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对放风筝时一连串的动
作和风筝在空中飘荡的情景，进行
了细致入微的描写，情节生动，有
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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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可以是一句温馨的问候，可以是一碗

热气腾腾的饺子，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达。在

我眼里，亲情是一碗如期而至的蛋炒饭。

早上起床，穿衣洗漱后，总能看到餐桌上放

着一碗刚出锅的蛋炒饭。闻一下，真香！尝一

口，好吃！碎白菜、火腿肠、鸡蛋，有时是切细的

川味香肠或者其他什么佐料，一口口咀嚼，享受

着舌尖上的美味。然后，就会迎来一句：“咸不

咸？”我的回答从来都是：“不咸，挺好吃的！”

这蛋炒饭虽然比不上扬州炒饭或者饭店里

的炒饭鲜香，但我认为这是最好吃的蛋炒饭，因

为那一小碗蛋炒饭中蕴含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深

沉的爱。

老爸的身影一直是忙碌着的，每天要开很

多的会、审很多的稿，有时忙到凌晨就直接睡在

办公室，但是第二天早上蛋炒饭会准时出现在

桌子上。家里的冰箱总有几袋速冻饺子，经常

出差的他会嘱咐我煮饺子吃，但是我每天都盼

着蛋炒饭，盼着他早点回家，总是问他：“您什么

时候回来？”

我也曾自己尝试着做过几次蛋炒饭，但是

却总没有老爸做的香。

父爱或许都是无言的，如同沉默的、寂静的

大山。我和老爸的交流不多，一般都是“工作

性”的问答，比如“冷不冷啊？”“昨晚睡好了没？”

之类的。当然，他有时也会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教我为人处世、求学读书的方法，指出我的错误

和不好的习惯等等。

人们都说，母爱多伟大、父爱多伟大。特别

是在母亲节、父亲节、重阳节等节日，很多人都

会在微信发个朋友圈，表示一下对父母的爱。

我想，有多少人又去行动了，去真正的感恩父母

了呢？父母对我们不求回报，因为他们认为所

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心甘情愿在我们身上倾

注所有的爱。

百善孝为先，感恩父母从点滴做起，让我们

从现在开始去好好地爱他们，让这个世界充满

温暖、充满爱！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附属
小学六（3）班 陈邦宪

指导教师 胡燕

冬爷爷送走了大地的严寒，春姑娘带

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人间。星期六，我和

小丽约好了一起去空旷的山坡放风筝。

山坡上的人真多呀！湛蓝的天空中，

各式各样的风筝在空中飞舞着，或上或

下，或远或近。有金鱼的，有大眼睛青蛙

的，还有蝴蝶的……它们在天空中追逐嬉

戏，充满活力，天空成了风筝的乐园。

我和小丽迫不及待地拿出风筝，我拿

着风筝线轴，小丽把风筝高高举过头顶，踮

起脚尖激动地说：“快，风来了！”我赶紧像

闪电一般向前冲。丽丽全神贯注地看着风

筝，跳着欢呼着：“飞高点，再飞高点！”

风筝真调皮，听了小丽的喊叫，反而

像喝了酒的醉汉摇摇晃晃落了下来。小

丽难过极了，我也觉得很失望。可我不会

被困难轻易打倒，我分析了一下原因，觉

得是自己没有控制好风速造成了风筝的

跌落。我走过去安慰她：“别难过，我再试

一次，会飞起来的。”

