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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电子科大附小四年级6班
向芳影

今天，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重要的
日子。因为，我们要到超市门口去卖
书。

我们刚到广场，队伍“哗”地一下
散开了。烈日当空，炎热的太阳恶笑
着，把热气从天空推向地面。再往地
上看，陌生的面孔移动着，人们从这儿
走过，有的匆忙，有的像是在散步，慢
慢地走着，还有的好似在寻找着什么。

我摆弄着书，呆呆地站着，不敢走
动，像一只被放出笼子的鸟，还舍不得
离开温暖的窝。这时，我看见一位阿
姨，她快要走出我们的范围了。

她不算高，有一点胖，打着伞，脸
上没有一点表情，让人感到很严肃。
我想，看她的年龄，孩子应该上小学了
吧，她应该会买吧？我准备找她推销。

谁知，我刚走几步，腿就感到一阵
麻木，然后好似被抽了骨头一样，软了
下来。

可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坚定地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千万不能错

过！”我重新振作起来，向那个严肃的
阿姨走去。

走到阿姨面前，我感到双腿发软，
小声地说：“阿姨，您好。”由于太过恐
惧，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停了下来。阿
姨停了下来，看着我。

她真漂亮，一双眼睛又大又亮，眼
珠好像两粒浸在水里的黑珍珠，嘴唇
好似两片细腻的玫瑰花瓣。她微笑着
看着我，问：“有什么事？”

我感到头皮发麻，颤抖着小声地
回答：“这是我们学校里的优秀作文，
还得了很多奖呢！”我顺手翻到第一
页，上面是很多获奖的照片。

阿姨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从我
手里接过这本书，翻了起来。我开心
极了，心想：阿姨很可能会买！可是，
阿姨把书合上，递给我，摇了摇头，轻
声说：“对不起，小朋友，我们家哥哥上
初中了，不需要了。”

我的心往下一沉，看着阿姨慢慢
地走出我的视线范围。我很想追上
去，告诉阿姨，初中生也可以看。可
是，我的腿仿佛被施了魔法，定在了那
里。

哎，我真是太胆小了。胆小，不
行！ （指导老师 唐菲）

成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四年级2班
胡秋辰

打仗这事，武力、智力一样都少不得。
刘备早就读过楚汉争霸的往事，他也

有一份对项羽的崇拜。但历史告诉他，光
是力能扛鼎，也许报名奥运会举重比赛更
合适。

刘备看着关羽、张飞，心里有气也不
能出。这俩兄弟，蛮力是有，有且只有，还
自尊心强，批评不得，一个要红脸，一个要
黑脸。

刘备常常仰空落泪：我的张良在哪
里？

别急，张良是穿越不来的，但有一个
被誉为小张良的男子，就离你不远。徐庶
给刘备策划了几场胜仗，而后有缘无分，
走了。

徐庶临走前，把老同学诸葛亮给刨了
出来。此时，诸葛亮还在隆中，文艺青年
一枚，没事看看书，喝喝茶，出门旅行一
下，发个朋友圈。问天下大事？你看他如
何反应，摇摇羽扇——我静观其变。

刘备带着两位兄弟，径直跑到隆中寻
觅人才。好事多磨，这话时时处处皆准。
这磨的，就是耐心，磨的就是执著。

刘备一连扑了两次空，他倒是好脾

气，已经做好了百顾、千顾茅庐的准备。
关羽的脸却是越来越红了，心里有气啊。

关羽觉得，这人有点故弄玄虚的，用
一个时髦词就是傲娇。傲娇个啥啊，一青
龙偃月刀给他招呼过去，他避是不避？

张飞的想法与关羽无异，只不过大刀
换成长矛。这个人真拿自己当神仙啊，无
影无踪的，我张飞心态好，我长矛很暴躁。

第三次出发，刘备嘴皮都磨破了。关
羽和张飞背靠背，各自看着远方风景，他
们身体拼出了一个“X”，只差骂人了。

刘备说，二弟三弟，你们都是人才，孔
明先生也是。美丽的世界，少了谁都不完
整，别让大哥为难。

并不是他的话多么有道理，让那俩折
服。实在是他话多，二人觉得耳朵遭罪，
如果不去，这课就要一直上下去。大哥就
是大哥，大哥真有办法。

二人无奈跟在后头，一会儿关羽踢飞
一块石头，一会儿张飞砍断一朵小花，折
折腾腾又来到隆中。

这回，诸葛亮总算在家。照理就该来
迎接吧，这才是待客之道。诸葛亮是五体
投地地迎接啊，在床上迎接，他在睡觉。

寒冬时节，没多久雪就下起来了，把3
人埋成了雪人。关羽心道，虽然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火，也禁不住你这样浇啊。

