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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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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到了，可风景依旧光彩宜人。

丹桂淡黄花蕊散发出沁人心脾的

芬芳，吸引着蜂蝶驻足观望，沉醉其

间；树上飘落的银杏叶如黄蝶飞舞，给

这单调的秋意加了一抹绚烂。湛蓝的

天空仿佛被清洗过一样，蓝得那么诱

人、那么纯粹。

可这迷人的景致无法让我心情舒

畅，接连几天的考试都因为种种原因

失利，自责、悔恨、伤心，诸多情绪填满

了我的心。更难过的是，妈妈知道后

并没有责怪我，这平静的举止让我不

知所措。妈妈越是这样，我越是感到

愧疚。

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本想借此

机会放纵一下，舒缓舒缓一周的不良

情绪。哪承想妈妈突发异想，说要带

我爬山，态度坚决，不容商量。我只好

乖乖地跟着妈妈，心情灰暗，一路无

语，默默地跟着妈妈爬上山顶。只见

妈妈停下脚步，对我说：“到了，你看！”

我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满眼的

群山，满眼的树木，怎一个美字了得。

苍翠的松柏如坚强的士兵傲立在群山

之中，血红的枫叶仿佛从深处浸染着

水光，小扇子般的银杏如灿烂的余

晖。一阵风吹过，各种落叶在空中飞

扬，像是精灵在跳舞。

“美吗？”妈妈看我陶醉其中，猛然

发问。“美，太美了！”我连连称赞。“孩

子，妈妈带你来这儿，就是要告诉你，

学习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一次两次

的失败算不了什么，只要过程够美丽

就行了，不要因为低头赶路，忘了欣赏

身边的美。正如眼前的落英缤纷，看

似生命垂危的最后挣扎，却是人们眼

中最美的风景。记住，只要你事事尽

力，在妈妈心里你就永远是最棒的。”

是啊，我已尽到全力，何必伤心？

应该高兴才是。我抬起头，看着妈妈，

妈妈的笑是那么的慈爱，如一阵暖流；

那么温馨，那么安详，它流遍我整个身

心，给了我无限的幸福和希望。

我再次将这满山的苍翠尽收眼

底，尽藏于心。这看似凉意的深秋，却

让我暖意融融。

邻水县鼎屏小学西校区
五（1）班 陈厚泽
指导教师 尹洋

嘿！朋友们，你们猜，老师在班上提出

关于诗词的问题，谁会第一个举手？是我！

遇到有关诗词的难题，谁会第一个破解？还

是我！“王安石有哪些名诗？”“有春风又绿江

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辛弃疾的名句有

什么？”“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提到古诗，我在班上绝对是“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没错，学校举行第二次诗词大会选拔

赛，我的名字在全班响当当。第一次比赛我

“惨败而归”，但我没有灰心，在来年的第二

次比赛中，我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我在预赛阶段以第九名进入了决赛，我

与第一、第七、第八名一起PK。我一见这些

“才子”“才女”便傻眼了：“啊！这……”可又

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们干。

飞花令大战开始了，带“人”的诗为数不

多啊！我的心顿时悬了起来，不过我想这回

只许胜不许败！我站好了，大家便口齿伶俐

地放起了“机关枪”，“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

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

笑春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大家你一句诗过来，我一句词过去。

几个回合的交锋后，有两人败下阵来

了，剩下的人决定拼个你死我活。又轮到我

了，我顿了顿，实在想不出带“人”的诗了。

我脸红一阵白一阵，想，必须想出来！我脑

袋里忽然亮起了小灯泡，“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哗——全场响起一阵掌声。我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败下阵