在春风的帮助下,我们再次放飞了风

筝，这一次我汲取了教训，顺着风速放

线轴的速度时快时慢。蜈蚣风筝像一条

灵活的龙翱翔在蓝天上，一只机灵的小

鸟和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凑过来了，好

像在夸蜈蚣飞得真高。好多人都被这个

风筝吸引了，有的忙着问我这轻盈的风

筝是在哪里买的？还有的伙伴请教我如

何把风筝放得又高又远。

风筝高高地飞在天上，我们玩得好开

心。遇到困难不能轻易退缩，勇敢尝试，

会遇到更美的风景。

洪雅县实验小学
三（7）班 李东庭
指导教师 吕艳芬

在生活中，在学习上有很多人关

心我、帮助我、鼓励我，我很感谢每一

个人。但是，我最想感谢的是您——

尊敬的李老师。

记得四年级时，我们前往县城校

外拓展实践训练。在举行的欢迎典

礼上，我临时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您

给了我一份演讲稿，让我先好好练

习，一会儿要上台演讲。当时，我真

是既激动又难为情。激动，是因为老

师对我的信任，可以展示自己；难为

情，是因为此前我从未在这么多人面

前演讲过。因此，我紧张的心情不言

而喻。

那时，我便有了临阵脱逃的想

法：把演讲的机会给杨悦然，并把想

法告诉了您，但您没有同意，而是一

直鼓励我，让我有了自信。在我练习

时，您还端来了一杯水，让我润润喉

咙。我鼓起勇气走了上去，望着台下

的听众专注的眼神和正在为我拍照

的您，紧张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反而

讲得更加顺畅动听，身体的动作也越

来越自然。讲完后，所有人都为我热

烈鼓掌，您在一旁为我竖起了大拇

指，投来了赞许的目光，我的心像小

鸟一样自由飞翔。

老师，你可知道，那一次校外拓

展实践训练，是我们第一次离开父

母，离开家人，独立生活。我们这一

群孩子，平日习惯了长辈的呵护，心

中难免有些忐忑。在每一项拓展训

练项目的场地上，总有同学说，能看

见您在远处。原来，在拓展训练的这

几天，您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在默

默地陪伴着我们。

每年的学校运动会上，总能看见

您忙碌的身影。运动员们比赛结束

后，您大步流星地走上去，关心运动

员们的身体情况。您端来浸满浓浓

爱意的热开水，让运动员们原地走

走，好好休息；运动员们取得好的成

绩时，您会和我们一起欢呼雀跃；运

动员们发挥得不是很好时，您总是安

慰、鼓励他们：“胜不骄，败不馁，重在

参与。”老师啊！您就像温暖的阳光

照耀着一株株小树苗，让我们茁壮成

长。

时光荏苒，我们已经是六年级的

学生了。学习上，您要求我们精益求

精，您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语文课堂上，您幽默风趣的表达方

式，铭刻在我的脑海。不经意间，几

根银丝悄悄地爬上了您的头，是那么

耀眼。老师，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

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您就像一

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李老师，谢谢您！

安岳县兴隆小学
六（4）班 李潇潇
指导教师 李松鹤

春天来到人间，阳光温暖大地，田

间、山野一片新绿。奶奶挎着篮子从山

上回来了，我连忙跑过去，接过篮子。

咦，里面装的什么菜啊？好像有点熟悉，

一时又忘了它的名字：“奶奶，这是什

么？我似乎在哪儿见过？”“清明菜。田

里、土里都有，可以做清明粑粑。”

清明粑粑？啊哈，

我可最喜欢吃了。想着

那清香绵软的粑粑，口

水都快流出来了。我央

求奶奶：“您可不可以

做几个清明粑粑？”奶

奶笑了，摸着我的头，

和蔼地告诉我：“就知

道你爱吃粑粑，今天专

门 到 山 上 采 的 清 明

菜。”听到这儿，我乐

得直跳，高兴地说：“真是我的好奶

奶！”

