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JYDB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JYDB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041 报址：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61-141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2100 定价 2 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成都祥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写作课堂2021年5月8日 星期六

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的妈

妈就是一个年轻、漂亮又爱美的人。

妈妈中等个子，大眼睛，长睫

毛，高高的鼻梁，瞧这五官多精致

啊！对，这就是我的妈妈，不止这

些，我的妈妈，还有两个小酒窝，一

头棕色的头发，很漂亮！说她是仙

女下凡也不夸张。

妈妈的爱美之心尤为突出，她

每天都要画画淡妆，俗话说得好，淡

妆浓抹总相宜啊！

妈妈最大的爱好就是照镜子，

试衣间的镜子几乎被妈妈独占了，

不仅如此，我和爸爸每天都会被强

制执行任务，担任妈妈服装走秀会

的观众和评委。尽管我们看了无数

次这样的走秀会，妈妈还是乐此不

疲，不厌其烦地展示着她橱柜里的

宝贝，并且重复着一句话：“这样

穿搭好看吗？”光看还不行，我还

要充当摄影师，必须抢拍好每一个

美美的镜头，供妈妈自恋。

妈妈的爱美之心，不单单表现

在以上那些，她还喜欢订阅时尚杂

志、逛街、淘宝、唯品会……家里的

包装袋和包装箱都快堆成山了，不

管妈妈多累，只要一提到买衣服，她

就又打起精神了。

妈妈不仅自己爱美，把家里装

饰得也很漂亮，她经常花心思把家

里弄得温馨别致。

这就是我的爱美的、年轻的、

可爱的妈妈，我庆幸有这么美丽的

妈妈！

武胜县城南小学校
五（1）班 程钰涵
指导教师 张影勤

编者按
母亲是“船”，日夜操劳只为送儿女到岸；母亲是“树”，寒冬酷暑都帮儿女避风挡寒；母亲是“灯”，不论多晚都有等待的温

暖；母亲是“光”，行程路上总有最坚定的陪伴……让我们在母亲节这天，为所有妈妈送上一句“母亲节快乐！”

妈妈，这些天，我好想您。

妈妈，您的身体现在怎样了？是不

是感觉好点了？那天，您说不舒服，爸爸

及时将您送进了医院。已经过去一段时

间了，不知您现在的情况如何？我很想

到医院来看看您，可路途较远，加上我在

学校读书，所以只能在这儿问候您。

妈妈，没有您在身边的日子，我一定

好好照顾自己：每天按时起床，专心听

讲，认真完成作业，坚持课外阅读。放心

吧，妈妈！我已是六年级的学生了，自己

能做的事一定做好。请您不要牵挂，安

心养病，尽快恢复健康。

妈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的儿子

得奖了！什么奖呢？原来啊，我们班有

一份《新星亮报》，语文老师鼓励我们多

读多写，优秀作文会刊印在班报上。哈

哈，我的5篇作文被老师选用，发表在班

报，我被评为“作文新苗”。老师特意给

我颁发了奖状，还有优秀少儿报纸和日

记本。

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您是不是很高

兴呢？您的儿子长大了，懂事了，爱读书

会写作文了，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调皮

蛋了。妈妈，我想您，想您回来看看我的

奖状和奖品，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妈妈，我想您，想您回家，我们一起

幸福地生活。妈妈，您说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把我的奖状贴在墙上。不管有多

忙，您都会抽出时间坚持自己贴，从不让

别人代劳。每次贴好奖状，您会给我一

个大大的拥抱，说一句：“好样的，儿子，

妈妈爱你。”来我们家的朋友，看到这半

面墙的奖状，总是不停地夸赞。此时，您

总会自豪地说：“厉害吧！这是我儿子获

的奖。”妈妈，既然您这么爱我，那您一定

要坚持住，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

康复。

妈妈，我又得奖了，我不会让别人碰

这张奖状，我等您回家亲手把这张奖状

贴在墙上。我想，那又是一个多么令人

欣喜的时刻。妈妈，您快点好起来吧！

身体好了，什么都会好的。

妈妈，盼您早点回家，我想您了。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1）班 陶勋

指导教师 邱达官

黑发浓眉大眼，翘鼻小嘴灵耳，这就

是我最亲爱的妈妈。

听妈妈说，她小时候在学校读书也

是班干部，爱管人。现在管我，成了她的

“职业习惯”。这不，我几乎每天老早就

能收到妈妈滔滔不绝的“命令”：“快起

床，快起床！太阳都晒屁股了，再不起床

都赶不上二路汽车了。哎，别忘记洗漱，

再赶时间也得吃饭呀！”

