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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是什么？是去年的

衣服穿不了了？是年龄又增

长了一岁？还是岁月在脸上

留下的痕迹？在我看来，成

长不仅是身体的长大，更是

心理上的成熟。有一件事我

至今记忆犹新，让我不断成

长。

一个周末，我正在玩耍，

突然看见妈妈的头发很乱。

那凌乱的头发，让我坐立不

安，我便跑到妈妈面前对她

说：“妈妈，你的头发乱了，让

我来给你梳梳吧！”妈妈不在

意地说：“没事儿，我一会儿

自己梳就行了。”我一再请

求，最后妈妈终于答应了。

我心情无比激动，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给妈妈梳头。

我让妈妈坐在沙发上，拿着

梳子兴奋地站在妈妈身后，

把妈妈的头发散开，准备给

她梳头。梳着梳着，我发现

妈妈的头上好像有银光在闪

动，我拨开头发一看，十分惊

奇，不知何时，妈妈那一头润

滑如丝的秀发已隐藏了白

霜。我问妈妈：“妈妈，你的

头上怎么这么多白发？”妈妈

叹声道:“我老了，岁月不饶

人啊！”听着听着，我心里很

不是滋味，再看看妈妈，妈妈

的眼角添了许多细纹，手上

也出现了许多老茧。此时此

刻，我眼前浮现出妈妈为我

操心的情景：半夜起床，为我

盖被子；风雨交加送我上学，

雨水浸湿了她的衣裳；在工

地风吹日晒，为我提供优越

的生活条件……

想到这些，我鼻子突然

一酸，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眼睛也模糊了。妈妈抬起

头，为我拭去眼泪，并对我

说：“乖孩子，我知道你心疼

妈妈，你长大了。”我听后有

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着，我

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

我在长大，你在变老，我会一

辈子爱你！”妈妈听了，一把

把我拥入怀里，那一刻，我陶

醉了。

从这以后，我变得更加

懂事，只要一回到家，就主动

帮妈妈分担一些家务，我觉

得自己长大了。

通江县青浴乡中心小学
五（1）班 刘碧香
指导教师 张吟诗

今天，我家新添了两个成员——

两只小鸡雏。

它们长着一身棕色的柔软的绒

毛，就像两个蓬松的小球。一只背上

有几个小黑点，我叫它“黑点”，另一只

背上有几条白线，我叫它“线条”。它

们那黑豆似的圆圆的眼睛看上去清澈

而可爱，嫩黄色的小嘴精致而又灵活，

暗红色的细细的脚让我怀疑能否支撑

起胖嘟嘟的身子。

它们吃食的时候特别可爱。只要

一听到呼唤声，便张开翅膀一前一后

地飞扑到盘子旁。我撒下饲料，它们

便站在盘子边，小脑袋一上一下地啄

食起来。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后，撒在盘里的饲料便只剩下依稀可

见的几颗了。

这时，“黑点”干脆跳进了盘子里，

抢占地盘，“线条”也不甘落后，紧跟而

上。突然，一粒饲料被“黑点”啄飞了，

只见它扇动小翅膀飞扑过去，快速地

啄进嘴里，又立马跑回来继续和“线

条”抢食。不一会儿，一盘饲料便被它

们消灭殆尽，简直就是两只“土匪”