张飞砍下一棵树，点了个火把。刘备
想，三弟知道点火给哥取暖，真是贴心小
棉袄。

但是三弟三两步在往里屋冲，守在门
口的书童都给吓哭了。这黑脸长得就是
坏，倒霉的是他表里如一，是真坏，这就要
杀人放火了。

刘备一手拉住张飞。张飞说，他顾不
了那么多了，冻成这副熊样，温度没有了，
风度也干脆不要了吧。

要不怎么说刘备是大哥呢，大哥有大
哥的办法。他在雪中哭了一场，像那首歌

“冰雨”，冷冷的冰雨胡乱地拍。
拍完后，他从兜里取出3个馒头，交到

张飞手里，让张飞给烤几个馒头，3个人吃
着烤馒头等。

这是一般的馒头吗？这是碳水化合
物的小馍馍吗？这是雪中的馒头，带着大
哥的温度，温情地诉说兄弟情啊。

张飞连说几声大哥我错了，安安心
心、专专注注烤他的馒头了。关羽在一边
孤掌难鸣，关羽也想闹事，只好干等着馒
头。

馒头吃得差不多了，他们终于等到通
知：先生醒了。

这茅庐的帷幕一拉开，这几位的小历
史，三国的大历史，都要变了。

中江县实验小学五年级2班
胡铭恒

我有一个弟弟，还在上幼儿园。
他从小就爱捣蛋，我们送他外号“小捣
蛋鬼”。

他呀，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个小
鼻子，尖尖的像月牙儿似的，又尖又
翘，那个樱桃小嘴说起话来，谁都说不
过他。

见过他的人都会说：“那个小朋友
真爱捣蛋！”或者火冒三丈地说：“敲什
么敲？没看我正忙着呢？”他在家里
时，家人都会说：“别……别乱撒尿！”
或者又是一阵火冒三丈地边吼边追：

“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但他一到学校，马上变成了“三好

学生”，老师都夸好，这……这也太要
面子了吧，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呀！还是说一说，这个小捣蛋鬼的“捣
蛋鬼日记”吧！

有一天，阳光明媚，我们乘着雅兴
出去玩。我们走啊走，走到了魁山顶
上的平台。

一到平台，捣蛋鬼的性格又现身
了，咚咚咚！他像巨人一样走来走
去。转个身，又拿起我们买好的橘子
乱扔，而且还是剥好了的。

大人立刻火冒三丈：“你别乱扔！”
弟弟仍满不在乎的扔、丢、摔，三招式
啊！突然，再来一个新招式——踩！
橘子汁液立刻迸溅出来。

大人看见了，立刻追了起来。追
来追去，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头都晕
了，不知如何是好，我们这些旁观者也
不知怎么办。我也加入追的行列，跑
呀跑，拦呀拦，终于拦住了。

大人们都批评了他，但这些批评
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不管
用了。我觉得弟弟还挺高兴呢，好像
还在说，我习惯了，看你把我怎么样？

果然，一批评完，还是一切照旧，
立刻兴奋地玩起来了，俨然一个活脱
脱的“现世宝”！ （指导老师 廖春梅）

我家的小捣蛋成都市棕北小学五年级2班
刘思宇

虽然我只有10岁，但我已凭借自己的
“实力”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每
每想起“这桶金”，我就激动不已，难以忘
怀。

有一年暑假，我在家写作业的时候，
随意地把一枚一元钱的硬币含在嘴里玩，
结果一不小心就把硬币吞进了肚子里。

几天后，那枚硬币经过我的食道、胃、
大肠、小肠和肛门，完成了它那不同寻常
的旅行，从我的肚子里钻了出来。

我把这件不小心吞硬币的事儿，以
《一枚硬币的旅行》为题写成了作文，把它

作为暑假作业交给了老师。开学后，妈妈
帮我把这篇作文投给了《华西都市报》。

我认为这很丢脸。因为不小心吞下
硬币，本来就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再让
整个四川的人甚至更多的人都知道，我恨
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了。

可是，转念一想，如果作文发表了，我
不仅会很有成就感，而且还可以拿到稿
费，何乐而不为呢？这样想着，也就不觉
得丢脸了。

有一天，妈妈高兴地对我说：“儿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那篇《一枚硬币
的旅行》作文发表了。”

我听了妈妈的话，惊讶极了。我没想
到，这篇在我看来“一般般”的作文，竟然

可以发表到《华西都市报》上。要知道，
《华西都市报》可是西部地区最好的报纸
之一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妈妈接到一个电
话，我发表文章的汇款单到了。拿到汇款
单时，我激动得都快要飞起来了。迫不及
待地拉着妈妈，直奔邮局，去取我人生中
第一笔靠劳动赚来的稿费。

