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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化周刊

小诗人群

城中小学六（5）班 胡萱倪

我是一个活泼好动、性格开朗
的女孩。

我向往自由，希望像小鸟一般
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俯视大自然
的一切美景；我渴望森林，希望沉浸
在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过着无忧
无虑的快乐生活。可天不遂人愿，
爸爸妈妈不愿意让我成为一个咋咋
呼呼的“疯丫头”。他们做梦都希望
我像其他女孩子一样，穿着蕾丝花
边连衣裙，跳着典雅的芭蕾舞。

我曾经也庆幸过，认为爸爸妈
妈是我的知心朋友，他们了解我的
性格，当然也会习惯我的言行举
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
自己错了，爸爸妈妈好像不再像以
前那般宽容了，他们总是不断提醒
我注意自己的形象。为此，我也不

再像以前那般天真可爱了，做事总
是想着要沉着，要冷静，生怕自己哪
个地方做错，而被爸爸妈妈责备。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那一次。上
完托管，放学回到家，肚子早已饿得
咕咕咕地叫个不停。这时妈妈已经
准备好了饭菜，我看到满桌子妈妈
精心准备的可口饭菜，就像一只饿
了许多天的狼见到一只肚子圆鼓鼓
的大肥羊一样，口水直流。我把书
包往沙发上一扔，便伸手抓了一块
蒜香排骨。这时爸爸走过来，眼睛
一瞪，严厉地说：“瞧你这副模样，哪
像个淑女？就像一个没有教养的

‘野丫头’，注意你的形象！”我听了，
顿时没了胃口，怏怏不乐地扔下碗
筷，便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同样的不愉快
再一次发生了。星期六晚上，我坐
在沙发上专注地看着电视里正在播

放的球赛，当看到中国队进最后一
球反超韩国队时，我整颗心像离了
弦的箭一般，兴奋得无法控制。我
站在沙发上手舞足蹈，嘴里不由得
欢唱着：“We are the champi⁃
ons！ We are the champi⁃
ons……”就在这时，爸爸“从天而
降”，他的眼睛里透着锋利的光芒，
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下来下
来！淑女不像你这般大喊大叫的！”
霎时间，犹如一盆冷水兜头而下，快
乐一扫而光，我沮丧地皱起了眉头
默默回到了房间……

窗外，鸟儿在春日绿树枝头啾
啭鸣叫，展翅翱翔。窗内，我只能端
坐书房，笑不得露齿，乐不得喧嚣。
我的心在呼唤：爸爸妈妈，请给我多
一些自由，让我做一个快乐，健康，
自由的孩子，做一个阳光女孩！请
不要再让我做一个淑女了，那不适

合我！
（指导老师：林华烨）

这是一篇真情实意、发自肺腑
的文章。“文贵质朴忌浮华”“下笔情
深不自持”。小作者选取了生活中
真实的事，真实的情，真实地呈现了
内心的呼唤。文章开篇简洁明了，
点明“我是一个活泼好动、性格开朗
的女孩”。然后，抒发了自己渴望自
由、向往快乐的内心与爸爸妈妈愿
望的矛盾，再例举了生活中“蒜香排
骨”“进球狂欢”的恣意遭受爸爸“严
厉教训”的沮丧，到文末“内心呼唤
自由”水到渠成。全文语言流畅，真
情洋溢，令人读后心生共情，引发
共鸣。

我不想当淑女

城西小学三（3）班 王辰敏

我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偶
像，他就是我的爸爸。

他虽没有身高八尺，也没有才
高八斗，但是他知道很多东西，而且
厨艺很好。他知道许多历史上发生
的事，无论我问什么，他都能回答出

来。有一次，我问了他一个很生僻
的问题，结果他洋洋洒洒、滔滔不绝
跟我讲了许多许多，还由那个问题
发散开来，给我讲了许多事。

我爸爸的厨艺也十分好。每当
有空的时候，他总是钻研那本厨艺
大全，并且说要给我做上面的好吃
的。他会为我们准备好早饭，每天

早上，我都能在饭菜的香气中醒来。
不止这些，我爸爸的字堪称绝

佳，一笔一画都十分有气势。我总
是会看着爸爸的字惊叹不绝，想象
着自己也有一天能写出这样的字。

我真爱我的爸爸啊！我希望有
一天我也能变成他那样的人。

（指导老师：陈丽绒）

我的爸爸

实验小学二（2）班 王肖瑭

妈妈喜欢做各种各样的美食。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道让我难忘的
黄豆炖猪蹄。

一大早，妈妈就抓了几把黄豆，
放进清水里，提前泡发。还去菜场
买了最新鲜的猪蹄。下午放学回到
家，妈妈已经在厨房里忙开了。只

见妈妈先把猪蹄和生姜片、料酒一
起放入清水里煮，这是为了去腥。
然后把猪蹄倒入冷水中清洗几遍。
接着，把猪蹄、黄豆、料酒、美味鲜酱
油、八角等香料，放进高压锅里，大
火烧。大概十几分钟后，高压锅突
然发出“滋啦”的声音，吓得我立马
躲到了妈妈身后。大概十分钟以
后，改成小火慢炖十几分钟，一阵阵