“快去抱几个大红薯，洗干净。”奶奶

一声令下，我和妹妹马上行动。洗净的

红薯在奶奶手里，一会儿工夫就削好了

皮，露出了橙黄色的“肌肉”。她说，用这

种红薯做成的清明粑粑最好吃。削了皮

的红薯，欢快地跳进了锅里，让大火把它

蒸熟。

随后，奶奶端来一盆水，我们将清明

菜浸泡在水里，挑出里面的杂草，过滤掉

泥沙。菜板上的清明菜，叠放在一起。

奶奶用刀顺着一个方向切碎，放入菜盆，

热水烫一烫，盛装备用。

大米磨成的米粉，到场了；蒸熟的红

薯，来凑热闹了。奶奶将清明菜放入装

有米粉的调料盆里，加入少量的水搅拌，

再倒入蒸熟的红薯，反复揉，直到红薯、

米粉、清明菜完全揉和在一起。“来，一起

做清明粑粑。”我和妹妹的手早就痒痒

了，就等奶奶这句话。我们洗净双手，抓

捏起一个粉团，轻轻地搓着，一个椭圆形

的清明粑粑片刻做好了。蒸格上的清明

粑粑，排列得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宛若

等待检阅的士兵。

盖上锅盖，大火蒸。不到二十分

钟，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揭开盖子，哈

哈，一大锅清明粑粑新鲜出炉，闪亮登

场！“吃清明粑粑啰！”大家吃完一个，

再来一个……

一家老少品尝着清明粑粑，笑在脸

上，乐在心里。

开江县灵岩镇中心小学
四（1）班 唐星星
指导教师 邱达官

放风筝放风筝

老师，谢谢您！

作者回忆了演讲时老师
的鼓励，训练基地老师的陪
伴，运动会上老师的关心，最
后以抒情的方式表达了自己
对李老师的感谢，结构上形
成首尾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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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一周结束了，爸爸带着我

们兴高采烈地来到饭店，准备好好享

用一顿美味的晚餐，来犒劳犒劳大

家。

爸爸点了香喷喷的鸡腿，美味

的番茄炒蛋，清香又爽口的虾米汤

……这些可都是我们母子三人最

爱。妈妈也回敬爸爸，点了一道他

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铃琳，你还想

吃什么？”看态势，爸爸还准备继续

点下去，我赶紧叫爸爸打住，“爸

爸，都点这么多了，不够的话，可

以等会儿再加嘛！”“嗯，有道理，

点多了吃不完，也是浪费。”爸爸赞

许地点点头。

不一会儿，香气四溢的饭菜端上

了饭桌。只见五岁的妹妹迫不及待

地端起碗，就要开吃，“妹妹能不能等

一下，还没上公筷、公勺呢！”我大声

对妹妹说道。

妹妹噘着嘴不解地瞅着我。细

心的妈妈在一旁向我追问：“你咋知

道用公筷、公勺呢？”“是我们老师讲

的呗！”我顿了顿，“新冠病毒可由飞

沫传播，公筷、公勺可以避免病菌通

过筷子、勺子传播出去。……”我一

口气把老师讲给我们的道理，像背书

似的给他们普及了一通。

“讲得太好啦！其实用公筷、公

勺早在多年前的非典时期就流行过，

不过，随着非典疫情的过去，许多人

把用公筷、公勺的事给淡忘了。”爸爸

听了，沉思了片刻说。

“用公筷、公勺是一种健康文明

的就餐方式，我们怎么能说丢就丢

呢？”我质问道，“再说，我们这儿现在

尽管属于新冠疫情低风险区，但是防

范之心不可无呀！”爸爸笑了，夸我懂

得真多。

餐厅服务员送来了公筷、公勺。

妈妈连忙拿起公勺，替妹妹盛了她最

喜欢的番茄炒鸡蛋，妹妹开心地笑

了。

今天有了好的开始，只要坚持下

去，文明健康的用餐习惯一定会在我

家扎根开花。

南江县大河镇小学
三（3）班 郑铃琳
指导教师 蔡小平

春天来到人间，农家食品“清明粑粑”应季而生。作者按照“采洗清明菜、
蒸煮大红薯、齐做清明粑、共尝清明粑”的顺序，将围绕“清明粑粑”发生的故
事，写得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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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的城市带给人忙碌、

