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当家

海门市实验附属小学四（3）班 赵子轩
指导老师 金卫华

热点关注

同题竞技

亲爱的小伙伴们，本期佳作版特别推出“同题竞
技”栏目，将两篇“神似”的文章组合在一起，嘿，文章很精
彩吧？都是发生在寒假里的新鲜事，有着浓浓的生活味
道，您更喜欢哪篇呢？ 编者 高 丹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中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中
初一初一（（1414））班班 冯彦淼冯彦淼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毛金云毛金云

“金童玉女”这一成语，最先应该是在道家的书里出现
的，指侍奉仙人的天真无邪的童男童女。他们绝非凡胎，那
骨头和肉可能是用仙气吹出来的。通常在古代的神话传说
中，只要是神仙居住的洞天福地，都会有童男童女伺候伴随。

“金童玉女”大量见于典籍是在宋元之后，他们成为许多
神仙戏剧和小说中的重要角色。民间有的地方称金童、玉女
二人为周公、桃花。这主要源自金童玉女斗法的故事。元代
就已有《桃花女破法嫁周公》的杂剧，说金童下凡做了洛阳街
头的一名算命先生，对人间的生老病死情况了如指掌，为人
占卜三十年，十分灵验，从没出过差错，被人们称作周公。玉
女下凡投身于任氏家，名桃花，是一位贫家小户之女，亦精通

卦术。两人多次斗法，桃花女都破解了
周公的卦术，周公彻底拜服，两人最终结
为夫妻。

现在，“金童玉女”一般是说天真无邪
的男孩女孩，或指男女情侣郎才女貌特别般
配。“金童玉女”在演艺圈、体育圈也使用频
繁，多形容俊男靓女配对的搭档或组合。

（本栏目由中华成语研究会协办）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富强强 民民主主 文文明明 和和谐谐
自自由由 平平等等 公公正正 法法治治
爱爱国国 敬敬业业 诚诚信信 友友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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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童玉女：
金玉自古结良缘 刘玉凯

中华艺术小讲堂

好雨知时节

中国年画

二十四节气之雨水

树 人

责任编辑 李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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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毕生捐资助学、支援抗战，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与教育事业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

陈嘉庚早年在新加坡创办实业，他虽身居南洋，但一直心系祖
国。1910年他加入同盟会，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被推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
会主席，他带头捐款捐物，精心筹划组织，三年多的时间共筹款15
亿元，还有大量药品、卡车等物资，同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建立
制药厂，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9年他在南洋各地招募了
3200余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急
需的战略物资，为中国的全面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汪精卫主张对日和谈，陈嘉庚则大义凛然地提出：“敌未
出国前言和就是汉奸。”汪精卫叛逃后，陈嘉庚通告其叛国的六大
罪状，并带头筹款，作为缉拿的费用。他说：“生是华夏人，死是华
夏魂，倘若一息尚存，定会为祖国驱逐日寇尽力！”

1932年日军占领了新加坡，陈嘉庚遭到了日本宪兵队的疯狂
搜捕，他没来得及与家人告别，就匆忙中乘一艘小火轮逃走。后来
陈嘉庚多次更名改姓，仍时时有被捕杀的危险，为防落入敌手，他
身上一直藏着一小包毒药，随时准备殉国成仁。

1940年 3月，陈嘉庚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和后方的
军民。然而面对国民党的灯红酒绿，奢华贪腐，陈嘉庚极度失望。
他在重庆的报纸上刊登启事，说明慰劳团一切费用自理，不需消耗
政府和民众财力，同时决定突破国民党阻挠前往延安参观访问。

在延安，陈嘉庚深入学校、机关、工厂、商店和医院，与群众广
泛接触，边区人民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困难中，仍然积极坚定地
抗日和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使他深受感动。与毛泽东
的多次会晤，更使他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还是一
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他说：“国家之富
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
本。”

陈嘉庚几十年里倾资兴学，先后建立了集美学校、厦
门大学和新加坡华侨学校等。在长期办学的过程中，他
反对重男轻女，帮助优待贫寒子弟，重视“德、智、体三育
并重”，强调全面发展。

陈嘉庚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
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幢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
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床、写字
台、沙发、蚊帐等都是老旧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
打了补丁。他有数百万财产，晚年却为自己规定极低的
伙食标准——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的是番薯粥、花生米、
豆干、腐乳加上一条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
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
要浪费。”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作为华侨代表，积极参政议
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放在对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扩建和充实上。1961年 8
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

所谓树人，就是培育人才。管仲说：“一年之计，莫如树
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人类的生存家园，需要守护；人类的发展空间，需要开
拓；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改善；人类的文明程度，需要提升
……这一切，都有赖于人才。

