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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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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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单成功。”望着手机上蹦出

来的页面，我笑得合不拢嘴，一下

子扑在床上。太好了！又有新书

了！这真是个美好的夜晚。

第二天清早，我背上书包，高

高兴兴去学校，连走路都带风，一

整天都如沐春风，就连见到了难

题，眉眼间也不浮躁。放学铃一

响，我第一个冲出教室，马不停蹄

地奔回家，一进家门，我鞋都来不

及换，大声喊道：“妈！我亲爱的妈

妈，我的书到哪里了？”

“你买的书？”妈妈抬头看了我

一眼，“我怎么知道？洗手吃饭！”

“哦。”我满脸堆笑，“妈妈，我

要练读英语，把手机给我吧！”

“先吃饭。”妈妈眨眨眼，一口

拒绝。

“可是……我想现在就读完！”

我一边说，一边哀求着。

“嗯？那倒不用，吃饭吧！”妈

妈端碗上桌。

我只得专心吃完饭。走回房

间，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书……不

会是预售吧？早知道下单时就看

仔细了！到底多久到啊？明天？

后天？再后天？又或者十来天

后？我心里一阵恐慌。

“书到，书到，书到！……”我

不厌其烦地整天念叨，每日都看物

流，眼睛仿佛是要盯出一个洞来才

肯罢休似的。终于，收到消息——

已派送。

我早早来到收货点——咱家

店铺，目光掠过一辆辆快递车，来

回踱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

呢？说好的早上八点准时送达

呢？都十一点了！我整整等了三

个小时！……唉，怎么还没到呢？

我的心情如同火上浇油烦躁不已，

明明坐在软垫凳上却如坐针毡，焦

急地望向车流，心中的期

盼几乎快要溢了出来，书

啊，你怎么还不来？书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

饭菜凉了，只有我的心还热

乎着，等待书的大驾光临。下

午，我怏怏不乐回了家，才得知

在我吃饭的间隙，妈妈把书带回

了家。这一刻，我不知是苦是

甜，苦于干等大半天，甜于蓦然

回首，书静坐家中。

我迫不及待地抱起快递，撕

开，扯掉，放好，动作行云流水，一

气呵成。望着这苦等的书，我激动

地抱在怀中，一本本，慢读、细品、

回味。

眉山市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4）班 贾蕊绮
指导教师 谢涛

清晨，在小城的一个角落里，一条

弯弯的街道睁开了它那朦胧惺忪的睡

眼，摆脱了黑夜的束缚，开始了街道一

天的繁华。当淡淡的雾还在恋恋不舍

这美丽的清晨时，街道是那么宁静。忽

然，一声“烤红薯，烤洋芋，烤芋头，好吃

得很——”响起，荡气回肠的叫卖声打

破了这份宁静，街道才算是真正的醒

了。

秋风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来渲染着

早晨的街道。秋风拂过，一片片金黄的

银杏叶从树上慢慢地飘落下来，像一只

只翩跹起舞的蝴蝶，飞落在行人的头发

上、肩上，飞落在行驶的汽车上，飞落在

路边小摊上，街道一下子变得色彩斑

斓，充满了无限的诗情画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流车辆开始不

断增多，赶着上班的，赶着上学的，赶着

做生意的，赶着进市场买新鲜货的……

清早的人们，匆匆忙忙，奔着一天的目

标去了或者来了。站在楼上往下看，车

水马龙，川流不息，密密麻麻的人群仿

佛是无数蚂蚁在动，由于人太多，一不

小心，有可能你踩了我一脚，我碰了你

一下，要想从人群中快速出去，就得具

备“钻空子”的能力喔！

随着上班时间和上学时间一过，熙

熙攘攘的人群略微少了一些，街上的人

们转为休假的、逛街的、退休的、来游玩

的、出来采购的……随处可以听见人们

的欢笑声和优美动听的音乐声，好不热

闹！满目琳琅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目

不暇接；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讲价声不

绝于耳，震耳欲聋；扑鼻而来的食品香

味沁人心脾，回味无穷。

中午，街道两旁铺满了金黄的落

叶，树叶用它逝去的短暂年华装点着街

道。这时的街道和“闹”字已经撇清了

关系，不沾一点儿边了，人们都回到家

中吃午饭去了。这一份静给街道和落

叶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它是那么的迷

人，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熠熠生辉美轮美

奂，让人永生难忘。漫步在街道上，仿

佛行走在一幅美丽的画卷里、一首优美

的诗里、一曲悠扬的音乐里、一场华丽

的梦境里。

晚上的街道更是绝了，霓虹灯下，

人行道旁，随处可见休闲消遣的人群。

色彩缤纷的灯饰把这条街道打扮得美

丽妖娆，婀娜多姿。人们除去白天的匆

忙紧张，在夜的笼罩下欢乐享受。

街道的每一寸每一分每一刻都是

那么美，那么奇妙，那么让人沉醉。

丹棱县城区小学
五（3）班 李晓萱
指导教师 祝久芬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每当我读起这句诗时，就会想起故

