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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练笔
“阅读”春天
南京市古平岗小学
二（3）班 陈颖之
指导老师 许可欣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
杏出墙来。”诗人笔下的春天真
美呀！读罢这些好诗，我也急
着寻找属于我的春天。

春风吹过，万物都被唤醒
啦！天空一碧如洗，小鸟在枝
头唱歌，小草挺直了胸膛，春风
一吹，它便跳起了舞。小花也
在春风的轻抚下绽开了笑容。
我们小朋友也趁着暖和的大课
间，嬉戏着……周末，妈妈带我
来到玄武湖，我发现桃花正竞
相开放呢。一阵春风将香气都
氤氲开来，仔细瞧瞧，花儿们有
粉红的、有绯红的；有的还是花
骨朵宝宝，缩成一个个可爱的
小球；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
儿，像害羞的小姑娘；有的已经
尽情展露自己的笑脸，真是千
姿百态啊！

春天是一首生机勃勃的
诗，我要在春光里尽情“阅读”
她！

爱的唠叨
江阴市中山小学
五（6）班 蒋依珊
指导老师 张洪业

说起我的奶奶，那必须得
用一个词来概括：唠叨。

瞧，我刚回家，书包还没来
得及放下来，就听见她的声音，

“依依，你看用这个黄色绒线织
毛衣好不好看？”“不……好吧
……”不知为何，“不”字总被我
咽在了喉咙口。奶奶听到我的
话，眼眸一下子亮了起来，拉着
我的胳膊说：“这个穿你身上肯
定特别亮眼。”奶奶不仅在家里
唠叨，到外面就更唠叨了。刚
下楼，她就和邻居大妈、大爷寒
暄起来，要不是我不停地催促，
她都不会往前走，脚像被胶水
粘住了似的。也许就是因为她
的“自来熟”，邻居们都对我特
别友善。有一次下大雨，我们
班所有人都没带伞，这时，不知
谁喊了一声：“蒋依珊，你奶奶
来接你啦！”我立刻跑到队伍最
前面，只见奶奶撑着伞，像一棵
松树般站在校门口，一见到我，
她的“唠叨”模式又启动了：“依
依，有没有淋到雨？冷不冷啊
……”

奶奶的嘴巴很忙，不过话
里话外都是对我的关心，我知
道，这是“爱的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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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初级中学九年级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初级中学九年级 贾美琪贾美琪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傅伯娟傅伯娟教师荐评

外婆家，标准的江南小屋，粉墙黛瓦，小桥
流水，透着江南小镇特有的温婉典雅。我如诗
中的游子般，盼着回外婆家。

视频那头，外婆听到我要回去的消息，脸
上的欣喜怎么也收不住。我背着包提着箱，在
青石小道上飞奔。外婆穿着一件素色衣衫，头
发梳得整齐，正在门口翘首以盼。小雨淅淅沥
沥，雨后的江南宛如一幅水墨画。

看见我，外婆急忙迎了上来，拉着我，一个
个问题接踵而至：“怎么又瘦了，是不是没吃
好，学习辛苦不辛苦……”我还未回答，她已匆
匆跑进厨房，准备给我做平日里最爱吃的。我
独自一人在小屋周围走走看看。小屋旁的小
溪依旧清澈，倒映着小屋的影子。草坪上，小
草又拔高了，经雨水冲洗，愈发葱绿。街边的
无名小花鲜艳夺目，走着看着，我淡淡地笑了，
最爱这江南乡间的慢生活。

走累了，坐在后院的藤椅上，我捧起了书，
正对着的，就是厨房。雨后的阳光照在脸上，
痒痒的，很舒服。天空湛蓝，彩虹若隐若现。

厨房窗玻璃上是食物蒸腾的热气，外婆也随这
雾气若隐若现。

外婆时不时透过窗户看看我，“来，快来尝
尝！这是我刚刚做出来的馅儿，玫瑰豆沙的！”
她眼中含笑，温暖抚过心头。我应着，起身走
进厨房，拿起勺，挖起一小口，如蜜一般清甜，
还带着一丝温热。眼角的笑容表达了一切，我
轻轻道：“不错，好吃得很哦。”外婆眼睛笑得都
快眯起来了。