鸡。吃完食的它们不慌不忙地走到装

水的盘子边，先用小红爪抓住盘沿，再

俯下身，含一口水在嘴里，最后仰起

头，把水吞进肚子里，这时的它们又优

雅得像两个绅士。

我发现它们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性

——爱跟着人跑。有一天，我把它们

从笼子里放出来后就去阳台写作业，

忘了拿笔，转身时差点踩伤它们。

“难道它们一直跟着我？”我心里忍不

住犯嘀咕。为了证实我的猜想，我做

了一次实验。我在它们

面前突然跑起来，只见

它们也迈动细细的腿，

飞快地紧追而上。我真

怀疑那小细腿竟能健步

如飞！很快地，它们便

追上了满头大汗的我，

送 它 们 一 个 “ 跑 步 冠

军”的美誉也值得。

它 们 还 很 通 人 性 。

我高兴时，它们叽叽地

叫 着 ， 仿 佛 在 给 我 祝

贺；我难过时，它们会

在 我 的 脚 边 ， 用 头 蹭

我，仿佛在无声地安慰

我；当我批评它们不爱干净时，它们

会别过头去，用嘴巴梳理自己翘起的

羽毛，仿佛是骄傲的孔雀，逗得我哈

哈大笑。

小鸡雏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

趣。它们如此可爱，叫我怎么不爱它

们呢？

广汉市连山镇松林学校
四（3）班 罗熠臻
指导教师 曾明素

阳光暖烘烘地撒进我家的小院。小院

门前那片绿绿的蚕豆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一颗颗饱满的蚕豆角幸福地在风中舞蹈。

我悠闲地坐在窗前，一边翻看《美好生活

劳动创造》这本书，一边思考着，艰苦劳动

的果实是所有欢乐中最甜美的吗？

温暖的风载着调皮的瞌睡虫透过窗户

又一次抚摸着我的双眼，我有点睡意朦胧，

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爸妈都去上班了，

我一个人在家实在太无聊了。忽然，一个

念头跳进了我的脑海，找点活干，也许有

趣。

我急匆匆跑下楼，从地下室找出一顶

旧草帽和一个不锈钢盆，奔向小院门前的

蚕豆地。我戴好草帽，脖子上系好湿毛巾，

抱着不锈钢盆，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就兴

致勃勃地去摘蚕豆角了。

我哼着小曲，一只手拉起蚕豆藤，另一

只手把胖乎乎的蚕豆角向下轻轻一拉，

“啪”的一声，蚕豆角快活地蹦进了盆里。

每摘完一棵蚕豆，我便顺手将蚕豆藤连根

拔起，找个空地放好。

如此往复，盆里的蚕豆角越堆越多，空

地上的蚕豆藤也越堆越高。我觉得自己还

真像个熟练的劳动者，心里美滋滋的。劳

动起来，还真有意思呀！

不一会儿，蚕豆地焕然一新，蚕豆角像

是长了腿似的，通通“移民”到了我的盆

里。我直起身，擦擦汗，把一盆绿油油的蚕

豆倒在院子里，又跑回蚕豆地继续刚才的

工作，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劳动带给我的幸

福。

把蚕豆搬家后，我又撸起袖子，挥动铁

铲，开始翻地。我学着爸爸干活的样子，右

手握着铁铲前端，左手攥着铁铲把子，使出

洪荒之力，蹬着脚下的铁铲。一下、两下、

三下、四下……铁铲终于伸进土地，不断翻

动着。

翻完地以后，我擦了一把汗，抱着一大

袋蚕豆来到院子里的阴凉处，坐在椅子上

剥蚕豆。我拿起一个蚕豆荚，把细线轻轻

撕开，“咔嚓”一声，一粒粒饱满的蚕豆顺着

撕开的裂口纷纷跳出豆荚，这一撕、一拉、

一剥，一粒粒蚕豆终见天日。慢慢地，我的

手法渐渐熟练，剥蚕豆的速度也有所增加，

一碗绿绿的蚕豆呈现在眼前，我觉得自己

长大了。

劳动能使人变得更幸福吗？我想起了

崇尚劳动的袁隆平爷爷，他几十年如一日

地劳作于田间，一心研究杂交水稻，为全世

界人民解决了挨饿问题，袁爷爷一定是幸

福的！

当天，我剥的蚕豆被妈妈做成了美味

的晚餐，一家人幸福地品尝着我的劳动果

实，笑意写满了每个人的脸。劳动，真是幸

福的开端啊！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建设路小学
六（7）班 贾博

指导教师 张桂萍

作者通过一系列细腻的动作描写，勾画出两只贪吃的小鸡形象。在
介绍它们“通人性”时，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展现小鸡们与作者的亲密
关系。结尾用反问的修辞手法表达感情，简洁又突出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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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小鸡我家的小鸡

幸福
始于劳动

作者围绕着摘蚕豆、翻地、剥
蚕豆，紧扣主题，字里行间流露出
对劳动的渴望和热爱。语言精
彩，结构严谨，叙述条理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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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历五月初五，是人们

常说的端午节，在我们小孩的脑

袋里，立即就生出一个软糯香甜

的粽子。

我在厨房里帮忙准备包粽

子的材料：糯米、红豆、叶子都放

进水槽里洗干净了，被水淋得湿

漉漉的草叶散发出它独有的香

味。我端着这些食材，放在客厅

的桌子上，招呼大人们来：“妈、

外公、外婆，快来包粽子哟！”

大人们这才放下手里的活

儿，围坐在桌子旁边，一边谈笑

一边挥舞着双手，包起粽子来。

我也撸起袖子，摸了张草叶，准

备包粽子。

外公探过头来问我：“冬儿，

你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包粽子

吗？”我眼睛一转，仰首回答道：

“这可难不倒我，包粽子是为了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他在国家将

亡之际，抱石跳进了汨罗江。人

们用竹筒装着糯米，投进江里，

叫鱼儿不要吃掉屈原的尸体。

这个传统便传下来了，只不过不

再用竹筒装米，而是用粽子的形

式，让那个鱼儿吃，保住我们的

爱国诗人呢。”妈妈对我笑道：

“哈哈，冬儿早就知道这些传说

了。”我抬起眉，自豪地点点头。

低头看手里的粽子，已经成

型了，用红线缠好，举起来看看，

又看看妈妈的粽子，简直是丑小

鸭和天鹅比美！我把那个丑陋

的粽子轻轻放在蒸笼里，外婆便

把那最后一筐蒸笼抬进厨房去。

我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来回

走动。到厨房，我将手指放在蒸

笼的出气口上，被蒸汽烫得猛把

手缩回袖子里；到客厅，我不厌

其烦地问妈妈：“妈，粽子什么时

候才蒸熟啊？……”