来了，剩下我和第一名，这……没啥好说的，

毕竟人家第一名，我这咋斗得过嘛！我自愧

不如，直接败掉。但我好歹得了个第二名，

一扫之前的失败。回到教室后，同学们每次

有关诗词的问题总来问我。不久，我就在班

上奠定了“诗词大王”的地位。

我如同一块海绵，吸收诗词的汪洋。我

爱苏东坡、爱辛弃疾，更爱诗词的汪洋大海。

洪雅县实验小学
六（1）班 魏泽煊
指导教师 蒋利

改革意味着飞跃，开放预示着富

强，沐浴着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春风，

我的家乡奇迹般地发生着变化。

听奶奶说，昔日的家乡只不过是一

个贫穷的小村庄，冷冷清清，毫不起

眼。一间间茅草屋在大风大雨中摇曳，

轻则进水，重则倒塌。屋前一条封闭的

道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此时，拥有

一辆自行车就是人们的奢望。穿的

呢？就是那句老话“新三年，旧三年，缝

缝补补又三年”，连鞋子也是自己做的。

在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浪潮中，

我的家乡变得繁荣而昌盛，美丽而可

爱。

通过土地整治，家乡的耕地变成了

万亩良田，现代的机械耕作取代了传统

农具，乡邻的劳作也少了些辛苦。在政

府的引领下，花椒、西瓜等种植专业户

和青蛙、猪、牛、羊等养殖专业户，一批

批涌现，带领着乡民走上了致富的道

路。

再看那低矮破旧的老屋早已被新

颖别致的楼房取代；当年那泥泞的古

道早已不见了踪影，一条条公路纵横

交错，通达家家户户。公路的两旁装

上了护栏，而且每隔一定距离还放置

了垃圾桶，原来四处乱窜的垃圾有了

“归宿”。

只要你任意走进一户农家，家用电

器一应俱全，家家都有了私家车，购置

了电脑。人人畅游在网络中，查阅资

料、从事文化娱乐或网购，给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方便和无穷的乐趣。村头，商

场、农贸市场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

有。一到晚上，广场中央音乐奏响，好

一派热热闹闹的乡村新气象！

如今，家乡的生活质量真是芝麻

开花——节节高。我爱我的家乡，启

航吧！生我养我的家乡；腾飞吧，日

新月异的家乡。我要歌颂党的政策

好，我要努力学习，为我的家乡建设

作贡献。

重庆市开州区南雅镇书香中心校
五年级 张正坤

指导教师 李宏龙

我妈妈是“神仙妈妈”，这可不是

用来夸赞妈妈漂亮的，而是妈妈干起

活来，又快又好，仿佛有三头六臂，在

我看来跟神仙一样厉害。每天下午，

我都会去妈妈店里帮忙，每次看到妈

妈的神操作，总让我赞叹不已。

这不，下午放学后，我直奔妈妈的

小店。嗬哟，生意异常火爆，店里挤满

了人。这么多人，妈妈得有三头六臂

才能应付得了吧？

我连忙挤到前台，妈妈一见我，边

给客人做东西，边对我说：“快进来，帮

我卖东西。”我从桌子底下钻进前台，

只听见叫买声此起彼伏：“我要一杯奶

茶！”“我要一袋土豆！”“我要一碗

粉！”……我手忙脚乱，收钱、找钱、拿

东西，不一会儿，我就累得满头大汗，

头昏脑胀，呆呆地望着手中的东西不

知道该拿给谁。再看看老妈非常冷

静，收钱、补钱、做东西、递东西，老妈

做得井井有条。我卖一样东西的时

间，老妈能卖好几样。

土豆卖完了，但要的人又很多，只

见老妈丝毫不慌，将刚炸好的土豆滤

去油，“哗”地倒入盆内，有条不紊地放

入各种调料，左手把盆斜起来，右手拿

起大勺快速地搅拌土豆。不一会儿，

一袋袋土豆瞬间被老妈变了出来，很

快，一袋袋土豆又没了……

夕阳西下，客人也渐渐没了。“吁，

终于忙完啦！”我长舒一口气，抹了抹

头上的汗珠，看看桌上和地上的垃圾，

正要去收拾，老妈叫住我：“你收拾得

太慢了，这次我来，好好看，好好学。”