拘谨的感觉，与其相反的地方则是

世外桃源——乡村，它独特、自然，

充满人间温情，令我神往。

每到放假，我就有机会去感受

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乡下人家

的道路窄小且坑坑洼洼，坐车下乡

总要一路颠簸。

每几十米便可见一户人家，既

不拥挤也不妨碍大家串门。每一

户人家都有一栋高矮适中的小楼，

小楼一般两层或三层，外观并不气

派但也不失雅致。房内的装修不

像城市里的房屋那样豪华，但干

净、整洁。

小楼前面大多有个院坝，多为

水泥地，一半用于停车，一半随心

打理。有的用于晾晒粮食，有的用

于孩子玩耍，有的用于大家坐在一

起聊天晒太阳。院坝周围的土地，

有的人家种上几株竹子，有的人家

种下一些菜苗，有的也栽种几盆色

泽明丽的鲜花，除了给它们浇浇

水，人们也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干

涉，由着它们纵情生长。

有闲工夫的人家会在自家附

近养些鸡鸭。每每过路，总会瞧见

几只昂着头、翘着缤纷大尾巴的公

鸡，不紧不慢地在上坡边散步，或

是教幼崽觅食的母鸡领着一群毛

色纯黄的小鸡捉虫、吃白菜。

养鸭也不例外，乡间的空地几

乎就是散放鸭子的地盘，它们时而

在草丛中闲游，时而前后摆动脚掌

娴熟、从容地在水塘中嬉戏，时不

时停下来细心地梳理羽毛或是一

头扎进水中寻找称心的食物。当

天色渐渐暗下来，鸭子便会整齐地

排成一竖列，迈着小步依次回到铺

着茅草的小棚子里休息。

走出院落，跨过大道，踏上泥

泞的小路。一排傲然挺立的柚子

树映入眼帘。树杆笔直，分出几道

细长而有力的枝丫，树叶繁茂、稠

密，如同针脚严密、独特的绿衣笼

罩着树枝。枝梢上挂着胖乎乎、黄

橙橙的大柚子。柚子十分肥硕，如

同一个刚出生的小胖妞笨拙地在

风中摇摆。我和几个小伙伴情不

自禁地抿抿小嘴。大人见了便操

起一旁的竹竿，猛地一抽，打下几

个金黄的柚子。大伙捡起柚子剥

开皮，每一小瓣修长鼓胀，有规律

地整齐排列。我迫不及待地拿了

一瓣蹲在地上享用，剥开粉色的外

衣，果肉粉嫩细腻、甘甜多汁，清香

的感觉洋溢在口腔中，使人回味无

穷。

吃完柚子，小伙伴们跑着、跳

着在纵横交错的田埂上嬉戏玩

耍。眼下正值冬季，温暖的阳光洒

向大地，农作物十分茂盛。青绿色

的豌豆尖，叶片大而娇嫩，秆青翠

挺秀，一折即断。有些小豌豆尖刚

刚冒头，探出一丁点的小脑袋，四

处张望着，如同一个初见世界羞涩

的小姑娘，望着这美好的世外桃

源。听爸爸说，秋天的时候这里谷

穗金黄，颗粒圆润饱满，穗尖一顺

儿朝下，就是一片金色的海洋。

在乡下最愉快的事便是吃饭

了。大家常聚在一起，随便在哪家

的院坝里摆上几张桌椅，信手在地

边拔些新鲜蔬菜，取块自家腌制的

腊肉，邀上几位亲戚或邻里一起用

餐。大家都来帮忙，打水、蒸饭、理

菜、烧火，一起说笑间的忙活，就能

闻到饭菜的淡淡清香味了。

饭桌上最不缺的便是打趣，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有滋有味地

说着吃着。我可以坐着吃，也可

以站着吃，就连边吃边转悠着喂

喂小狗也同样可以。长辈们喜欢

端着酒杯在席间穿梭，边喝边说

着家常，说着生活中鸡毛蒜皮的

小事。……

徜徉在这样的乡村，怎能不让

我流连忘返。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五（9）班 胡恬萌
指导教师 陈春蓉

乡村乡村

作者笔下干净整洁的
房屋，成群的鸡鸭，甘甜的
柚子，席间的谈笑勾勒出
自由、惬意、独特的乡村美
景图。文笔细腻，语言活
泼，富有浓浓的生活气息。

点
评

蛋炒饭蛋炒饭

作者以朴素而真挚的笔触，通过
一碗普通的蛋炒饭，折射出深沉的父
爱光辉，也体现出了深厚的父子感情，
并由此引出感恩父母的话题，让人深
受感动，也颇受启发。

点
评

我是文明餐桌引导员

作者作为一名班级文
明餐桌引导员，用实际行动
践行文明用餐，把文明餐桌
理念带入家庭，为社会文明
用餐新风尚的形成贡献力
量，值得点赞。

点
评

清明粑粑清明粑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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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明餐桌引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