“马上就好了，急什么？”我

知道“马上”这词一点不可信，但

我还是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来回

踱步。蒸笼里冒出的蒸汽夹了

些香味出来，那是混合着红糖、

糯米、红枣、花生、红豆、草叶的

香味。我多想揭开最上一层的

笼屉，尽情地把那味道闻个够！

但烫手的盖子，让我望而却步。

虽说粽子不过是包着糯米、

红枣、花生、红豆这些五谷杂粮

蒸出来的，但大家都认为，粽子

比平时吃的米饭香多了。

粽子上桌不一会儿就被我

们消灭光了。靠在椅背上打嗝

的我，胀得再也吃不下什么东西

了。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六（2）班 周冬蕊雪

指导教师 周辉

那一刻，
我长大了

文章以“梳头”为
线索，在叙述中体会妈
妈为“我”的辛苦与操
劳，同时充满了对妈妈
的感激之情。真情实
感，让读者有触动，觉
得作者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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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粽子香端午粽子香

时光就像美丽的星空，童年

的趣事就像闪亮的星星一样令人

着迷。今天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去

体验我真实的童年。

今天的任务是和家人一起

拔木薯。听爸爸说，木薯是一

种很高产的农作物，主要生长

在热带地区，它含有很高的淀

粉，而且生长得很快。来到木

薯地，一棵棵高高的木薯树上

长满绿油油的叶子,像人的巴掌

一样张开，手腕一般粗的树干

上长满了疙瘩。

开始拔木薯了，爷爷来到一

棵木薯树前，用力一拔，一个个肥

大的木薯破土而出。我不服气地

说：“才这么几个木薯，还不够我

塞牙缝！”这时，奶奶接过话说：

“给鸡吃的，没有你的份。”我心

想，今天一定要拔个最大的木薯，

让大家看看我的实力。

我走到一棵比较大的木薯树

旁，一手抓住树的根部，一手抓住

上面的树枝，双脚和肩同宽，使出

吃奶的力气，上面的树枝都被我

拔断了，可下面还是纹丝不动，最

后还是叫爷爷过来帮忙，才一起

把这个木薯抜了出来。

人 多 力 量 大 ， 不 一 会 儿 ，

我们就拔了一大口袋木薯。奶

奶说够家里的鸡吃一个月了。

爷爷把装满木薯的口袋扛到小

溪边，在清澈的溪水中，我们

把木薯清洗干净，又重新装进

口袋拉回家。

刚回到家，我还没来得及喘

口气，又被爸爸拉来锉木薯。只

见爷爷拿起木薯放在锋利的锉刀

上，然后快速地锉起来，原本还是

长长的木薯，很快就变成一根根

白色的丝了。

爷爷做了示范之后，接下来

轮到我了，我一屁股坐在木板上，

拿了个巨型木薯飞快地锉了起

来。一开始有点费力，而且还一

卡一卡地非常难锉，慢慢地，木薯

被我锉得只有一颗麻将那么大

了。不一会儿，我们就把所有的

木薯锉完了。

接下来，我和爸爸把木薯丝

背到楼顶上去晾晒。我把袋子里

面的木薯丝倒出来，用钉耙把堆

积如山的木薯丝一层一层地分均

匀。一根根重叠在一起的木薯丝

就像叠罗汉一样，不一会儿就被

我推平、摊匀，平整地晾晒在楼顶

上，剩下的就是等太阳把它们晒

干。

到了下午6点多，湿润的木薯

丝早已被太阳晒干。可以用木薯

丝喂鸡了，我舀了一大勺晒干的

木薯丝，来到屋后的养鸡场。打

开铁门，里面的鸡正跳着舞迎接

我的到来呢！我拿着食盆放在地

上，鸡群蜂拥而上叼起木薯丝，吃

了起来。

这时，爸爸说该回去了，我跟

着爸爸有说有笑地离开了养鸡

场，今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万科分校
四（3）班 符号

指导教师 范李倩

作者详细叙述了拔木薯的整个过程，语句通顺，感情朴实，没有过度渲染。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体
验到了和家人一起劳动的乐趣，也增加了生活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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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我”因心
急，忙着包粽子，急着等
粽子吃，把手伸进冒气
孔，被烫得缩了回来。对
于吃，作者却一笔带过，
而将等的过程，通过动
作、语言等的描写，刻画
得淋漓尽致。文章重点
突出，层次清晰，文字清
新。读后，一个心里着急
的小孩形象跃然纸上。

推荐指数：

闪
光
佳
句

我在厨房与客厅之间
来回走动。到厨房，我将
手指放在蒸笼的出气口
上，被蒸汽烫得猛把手缩
回袖子里；到客厅，我不厌
其烦地问妈妈：“妈，粽子
什 么 时 候 才 蒸 熟
啊？……”

“马上就好了，急什
么？”我知道“马上”这词一
点不可信，但我还是在厨房
与客厅之间来回踱步。蒸
笼里冒出的蒸汽夹了些香
味出来，那是混合着红糖、
糯米、红枣、花生、红豆、草
叶的香味。我多想揭开最
上一层的笼屉，尽情地把那
味道闻个够！但烫手的盖
子，让我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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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写作课堂

拔木薯拔木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