老妈左手提着垃圾桶，右手在桌上一

抹，垃圾就都进入了垃圾桶。不一会

儿，老妈就将店铺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我的“神仙”老妈，做事效

率高。看着妈妈每天那么忙碌，我想：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让妈妈再如此

劳累。我的“神仙”妈妈，我爱你！

西昌市第五小学
六（5）班 熊友好
指导教师 黄晓丽

记得去年暑假，我和妈妈去

成都少年宫看表演。舞台上，丝

竹阵阵，歌声悠扬，舞姿翩翩，精

彩节目纷呈。让我最难忘的还是

架子鼓表演，又酷又帅气的演员

们，潇洒自如地打击表演，我羡慕

极了，情不自禁地对妈妈说：“我

能不能学打架子鼓？”妈妈爽快地

答应了。

我和妈妈来到架子鼓班。老

师告诉我：“打架子鼓要有耐心。

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而且

每天回家要多练习。”我点了点

头，默默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学。

接着，老师教我们认识每面

鼓的名字，然后手把手教我打简

单的节拍，并让我反复地练习。

一开始，我打得很慢，手脚总不协

调，往往是手打下去，脚忘了踩；

要么就是脚踩了，手却没有打；还

有时应该打“军鼓”，却打成了“一

通鼓”，怎么都打不好，我都有些

不耐烦了。

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变化，

走过来，给我重新演示了一遍，并

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刚开始

时都是这样，只有勤加练习，就会

迈过这道坎的。”是啊！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我又重拾信心，

开始练习，五遍……十遍……二

十遍……尽管这个过程枯燥，甚

至有些难熬，但是随着一步一步

地深入练习，我发现原来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难。经过反复尝试，

我终于把老师教的节拍学会了，

看着老师脸上愁眉舒展，我心里

甭提有多高兴。

就这样，老师每天教我新的

动作和节拍，还夸我进步很大。

一个暑假下来，我学会了几首完

整歌曲的打法，竟然还可以和老

师合奏一曲呢！

这次学会了打架子鼓，对我

的影响很大。让我懂得了，做任

何事情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

今年学校“六一”庆祝会上，音乐

老师还安排我上台一展身手，博

得台下一片掌声，我心里甜滋滋

的。

南江县大河镇小学
三（3）班 赵宇辰
指导教师 蔡小平

这一天，恰好是我的生日，也是我

最意外的一天。

头一天晚上，我忘记了定闹钟，早

上只好匆忙拿了一瓶牛奶去上学。上

初中了就是忙，我在心中埋怨奶奶：怎

么不提前喊我起床呢？

还未到中午就饿了，最后一堂课

老师拖堂了，我去吃中午饭时，饭菜都

冰冷了。我们几个同学生气地跑去找

食堂阿姨，帮我们热一下饭菜，但阿姨

们说忙不过来，没有满足我们，心中更

是酸酸的。要是能回家吃一顿热饭热

菜多好，我们嘴里都唠叨着：好想回家

吃热菜热饭呀！

一天的课程终于熬完了，急匆匆

出校门快到车站时，才发现没带公交

卡，身上又没有钱，只好慢慢地走回

家。我心里简直难受极了，为什么今

天如此不顺啊？

刚到家楼下，猛抬头看见卧室窗

户居然敞开着，早上明明关了的呀，怎

么会开着呢？想到老师讲最近几天发

生的入室盗窃事件，我心里顿时涌起

一阵恐慌。

下一秒，卧室窗户里居然飘出一

个红色的东西，慢慢地，一个红气球出

来了，上面挂这一张纸条，上面有几个

大字“生日快乐！”我才突然意识到，哪

里有强盗，是有人在祝福我，是谁呢？

今天的确是我的生日，但是爸爸妈妈

都在外地打工，最近也没有说要回家

呀，是谁会祝福我？

吃惊的我，加快了脚

步，猛地推开大门，小跑

了几步，忽然发现餐桌前

有个人影在愉快地忙前

忙后，居然是妈妈，妈妈

一下就回过头对我说：

“小萱呀，学习辛苦吗？

生日快乐！你想我吗？”

“做梦都想你呀，妈妈！

你回来怎么搞突然袭击

……爸爸在哪呢？”我激

动得大声喊出来。

妈妈用眼神示意了

一下，我火速登上楼，跑

进卧室，看到爸爸正把气球收回来，爽

朗地笑着对我说：“小萱放学回来了？

祝你生日快乐，我的女儿。走，下楼去

一起吃生日蛋糕。”

客厅里也有很多气球在空中浮

着，我的鼻子酸酸的。这时，妈妈走过

来说：“小萱，爸爸为了在你放学回家

前弄好这些，忙了一下午，从中午回到

家，都没有歇息，忙得脚不沾地的，还

准备了今晚的饭菜呢。”

今天白天遭遇的坏心情此刻一扫

而光，我赶紧走到生日蛋糕面前，切了

一块，端给爸爸妈妈：“谢谢爸爸、妈

妈！祝我们一家人幸福美满。”爸爸妈

妈一起笑着大声说：“我们的女儿小萱

真的长大了，懂事了。祝你学习进步，

加油，加油！”

晚上，爸爸妈妈特别准备了我爱

吃的排骨汤，吃得热热乎乎，满嘴留

香。奶奶告诉我：“你爸妈最近厂里不

那么忙了，本来提前几天就该到家了，

但在路上因为疫情耽误了些时间，幸

好赶上了你的生日。”

这一天，我得到了意外的幸福，可

以说从我懂事起，这一天，难以用语言

表达，真难忘！

泸县得胜中学
2024级3班 胡子萱

指导教师 胡基良

古诗“小达人”

古诗美轮美奂，给作者带来欢
乐，增强他的自信心，激励他奋
进。一个个故事，一句句话语，活
脱脱展现了古诗“小达人”的魅力。

点
评

爱在深秋爱在深秋

我学会了打架子鼓我学会了打架子鼓

作者生动细致地再现了假期学习打架子鼓的场景，既有开头难的
枯燥与痛苦，又有成功的喜悦，从中流露出作者对音乐的热爱。

点
评

家乡展新颜家乡展新颜

通过落实扶贫攻坚、乡村
振兴的政策，作者看到家乡发
生的变化，感知到党为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使命，抒发了热爱
家乡、热爱祖国和努力学习的
信心。

点
评

文章语言优美，景色的描
写清新秀逸，母爱的表达细致
入微，结尾紧扣文题，点明中
心，概括之语短促而有力，抒
发了作者对母爱深沉的体会。

点
评

““神仙神仙””妈妈妈妈

别致的题目，激起读者
阅读的兴趣。通过作者与妈
妈的对比，一位勤劳能干的
母亲跃然纸上，同时，作者又
体会到妈妈的辛劳，结尾自
然抒发出对母亲的爱。

点
评

这一天，真难忘

作者选择记述生日这天
的生活经历，以意外贯穿全
文，这些意外就是作者成长、
成熟的点滴细节。文章结构
清晰，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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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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古诗““小达人小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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