乡的网红打卡地——河坝。

五六岁那两年，每到夏天，外

公外婆就会带我去河坝，戏水、捉

螃蟹、解暑、纳凉……每一样都记

忆犹新。

今年暑假，怀揣着儿时的梦，

我又去再探童趣。吃过晚饭，热气

渐退。我和几个好伙伴，蹦蹦跳跳

地朝河坝跑去。随身携带的有玩

具水枪、水盆、空的矿泉水瓶……

你应该猜到我们此行的项目了

吧！对，我们要打水仗、玩躲藏、抓

小鱼，嗨翻个天呢！

到了河坝的一条小支流旁，人

可真多啊！我们都拿上了自己的

作战武器，分组，吸水，开始“上战

场”。哈哈，自由组队，我和两个都

比我大的姐姐分在一组，强强搭弱

手，不赢都难哟。我们跑到“制高

地”，朝对方发动猛烈的“进攻”。

你看，对方都比我们小，我

们只要动一动手指，就可以把对

方打得落花流水。果然不出意

料，几个回合下来，对方就被我

们打得狼狈逃窜。剩下一个不肯

认输的，在多次“负伤”后，依

然咬着牙，挑战我们的勇敢。她

代表她们组提出，为了公平，要

求我们只能一人出战。我想，以

多胜少，即使赢了，也不光荣。

这次，我们队派出了手脚最伶

俐的我，而对方居然是那位不服输

的。不需多说，结局早就注定。我

们，又胜利啦！

水上大战告一段落，我们便开

始抓鱼虾。因为鱼虾又小又透明，

所以，我们还需要助手——捞鱼

网。我们跑到绿油油的秧田边，拿

出秘密工具，开始上演一场场人鱼

攻躲战。

时间接近七点，一幅幅人群戏

水图呈现在我们眼前。人踏着水，

水翻着浪，浪撵着水，水生着花。

七点半后，天空的云彩渐次出现在

眼前，它们叠着，靠着，挤着，追逐

着，向着更深、更远。天渐渐暗下

来，星光站在东山上微笑，我们依

依不舍地回了家。

梦里，依旧是河中戏水图……

戏水，真美！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五（1）班 卿馨苒
指导教师 周辉

我是一条幸福的小鱼，有一个快乐幸

福的家，鱼爸爸、鱼妈妈和我一起快乐地

生活在清澈见底的水里，我们常会跃出水

面看看外面的世界，阳光是那么的耀眼，

空气是那么的清新。

在水里，有漂亮的珊瑚，有长长的水

草，我们遇见过憨憨的海龟，碰到过凶猛

的鲨鱼，遇到过可爱的小鱼，还遇见了很

多有趣的事。

可是，突然有一天，水面上多了很多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塑料瓶、垃圾

袋，各种各样的垃圾，海面上时不时还有

难闻的味道。

这些原本不属于大海的东西，现在却

都漂浮在水面上，因为这些垃圾，爸爸妈

妈再也不能带我出去玩了。垃圾产生了

很多细菌，很多小鱼都死掉了，海龟也因

为细菌感染，生病了躲在家里，凶猛的大

鲨鱼也因为捕捉不到食物快要被饿死

了。海底就像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

的一切都静止了。

鱼爸爸说：“人类这样乱扔垃圾，不爱

惜环境是不对的，是会失去我们共同的家

园的。”是啊，破坏了环境，我们都无法在

地球上生存。

有一天，人们发现了环境的污染，他

们都来了，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把水面上

的垃圾全部打捞起来。人们从此也不再

乱扔垃圾了，水面又变得清澈透明了，小

鱼们又回来了。

鱼爸爸鱼妈妈又可以带我到处遨游

了，清清的水，憨憨的海龟，可爱的小鱼，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阳光透过水面洒

在我的身上，就像给我穿上了一件新衣

服，漂亮极了。

这就是我理想的世界，清澈的水，暖

暖的阳光，可爱的小伙伴，美丽的家。

什邡市国人小学
三（1）班 刘婼依
指导教师 李大田

在我童年生活中，我玩过的游戏像夜

空中的星星，数不胜数。今天，我就挑一

颗最闪亮的星星送给你们吧！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下课时，

老师神神秘秘地让同学把课桌分开，留出

了一条通道。我想：老师葫芦里卖的是什

么药呀？上课时，老师揭晓了答案：“我们

把七个凳子抬在中间围成一个圆，让八个

同学围着椅子转圈，等待我说抢时，就坐

下去，到最后一个凳子被谁抢到谁就是冠

军。”