人才何来？人才需要培育，而且这个培育过程极为不
易，这才有百年树人一语。因此可以说，人类最伟大的工程，
不是登天揽月，也不是移山填海，而是树人。

树什么样的人？自然是树对社会进步有益之人。人作
为万物之灵，有无限成长的潜力，有不断进步的可能。开发
其潜力，促使其进步，这就是树人。将蒙童培养成学者是树

人，将徒工培养成巧匠是树人，将普通农民培养成种田能手
是树人，将庸懦之夫培养成智勇之士是树人……

当然，树人不只是树其艺，更重要的是树其德。无他，
“德为才之帅也”。难以想象，一个不爱亲人的人会泛爱众，
一个不肯守护桑梓的人
会守护国家。一个无德
之人，其才愈高，只会为
祸愈烈，因为其才足以济
恶。因此，树人必须兼树
德才，让德足以帅才，让
才足以资德。

我最喜欢的一句古诗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意思是：少年时不努力，到
老来只能是空空的悔恨。

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
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
时间安排。为此，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
挤，总是有的。”

回想以前的我，也曾经很不耐烦地去面对学习，能拖则拖，能不写的绝对不
动笔，总感觉学习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只是为了父母才去学习。当读了有关鲁
迅先生的故事后，我才知道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更应该珍惜时间努力学

习，也为我之前浪费时间的行为而感到羞愧。
时钟随着指针的移动滴答在响：“秒”是雄赳赳气昂昂列队行进的兵

士，“分”是士官，“小时”是带队冲锋陷阵的军官。所以当你百无聊赖、胡
思乱想的时候，请记住你掌上有千军万马：你是他们的统帅。检阅他

们时，你不妨问问自己——他们是否在战斗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让我们学会珍惜时间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到老

了才后悔时间的虚掷空抛。

民间年画、门神，俗称“喜画”，旧时人们
盛行在室内贴年画、户上贴门神，以祝愿新年
吉庆，驱凶迎祥。年画是中国民间最普及的
艺术品之一，每值岁末，多数地方都有张贴年
画、门神以及对联的习俗，以增添节日的喜庆
气氛。年画因每年更换，或张贴后可供一年
欣赏之用，故得名。

民间木版年画的体裁有很多，也很讲
究。门神是贴在院门上的，根据门神的种类，
又细分为贴在大门、二门、后门或闺房门上
的。神像有灶王神、天地神、仓房财神，甚至
贴在牛棚马圈上的车马神。总之，过年时，屋
里屋外，院内院外，各个角落都贴得红红火
火、花花绿绿，既用以表达主人的心愿，又布
置烘托了节日气氛。

四川绵竹年画、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
青、山东潍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在历史上久
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此
时，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故取名为
雨水。

我国古代将雨水分为三候：“一候獭祭
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意思是说在
此节气，水獭开始捕鱼了，将鱼摆在岸边如同
先祭后食的仪式；五天过后，大雁开始从南方
飞回北方；再过五天，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雨
中，草木随地中阳气的上腾而开始抽出嫩芽，
从此大地渐渐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走在街上已经能明显地感觉到吹面不寒
的杨柳风了。

雨水时节的春天，大自然生机勃发，动物
开始活动，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真
是“天地俱生，万物以荣”。人也应该顺应春
天阳气升发、万物以荣的特点，做到“夜卧早
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

身处海外，心系祖国

不惧艰险，不计毁誉

捐资助学，兴办教育

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陈嘉庚：：：：：：：：：：：：：：：：：：：：：：：：：：：：：：：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寒假到了，妈妈为了让我体会“柴米油盐贵”，布置了
一项特别任务，由我担任家庭“临时大总管”，管理家里
的大小事务。我激动地接受了这项挑战。

走马上任第一天，妈妈就把当月的生活费交给
了我，我郑重其事地从妈妈手里接了过来，翻来覆
去数了好几遍，才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皮夹子
里，然后又时不时地摸一摸，生怕它不翼而飞。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了床，穿好衣服，洗
漱完毕，立马往综合市场奔去，去接受“管家”
的第一项考验：买菜！这是我新官上任后的第
一项任务，“我得把这件事办得漂亮些，让妈妈
也知道我可是小大人了！”我心里想着。

万事开头难，买菜可真不是件容易的
事。一进菜市场，我就盯上了蘑菇，我连价格
都没问，张口就要了三斤。看着老板娘的表
情，我心中还有一丝激动——总算过了一回

“大客户”的瘾。当老板娘口中蹦出价钱时，我
感到深深的绝望，才知道这蘑菇贵得吓人，怕
是花了一星期的早饭钱了。没办法，只有硬着
头皮买下我中意的“宝贝”，真是出师不利！之
后，我又把菠菜当成了油菜，草鱼当成了鲤鱼，在
菜市场，我真可谓是洋相百出……

接下来几天，就更糟糕了，我不是忘了擦桌
子，就是忘了扫地；不是忘了烧开水，就是忘了洗衣
服。不仅如此，我居然还做了一次过去深深厌恶的

“贪官”，给自己大大增加了一笔零用钱。不到半个月，
一家老小的生活费就给我“挥霍”精光，一度出现了“金融
危机”。我不得不主动申请辞职。

这次“临时大总管”任务让我明白了：空长一双只会捧书
本的手，纵有满腹经纶也难成大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