天色微暗，徐徐微风，袅袅炊烟。我贪婪
地呼吸着空气，里面夹着玫瑰花的香，糯米细
腻粘稠，也带着一点点清香，还有外婆质朴的
温情。

餐桌上，精心摆盘的糯米香团，还有早早
在桌边等待我的外公外婆……

夜幕降下，星星在闪烁，小屋的后院亮起
了灯。外婆浇花，外公读报，我则泡了一壶清
茶，望月，看星。

一切都平淡如水，却又如我手中的茗茶，
沁着香，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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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初中初二（19）班 刘可莹
指导老师 梅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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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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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五（10）班 刘张驰
指导老师 赵春松

嘘！悄悄告诉你，我有一个小秘密，只
有我和阿狗知道。

只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我手里拿着一
张有点破旧的渔网，也没打算能有所收获，
但没过一会儿，一条大鱼傻愣愣地蹦出水
面，被我收入网中。

无意中网得一条大鱼，我得意得简直
有点忘了形。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被村
东头的那棵茂密遮天的大榕树的树枝给
绊倒了！

毫无防备的我踉踉跄跄地栽倒在大榕
树前，正巧被去村西头割麦子的阿狗看到
了。他赶忙把镰刀一丢，飞快地跑过来，将
我扶起来，问我有没有事。还好，只是擦破
点皮。

我对阿狗说了声谢谢，就准备把渔网
和鱼捡起来时，一抬头，脸色瞬间吓得苍
白。只见象征村里财源的木质帆船雕塑被
我撞出了个大窟窿。这帆船可是村长精心
呵护的，平时谁也碰不得，只有参观团来时

才能给大家轻轻摸一下。怎么办？怎么
办？我害怕极了，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
上。阿狗刚想再次扶我起来，但看到帆船
上的大窟窿，也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
小声对我说：“这可是村长的命啊！”

阿狗紧张，我也害怕，但我很快冷静了
下来。看着帆船的破洞，我灵机一动，把刚
刚网的鱼放了进去，让它在帆船里乱蹦乱
跳。我又机智地向里面多放了几条小鱼，
之后才与阿狗忐忑不安地向家走去。

第二天，村长带着一群参观者来到帆
船旁，看到帆船上的破洞，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笑了笑，说：“今年湖里的鱼大丰收，
但鱼的脾气不好，连帆船都撞。”村长说得
轻描淡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不过我还是
松了一口气。

下午，我又偷偷地去看了一下帆船，发
现帆船上的大窟窿已经修好了，我那颗悬
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不知帆船是不是阿狗
修的？！

冰心说过：“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
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那什么是爱
国？

爱国，是戚继光的抵御外侮。他在少年
读兵书时，就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
平”的诗句，表达了自己愿为国家效力、扫除
外敌的志向。他为国征战数十载，扫除了当
时的倭患，“戚家军”的威名传遍神州大地。

爱国，是冰雕连战士的坚守阵地。1950
年 11月下旬，朝鲜战场长津湖战役中，美军
南逃时被这个场景震撼到了：一排排人民志
愿军俯卧在零下四十度的阵地上，手持武
器，保持着生前的战斗姿态，这是人民志愿
军三个连被一齐冻死的壮烈场面。从此“冰
雕连”成为一座精神丰碑、一种文化符号，被
载入军史。

爱国，是人民子弟兵在汶川地震时的舍
生忘死。2008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里氏 8.0

级大地震打破了汶川人民的美梦，无数鲜活
的、跳动的生命在眼前变暗、消失。人民子
弟兵挺身而出，连夜千里驰援，只为挽救人
民的生命与财产。他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爱国，是医护人员在新冠疫情暴发时的
奋不顾身。他们也是普通人，却在第一时间
挥别亲人，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他们用身
躯构筑起最坚固的防线，守护着人民的健
康。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