香味从锅里飘了出来，直钻进我的
鼻孔，我的味蕾都在舌尖上跳起了
快乐舞蹈。

最后，妈妈关了火。等高压锅
没了气，妈妈打开锅盖，给我舀了一
勺，嗯——汤汁鲜美，黄豆细糯，真
好吃呀！我给妈妈一个大大的赞！

（指导老师：卢海翠）

黄豆炖猪蹄

编辑点评

城南小学六（1）班 苏妍露

我正打着游戏，手机一下子没
了网络。

我冲客厅里正在整理杂物的
妈妈大声吼道：“赶紧给我把网连
上，没网了！”可妈妈却装聋作哑，
丝毫不理会我的抗议。

我气得嘟起了嘴巴，妈妈却火
上浇油地走进我的小房间里，向我
调皮地吐了吐舌头，还比划了个鬼
脸。“哼，没网！”我抱着侥幸心理轻
触手机屏幕，还是没网！我的脑子
里灵光一闪，走到客厅，亲热地搂
着妈妈的脖子：“老妈，您想啊，网
络网络，要是没有‘网’，‘络’该多
伤心啊！”妈妈的反应可够快的：

“看书看书，你要是不看，‘书’该多
伤心呢！”就这样，我的完美计划被

击破。
可是仔细想想，妈妈的这句话

似乎还是蛮有道理的，家里那么多
课外书搁置在书架上，再不看，全
都要进博物馆了！看书的好处还
是很多的，至少我的习作水平就提
高了不少。唉，我还是老老实实看
书吧。

我开始静下心来，坐在书桌前
一动不动地看起了《骑鹅旅行记》，
还不时拿起笔来写写批注、做做摘
记，书中精彩的故事情节已经把我
深深地迷住了，整个人似乎已经融
进了书里……

家里断网了，本以为我会无聊
透顶，没想到课外书填补了我内心
的空虚，让我吸收了不少精神营
养。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妈妈的断
网之举也真是用心良苦！

断网

回浦小学二（4）班 孙瑞鸿

丝瓜藤上
长满了可爱的丝瓜

白天 丝瓜藤
和丝瓜一起晒太阳

晚上 丝瓜藤
给丝瓜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很长一段时间
它们都过得很快乐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
每天都有人过来摘丝瓜

藤上的丝瓜越来越少
结局 大家一定清楚

丝瓜藤很伤心
只剩一条干巴巴的藤条
在风中 哭泣

（指导老师：潘善飞）

丝瓜藤

回浦小学二（4）班 姚思羽

高山
是一位挺拔的军人
一座座高山
就是一支支威武的军队

无论风吹雨打
你都毫不畏惧

你一直站在那里
站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站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站成永远不倒的万里长城

高山

星海小学六(4)班 葛欣乐

学校的花坛里，
开满了杜鹃花，
红红的杜鹃，
引来了爱花的小姑娘。
她凑近花儿，
看看真漂亮，
闻闻有清香。
她蹲下身来，
贴近花儿，问同学，
我像不像一朵花？

（指导老师：星海宣）

我像不像一朵花

同题作文

金阳小学三（3）班 黄柯皓

她是我的同桌，扎着一个马尾
辫，说她脾气好，也不好，说脾气不
好，也挺好的。

有一次，老师让我们抄笔记，不
知道她是不是看不清，一副愁眉苦
脸的样子。我关心地问：“你是不是
看不清呀？”本以为她会回答：“我没
事，谢谢你关心。”但令人震惊的是，

她不但没有感谢我，反而还说：“你
别多管闲事！”我当时真是一头雾
水，就好比是哑巴吃黄连——有苦
说不出，好心当成驴肝肺。

还有一次，我下课准备出去玩
时，她叫我等一下，我心里一下无
比紧张，谁知道她又在打什么鬼名
堂。这时，她发话了：“你的鞋带掉
了，我担心你踩到后摔跤。”当时我
觉得她脾气也不是很坏嘛！