每天早上，我脑子里都是满满的小

问号：“我上辈子是毁灭了银河系吗？摊

上这么个爱管人的妈！”

“妈妈，我……想……”“不行！”还不

知道我要说啥，妈妈就一口否决，并且又

开始向我源源不断的发送“命令”。

“你的作业这么多，还不去写作业

啊？到时候别人都进步了，而你还在原

地踏步怎么办？快，去学习。”

我苦苦地等来了中午，本以为可以

玩一会儿了，结果——“你玩什么玩

啊？天天就知道玩，学习才是你现在该

做的，你看你的某某同学多优秀，再看

看你？”

我盼啊盼，终于盼来了晚上，刚打开

电视，却突然黑屏了。

只见妈妈一脸杀气的向我走来，仿

佛头顶已经冒火了。她生气地说道：“中

午才骂了你，你现在又忘了是吧？把我

的话当耳旁风吗？与其浪费时间，不如

去看会课外书。”

虽然妈妈每天发送“命令”让我很心

烦，但是我知道妈妈都是为了我好。妈

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小孩没有自控能

力，妈妈要随时监督！”感谢妈妈辛苦付

出，让我变成这样自律的我。

什邡市国人小学
六（2）班 俞悦然
指导教师 李大田

一
“宝贝，你看我美不美？”妈妈穿着新买的

衣服，在我面前转了几圈，笑眯眯地问我。

“美！当然美！”我飞快地写着作业，敷衍

着。

“你都没看我，看，快看我！”妈妈不高兴

地说。

我这才抬头迅速看了她一眼，便继续写

作业。

“你以前学习都没有这么认真，现在怎么

了？这么认真。”妈妈嘀咕道。

“明天就开学了，我得赶作业。”我忙不迭

答道。

“那你就把我晾一边啦。”妈妈小声地说。

“行，您就好比那杨玉环，人见人爱，花见

花开，车见车爆胎。”我只好夸了几句。

妈妈又不高兴了，“车见车爆胎不是咒我

吗？有这样夸人的吗？”

“得嘞，您穿上这件衣服比十八岁的少女

都美。人好看，衣服衬得人更美。”我撇撇嘴。

“这才对嘛，好了，你继续做你的作业

吧。”妈妈开心地说。

二
“怎么穿这么少，今天气温很低啊，得多

穿点衣服，快去加一件!”妈妈看了看我穿的

衣服，皱紧了眉头。

我不情不愿地往棉衣外套了件羽

绒服。

“这才对嘛。”母亲紧皱的眉头舒展

开了。

来到班级里，我发现同学们都穿着

校服，这使我的羽绒服鹤立鸡群。

“哎！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多啊？”一

位跟我很要好的朋友跑过来问我。

“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我妈对我

太好了。”我冷冷地说道，便转身走了，只留下

我那位朋友站在原地一脸懵。

哎！有位这样的妈妈，谁都只能宠着了。

湖南省隆回县九龙学校
七（91）班 王悠扬
指导教师 胡海云

如果你来我们家作客，看见

一个瞪着眼睛，拿着鸡毛掸子，

正在河东狮吼的女人，那一定是

我的超级辣妈！

每当妈妈发现我躲在厕所

看书，或者是做作业时偷吃了零

食，她就会不顾形象地上演一出

刚才我描述的情景。

辣妈的确让我又爱又恨。

她时常给我惊喜，比如，今天晚

上我放学回家，书桌上就摆着一

套她给我买的课外书。我在做

数学作业的时候，心里一直想着

那套课外书，忍不住偷偷地看上

几眼，没想到被妈妈发现了。

她抢过了课外书，要求我专

心完成作业，然后，她自己却津

津有味地看着那本课外书，让我

气得欲哭无泪。

没到周末，辣妈要求我按

照她的要求写课外作业，爸爸

看见我还在写作业，不分青红

皂白把我臭骂了一顿，我委屈

得哭了。可爸爸说，家长错了

就错了，没啥大不了的。妈妈

问清楚情况后，不依不饶，一

定要爸爸道歉。爸爸只好厚着

脸皮笑眯眯地对我说：“儿子，

对不起。”