爱国，是全体中华儿女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的美好愿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两
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国
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
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有“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意识，有“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与理想，让
我们乘着爱国的翅膀，未来将祖国建设得更
加强大！

学子心声

快乐书画

未来交通 （儿童画）

南通市海门区新教育小学六（3）班 赵江鹏
指导老师 刘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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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耳边是

这首优美的《烟雨行舟》，而租的船已到了江
南的西塘。

小船行驶碧波之中，蒙蒙的雨雾笼罩着
整个南岸。雨点淅淅沥沥，顺着岸边的屋檐
不断往下滴。一群鸭子正在嬉戏，扑打着翅
膀，沿着湍急的溪水顺流而下，不时发出“嘎
嘎”声。

雨渐渐大了，船夫看中岸边一棵垂柳，
撑舟傍岸，打算避避雨。而我伸出手，仰着
头，任凭雨点打在我的手上、脸上。随手采
一朵菡萏花，嗅一嗅缕缕清香，尝一颗莲子，

我闭上眼，静享
江 南 美

味。

好一会儿，我们上岸了。撑一把伞，漫
步于小巷的石板路上，欣赏着古朴简雅的老
宅，青砖黛瓦，飞檐斗角；石板路，干干净净，
曲折幽深；时不时遇见小桥流水，荷塘柳
池。古镇西塘，虽不华丽，但朴素中渗透着
古色古香。

一路前行，我们来到西塘最繁华的塘东
街。走着走着，一阵香气扑鼻而来，勾起游
客的食欲，顺着香味寻去，看到一家美食小
店，牌匾上刻着三个字“桂花糕”。

店内的香气更加诱人，坐下等待时，喝
了一口店家免费赠送的绿茶，出奇地好喝，
竟一口气喝个精光。一会儿，老板娘端来刚
出笼的桂花糕放在桌上。我迫不及待拿起
一块，软软糯糯，热热乎乎，放到嘴边轻轻一
咬，细腻软滑，入口即化，霎那间，桂花清香
溢满整个口腔，令人回味。不一会儿，
这盘桂花糕就被我“消灭”得干
干净净。

买单时，老板娘说我吃糕的样子很可
爱，便赠送一盘桂花糕于我。这让我猝不及
防，想要婉拒，但老板娘的盛情难却。我接
过用精美盒子包装的桂花糕，心里无比温
暖，再三道谢，带着对江南人的尊敬感激之
情，辞别了这家小店。

夜幕缓缓降临，我信步来到一座拱起的
石墩桥上，西塘晚景尽收眼底。远眺，万家
灯火竞相灿烂，渔火闪烁，想必渔人正在
捕鱼；近看，船来船往，不辞辛劳的船
夫熟练驾驭，灵活操舵；江面上，雨
雾弥漫，宛如遮着白色薄纱；汽笛
声、马达声，相互交织，悦耳动
听。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江南
人的好客热忱，古镇西塘的烟雨美景，乐得
我流连忘返。

这是一篇游记散文，用朴
实、清新的语言，勾勒古镇西塘的

“水中景”“街中景”“夜中景”，呈现的是
一幅“烟雨朦胧”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美景

图。其中，“水景图”“夜景图”紧扣水乡的
“水”，浓笔重墨巧绘江面美景。本是令游客讨厌

的“雨蒙蒙”天气，在作者笔下如烟似雾，热爱祖国河
山之情溢于言表。“街景图”，作者用灵动的笔尖轻诉

“赠茶”“赠糕”两个细节，寥寥数语突出了江南人的待客
之道。“烟雨西塘”，不仅景美，人的心灵更美。这也是本

篇散文重点渲染的主题。
散文的写作要围绕一个主题。小作者用三幅图来

描述祖国山河的美丽、江南人的热忱待客，作
者的爱国之情也自然流露。

写作时，还要把握住散文的两个基本要点：一形散而神
不散。散文的形式活泼、自由，虽然是多角度切入，但表达的
是同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文章的“神”，亦即主题。小作
者笔下的“水景”“街景”“夜景”自成一体，看似“形散”，实则都
突出景美、人美，都是为表达中心服务的，文章的“神”并没有散。