同桌

第一职业中学高二（10）班 徐子涵

四月的人间，太阳神从天空中
垂坠下来的目光柔和得能够掐出水
来，春风欢快得如四下奔走的仙童，
恨不能立马将春的讯息散播至大地
的每一个角落。

花儿的笑容是那般明艳治愈，
自信得像少年朝气蓬勃、孕育希望
的脸，豁朗得像母亲处变不惊、倾溢
温情的眼。即便是受伤害的心或是
受挫败的人，到了这儿，他们所经历
的一切苦楚仿佛都变成了太阳底下

的一粒尘埃，早已没有了拿出来悉
心曝晒再大肆宣扬的理由和必要。
毕竟，与眼前的广袤天地相比，个人
的荣辱得失真的就没有那么举足轻
重了，这也许便是“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的意义所在。

因为这片田野，不仅是所有生
物沐浴上帝荣光的物质乐园，也是
久居樊笼的人类迄今为止所剩无几
的心灵净坛。是自然，哺育了苍生
的肉体，也开解了人类的心结。从
古至今，有太多曾经郁郁不得志的
先贤哲人纵情诗画山河，最后都从

林木大泽中获得了思想上的重生，
慢慢由“人生在世不称意”的消极心
态转正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积极
观念，参悟了何为真正的“出世”与

“入世”，也因此放下了自身对功名
利禄的执着，转而踏上了他们为期
一生、求索真理的漫漫长路。

当你不出去走一走时，就会以
为，眼前的便是全世界。实则不然，
那些令人痛不欲生的爱恨纠葛也
好，那些让人锥心刺骨的生死浮沉
也罢，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唯寰宇
悠悠，生生世世永恒不朽……

人间四月天人间四月天

城南小学六（1）班 葛鑫晨

“冲啊，冲啊！”我捧着手机，靠
在沙发上，尽兴地打着游戏。

我正玩得尽兴，突然游戏被强
制性地退出了！我疯狂地点击手
机屏幕，可是手机卡住了，像被点
了定身术似的。我尝试了各种补
救的方法：刷新、关机重启、检查网
络连接器……但依旧是徒劳。我
拨通移动公司的电话。电话通了，
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却急匆匆地
说：“今天断网的客户很多，按报备
时间逐家维修过来，轮到你们家的
话，大概要到晚上 6点了。”我挂了
电话，情绪瞬间接近崩溃。

我双眼无神地倒在了沙发上，
茫然地望着天花板和吊灯。时间
过得如此缓慢，我不禁望着天花板
浮想联翩，我想象着天花板上生活

着无数小人，想象着他们与我一样
痴迷于手机游戏，想象着他们怎么
与父母斗智斗勇。我又随手翻起
茶几上那本已经看了数十遍的漫
画书，再看看手机上的时间：什
么？才过了十分钟！

我扫描着房间里各种可玩的
东西，没找到，目光却被地板上的碎
纸片和头发丝儿勾住了，心中起了
一阵疙瘩。我从门背后抄起扫把，
弓着腰，开始扫地。当我将垃圾全
倒进垃圾桶后，就卷起衣袖，端来水
盆，将抹布浸在水盆里，捞出拧干，
卖力地擦窗，边擦边想，等妈妈回来
了，一定会可劲儿地夸赞我一番，说
不定还会带我去吃肯德基呢。

当我终于把家里打扫得一尘
不染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我
也早把断网的事儿忘得差不多了。

（指导老师：杨象娟）

断网

金阳小学三（3）班 郑浩轩

她，眉清目秀的。圆圆的脸上
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像两颗
黑宝石。头发长长的，扎成一个马
尾辫。眉毛浓浓的。她穿着一身
朴素的衣服，虽然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能看出她非常节约。

我说她可爱，可不是白说的。
之前，我也和她做过同桌。下课的
时候，我们经常在座位上玩“大鱼
吃小鱼”的游戏。玩的时候，她和
一个皮卡丘一样，输了就会轻轻打
我一下，撅着小嘴，一脸不高兴。
花样百出，可爱极了。

她还是个小书迷。一天，我在
外面玩得不亦乐乎，有一个游戏，
正好缺一个人，我便跑去找她。这
时候，她正坐在座位上，安安静静
地看一本课外书。我跑过去，和她
说：“咱们一起玩吧！”我原以为她
会答应，谁知她却给我泼了一盆冷
水，说：“要玩你自己玩，我才不去
呢！”我很生气，便开始拉她。她使
劲挣脱，不耐烦地说：“等我把书看
完嘛！”这时，上课铃响了。

我气呼呼地回到座位上，心
想：“真是个书呆子！”

（指导老师：胡玲巧）

同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