辣妈还有一个外号叫“多管

局局长”。亲戚家买房子、买车，

她非要操心不可；朋友家找对

象，她也非要操心，就连别人吵

架，她也要来唱和一个……我的

辣妈就是管得宽，面对她的热心

肠，我们却无可奈何。

说心里话，我还是很爱我的

辣妈。她随随便便下笔画几个

线段，能把我的奥数题分析得非

常透彻，更重要的是，她有一颗

多管闲事却无比善良的心。

如果有一天，你来我家作

客，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个抱着餐

巾纸看电视的女人，那就是我的

辣妈！

什邡市国人小学
六（2）班 刘子豪
指导教师 李大田

这些年来，妈妈在家陪伴着

我，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与鼓

励。

刚进入小学那段时间，我学

习上不认真，还时常出错。不是

忘了回家作业，就是胡乱完成了

事。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如稻

草；格式凌乱，随意涂改，可以说

是糟糕透了。

坐在桌子旁陪我写作业的

妈妈，不由得皱起眉头。她一脸

的不高兴，指着作业本，说：“这

些字好不好看呀？”我望着她，摇

了摇头，心里很害怕，感觉一场

“狂风暴雨”就要来临。可是，妈

妈没再说什么，而是拿起我的小

手，教我一笔一画地写字。看着

本子上干净整洁的字，妈妈笑

了，我也乐了。正是妈妈的严格

教育，我才慢慢养成了良好的学

习习惯。

有次数学课上，老师讲的

什么内容，我一点儿都没听清

楚，作业当然不会做。看着同

学做得又快又好，我急得满头

大汗。回到家，我向妈妈请

教。唉，脑子真笨，听了好几

遍还是不懂。这时，妈妈拍了

拍我的小脑瓜，亲切地鼓励

我：“女儿，别急，再仔细想

想，一定会懂的！”我深深地吸

了口气 ，平静一下急躁的心，

最后终于赶走了“拦路虎”。

每当我取得优异成绩的时

候，每当我将奖状拿回家的时

候，总能看到妈妈脸上荡漾起的

笑容。她轻轻地读着成绩单，开

心地看着那张金光闪闪的奖状，

有时还轻声地问我：“女儿，这真

是你得的奖？”我高兴地点了点

头，大声告诉她：“妈妈，我又得

到学校的奖励啦！”妈妈一把将

我拥入怀中，表扬我的同时不

忘来点提醒：“可不能骄傲。”

心里美滋滋的我，使劲地点了

点头：“放心吧，妈妈，我会不

断努力的，下次再给你拿回来

一个奖。”

正是在妈妈的爱护下，我一

天天成长起来；有了妈妈的爱，

我快乐着，幸福着。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三（1）班 唐星星

指导教师 邱达官

爱美的妈妈

作者详细写了妈妈爱
美，体现在爱照镜子，还略写
了妈妈的其他爱好：逛街、淘
宝、唯品会……都是为了凸
显妈妈爱美这一特点。

点
评

妈妈的那些事

本文惜墨如金，取材新颖，语言生动而传神，刻画出了“活宝”样的母女二人，让人
忍俊不禁，背后却是朋友般的亲子关系和母亲对女儿的疼爱之情。

点
评

妈妈妈妈，，我想您我想您

没有哪个孩子不想念妈
妈，每个孩子都有可亲的母
亲。作者用饱含深情的文字，
祝愿妈妈早日恢复健康，盼望
妈妈共享快乐时光。“我想您”
在文中反复出现，思念之情油
然而生。

点
评

妈妈的妈妈的
““命令命令””

作者紧扣住妈妈的“源源
不断地发出命令”这个习惯，用
生活中的小事表现妈妈的特
点。平实之中不乏精彩，简练
之中更添细腻。

点
评

在爱中成长在爱中成长

习惯不好时，指导我纠正；遇到困难时，鼓励我战胜；获得成绩时，提醒我前行。这就是母爱
的表现。作者用文字再现生活情景，讲述与妈妈相处的故事，表达着喜爱之情。

点
评

我的辣妈我的辣妈

作者用平凡生活中
的典型事例写出辣妈特
点。语言朴实无华，用
词比较准确。不仅展现
了妈妈的外在辣，而且
还突出了妈妈的心灵
美，人物形象个性鲜明。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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