二语言朴实，有亲和力。散文叙述的语言平和、口语化，
无需堆垒华丽的辞藻。“一群鸭子扑打着翅膀，不时发出‘嘎
嘎’声”“香气扑鼻而来，勾起游客的食欲”“渔火闪烁”等等，处
处渗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很接地气。

同学们既要苦练写作基本功，运用手中的笔，歌颂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同时，也要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和优秀的道德品质，陶冶高尚的情操，努力成为实现强国梦的
合格接班人。

——点评老师 傅伯娟

微型小说

生活实录

近悦远来

马海德是第一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他数十
年扎根中国，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革命各个
历史时期，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009年他被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称号。

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战士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 年出生

于美国一个炼钢工人家庭。1933年，23岁的马
海德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为了研究当时流行的

“东方热带病”，他来到中国上海并开设诊所。
在上海，马海德看到了当时中国民不聊生

的现状，对底层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他意识
到，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才能彻底改变
中国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在读了史沫特莱的

《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后，马海德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心生向往。

在史沫特莱的引荐下，马海德赢得了宋庆

龄的信任。他的诊所成了中
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他的
私人汽车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了地下
党流动的联络站。

1936年，马海德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
跋涉千山万水来到陕北，见到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徐
海东这些传奇的红军将领，了解了他们身经百战的
传奇经历，还看到了无数充满乐观向上战斗精神的
红军士兵。马海德深切感受到苏区与白区社会呈
现出的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他决定留下来，为
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救死扶伤的洋医生

投身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在陕北，马海德经过调查研究，写下《苏区
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详细叙述了根据地各
个医院和门诊的状况，指出各方面问题，并且提
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和意见。这份报告获得了毛
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

作为红军卫生总顾问，马海德承担着中共
中央领导人保健医生的责任。1939年，周恩来

因坠马右胳膊粉碎性骨折，由于当时没有X
光透视设备，马海德和柯棣华大夫只能凭

感觉和经验给周恩来接骨。周恩来的
右臂恢复得并不尽如人意，这让马海德
自责了很多年。

1937 年底，马海德奉命在延安筹建八
路军军医院，他和战士、群众一起动手，在
山坡上挖出一排排窑洞，建成了延安第一
所能收容 300多名伤病员的正规军队医
院。

1939年，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
和平医院。马海德以此为基础，先后建
立了 8 所中心医院、24 所分院，形成总
计约 1.18 万张床位的抗日根据地医疗
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海
德对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医疗卫生事
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宝应县安宜实验学校五（4）班 刘芯雅

对照《弟子规》 挑挑坏毛病

成人之美：玉成之心实可嘉 刘玉凯
《早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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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0月 1日，马海德登上
了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

的诞生。当天，他正式提出申请，成
为第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外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全身心投入中

国公共卫生事业。他在基层工作时，从不搞
特殊，跟大家同吃同住，他住过蒙古包，睡过破
庙、土炕，他真正地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人生的
最高追求。他带着医疗队上山下乡，深入最
艰苦的地方，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大省份。

马海德长期关注麻风病的防治。麻
风病在我国流行了几千年，人们对麻风

病普遍存在着恐惧心理，对患者又存在歧
视态度。因此，马海德将消灭麻风病当成
了自己人生的目标。他根据中国国情，将
麻风病传统的住院隔离治疗改变为社会防
治，并把国外治疗麻风病的新技术—强杀
菌联合药疗引进中国，大大加快了消灭麻风
病的进程。经过认真研究，马海德制定了到
2000年底全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目标，这一目标
最终于1997年提前实现。

1983年 11月 22日，中国政府表彰马海德来华工
作 50周年，邓小平高度评价了马海德对中国革命和建
设，尤其是在医疗卫生工作上作出的特殊而又卓越的贡
献。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病逝。

“近者说（悦），远者来”一语，出自《论
语·子路》。春秋时，叶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治