第一回合老师就请了我，我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游戏开始，我们围着凳子

转了一圈又一圈，把我转得晕头转向，好

像有一颗颗半明半暗的星星在我头上转。

这时，老师突然叫了一声“抢”，大家

立马坐了下来，唯独小雷被挤了下来，只

见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座位。我嘲笑着

小雷，可我也是帅不过三秒的小屁孩，在

下一轮，我也被挤下来了。因为我刚想坐

下，小周看准时机，一屁股把我给挤了下

来。现在轮到小雷笑话我了，顿时，我的

脸红得像一个大苹果。

经过层层淘汰，场上只剩下两名选手

了，分别是陈浩宇和张译文。只见他俩双

眼直直地盯凳子，就像两只狼盯着一只小

绵羊一样。全班顿时喊声震天：“加油，陈

浩宇！”“加油，张译文！”老师一声“抢”，张

译文眼疾手快，比陈浩宇抢先一步，所以

张译文成了冠军。全班女生欢呼雀跃起

来，而男生则一片唉声叹气。

接下来是第二回合，同学们更是兴奋

得手舞足蹈，我本以为男生会赢，可是又

被许谦夺王争霸了。

通过这次游戏，不仅加深了同学之间

的友谊，我们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事我

们不能光靠眼睛或嘴巴，要五官并用，这

样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青神县实验小学
四（7）班 张澜

指导教师 郭燕萍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

辉，一朵花可以点缀春天的美丽，

生活中有许多细微之处，饱含着温

柔而伟大的母爱。

母亲有个习惯，春夏交替的时

节，总会把一家老小的衣服分门别

类的规整好。那天，她照例收拾着

衣物，我躺在沙发上，翻着一本小

说。午后暖暖的阳光照进来，茶几

上一束纯白的栀子花发出淡淡的

清香。

“瑶瑶，你看，这儿有好多条手

帕呢！”母亲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

似乎很兴奋。“手帕？”我问道。“你

还记得这些手帕吗？这些年你用

过的手帕都在这儿了。”“你看，这

块蓝色的，还记得吗？你4岁的时

候，我常用一根别针把它别在你的

外套上，给你擦汗。看着你在我面

前迈着小碎步地走，手帕一荡一荡

的，真像一只花蝴蝶呢！”母亲絮絮

叨叨地说着，也不看我，沉醉在幸

福的回忆中。

我静静地听着，沉默着。我无

法应和母亲——因为那时我太小

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还有这块粉色白边的，是你6

岁那年我特意定制的，上面还印着

字哩——‘爱女瑶瑶六岁生日快乐

’。一眨眼的工夫，你就长这么大

了。”她轻轻转过身，把脸对着我，

可她那慈爱的目光却让我不知所

措。我多么希望自己能记起这些

往事呀，哪怕是模糊的、零碎的也

好！我无法想象，为什么母亲如此

般细心地收藏着往昔，如数家珍般

地道出我过去的点滴，她不是常常

抱怨人老了记性不好吗？

我承认，我是彻底将有关手帕

的故事忘了，随意将它扔在记忆的

角落里。更何况，现在也不时兴手

帕了，取而代之的是纸巾。当我流

汗时，取出一张，轻轻一擦，质感很

好，还有一丝隐约的香气，擦完就

可以扔了，多方便。于是，手帕在

不知不觉间被我遗忘了。若不是

母亲提起，我实在无法记起这些手

帕曾属于我。

我很容易忘记一些什么，包括

那朴实的爱。母亲则不同，她是岁

月的收藏者，她永远走在我身后，

悄无声息地拾起了我遗漏的童真

与记忆。

稍许，我开口道：“妈，那么久

以前的事情，你怎么都记得呀？”

“怎么会不记得呢？”对呀，怎么会

不记得呢……因为爱着，所以记

得！

巴中市巴州区第三小学
六（5）班 张馨瑶
指导教师 徐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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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
随着作者的
脚步，重拾
儿时记忆，
找回打水仗
的时光，从
字里行间读
到了孩子们
纯真烂漫的
少年时光，
读到了童年
的快乐。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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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即景

作者描写了不同时间段
的街景和人文，使用了比喻、
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语言
优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
令人感觉风景就在眼前，身
临其境。

点
评

等书

有趣的
抢凳子游戏

幸福的小鱼幸福的小鱼

因为爱着因为爱着 所以记得所以记得

作者遣词造句的能力很强，
擅长比喻等修辞手法，将游戏过
程写得生动具体，通过心理活动
描写、神态描写进行细节刻画，让
读者感受到游戏的有趣。

点
评

作者结合实际，发挥想象，全
篇用拟人的口吻，构思新颖，叙述
流畅，富有生活气息，突出了主题。

点
评

作者从母亲整理衣
物写起，“手帕”贯穿始
终，结尾照应主题。文章
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
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
象，感情真挚。

点
评

作者生动刻画了等待
新书到来的心理历程：喜
悦、期待、恐慌、盼望、焦急、
激动，情感真实，描写细
腻。走进灵动的文字里，一
个热爱阅读的孩子仿佛就
在眼前，让人难忘。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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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有趣的
抢凳子游戏抢凳子游戏

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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