理政事，孔子回答说：“让治下的百姓内心欢
悦，让域外的民众闻风来归。”

孔子其实并没有正面回答叶公的询问，只
是指出了清明的政治带来的效果。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合宜的政策法令，没有令行禁止的行政
能力，如何能够让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从而
让百姓内心欢悦？又如何让域外之人心生向往，
踊跃归附？因此，没有清明的政治，就不会有“近
者说”；没有“近者说”，就不会有“远者来”。当
然，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并不是吸引“远者来”的
唯一因素，远大的理想，宏伟的目标，蓬勃向上的
朝气，必然吸引志同道合者共同奋斗。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让“近者说”，让“远者
来”，可以说是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根本任务和
终极目标。

对于一个人来说，让“近者说，远者来”，
同样是砥砺品行的必修课。如果没有强大
的人格魅力，如何能让周围的人衷心拥

戴，让远方的人心生亲近？强大的人格
魅力又来自何处？来自高尚的品德和

杰出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早春图》是北宋著名的宫廷画家郭熙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
《早春图》通过全景式的高远、平远、深远的巧妙的结合，展现出

初春时节北方地区的高山气势以及生机勃勃的景象。其细节之处十
分用心，既与高山进行了呼应，又为观赏者营造出了可行、可观、可游

的境界，意境十分高远。
构图布局十分和谐，将冬
天与春天的衔接、山间天
气的变化描绘得淋漓尽
致。

《早春图》最大的特色
在于郭熙使用了粗阔扭曲
的线条来进行山石的描
绘，形成了干湿浓淡的不
同墨色，将岩石表面的纹
理刻画得十分逼真，这种
技法被称之为“蟹爪枝”。

郭熙的《早春图》带动
了当时社会画风的转变，
也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最高
水平，不论是在色彩上还
是构图人物刻画的工艺上
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水
平。

孔子崇尚人格高尚，他本人就
是一位人格高尚的君子。《论语·颜
渊》中记录了孔子的话：“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意思
是：君子总是帮人、做好人，做成全
别人的好事，而不助人做坏人、坏
事，而小人正好相反。这是君子与
小人的区别之一。

《论语》中谈了很多做人的道

理，尤其阐明了做君子的基本原则：
一是注意自我修养，注重行为，诸如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不
器”“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坦荡
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等。二是
乐于成人之美，即肯帮助别人、成就
别人。成就他人之美，也是成就自
身之美。没有这后一条，就是孤高

不群的人，或者自私自利的人。
成人之美不仅是一种修养，更

是一种人性之美。在儒家思想中，
成人之美与其“性善论”原则是一致
的，与“与人为善”的道理也是相通
的。儒家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美
好的，因此乐于帮助人、成全人。

（本栏目由中华成语研究会协
办）

《弟子规》里列出的是古人要求
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应当遵循的行
为准则。妈妈让我对照自己的行
为，认真阅读，发现缺点。我认真读
下来，发现问题还真不少呢。

《弟子规》中说：“房室清，墙壁
净，几案洁，笔砚正。”可是我的房间
乱七八糟！床上的玩具横七竖八，
地上有许多纸屑，墙也成了一幅五

花八门的“艺术墙”，我的课外书则
成了我的“调色盘”和“竖式验算
纸”。

《弟子规》中还说：“列典籍，有
定处，读看毕，还原处。”“虽有急，卷
束齐，有缺坏，就补之。”可我偏偏和
书做对，我的书桌仿佛是“旧书摊”，
想找一本书简直比登天还难。看书
时如果又出现了其它我感兴趣的

事，我就会把书匆匆一扔，急着去干
别的事了。一本新书在我手里都新
不了十天。你看四年级的书，已经
被我折磨得“面目全非”了。

妈妈经常为我整理房间，而我
却依旧我行我素，视若无睹，这太不
应该了。《弟子规》中说：“亲所恶，谨
为去。”我应该改掉自己的坏习惯，
才能“圣与贤，可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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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小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