但取“这一桶金”，真是一波三折呀！
第一次因为没带我的身份证，没取到；第
二次因为邮局的取款机坏了，又没取到；
第三次我都有点不耐烦了，不过还是顶着
炎炎烈日取到了我心心念念的稿费。

拿着辛辛苦苦取回来的稿费，我的心
里比吃了蜜还甜。 （指导老师 任然）

眉山市东坡区苏祠中学2014级9班
张宇欣

雨停了，我望向窗外，天空一片明亮，
完全看不出刚刚黑云压城、暴雨倾盆的样
子。我静静地坐在床边，想着刚才的“惨
状”。

“妈，我回来了。”换好鞋，我径直走向
卧室，看见妈妈在客厅坐着，面前有几张
揉皱的“不明物体”。我的心一紧，不会
吧，难道被妈妈发现了？

我装作镇定，手却微微发抖，向妈妈
走去。走近一看，果然是我那几张没考好
又不敢给妈妈看的试卷，我的脑子一片空
白。妈正竭力压着火气，可终究忍不住，

爆发了出来。
“轰隆！”下大雨了。我盯着那几张试

卷，耳朵里传来数落声和大雨猛烈撞击窗
户的声音。我的眼眶红了，眼泪如大雨般
喷涌而出，一颗接一颗黄豆大的眼泪滴在
纸上，晕开了一圈又一圈的字。

雨似乎下得更大了，我的脑子里乱糟
糟的。妈妈的训诫依然没有停止，话语间
夹杂着哽咽声。我愧疚地望向妈妈，又看
了看窗外，天黑得吓人。

风卷着雨，带着枯枝败叶，一次又一
次地撞向窗户，咆哮着。终于，风嚣张地
冲了进来，打在我的脸上，身上，像是在教
训我，鞭策我，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妈妈
从我身边走过，将窗户关上，转身面对着

我。
风声小了，似乎一切又被阻隔。我动

了动因长时间跪着而有些酸痛的腿。“考
不好没关系，”妈妈开口道，“但是你应该
吸取教训，而不是一味地逃避。逃避有什
么用呢？它只会让你变得懦弱，变成失败
的奴隶！你好好想想吧。”

妈妈从我身边走过。我低下头，细细
地思考着她说的话。是啊，逃避，只是因
为我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我害怕去看那
个懦弱的自己。但是，人总是要学会面对
啊，面对困难与挫折，去克服去战胜。

我站起身，看向窗外，天空一片明
亮。经过暴雨的洗礼后，蓝天成长了，我，
不也是这样的吗？

成都市成华实验小学五年级1班
廖雨萱

我见过许多老人，虽然相貌各异，但
脸上少不了沟沟壑壑的皱纹。

妈妈说，那些皱纹会说话，也是一种
文字，讲述着他们这一路上的故事。这
里，我想说说学校的门卫老爷爷。

每天早上，我们经过门卫室，常看到
他站在边上，对我们微笑。

该怎么描述他的微笑呢？他一笑起
来，脸上皱纹就更加深刻、立体，凸显出他
的年纪。

我喜欢他的笑，有一种心情叫做心
安。看过他微笑，心里就特别踏实。

有时他也招呼我们：“上学愉快啊！”
“赶紧去教室啦！”“小帅哥，你的鞋带！”于
是，行色匆匆的校园早上，一朵微笑染开
来，我们都传递着这笑。

他与我们班因一支笛子搭起了桥
梁。最近，我们班有个同学忘了带笛子，
他的家长给送到门卫室，让门卫爷爷帮忙
送上来。

当时，我们班正在考试。我坐在后
排，眼见着老爷爷站在外面，像哨兵一
样。我心里嘀咕：您敲敲门，或者干脆大
喊一声啊！他没有，天气炎热，他头上都
是汗，衣服也湿了，像淋了雨。

下课铃响了，考试结束。门卫爷爷的
头发已经湿成了一块一块的，搭在额头
上。黑白相间的头发，看起来愈发让人心
疼。他擦了擦额头说：“哦，我把这个交给
一个同学。”

那同学三两步上去接过笛子，头也不
回地跑回座位，也不道歉，连笑都没有。
我盯着他，在很多同学的目光里，我读出
了我目光里一样的内容。

这样几十道目光，齐齐聚在那个不懂

感恩的同学身上，他低着头，手摩挲着笛
子。

老爷爷并不在意，他转身走了。我看
着他渐远的背影，想起汗水中的他。其
实，只要敲敲门，大喊一声，他就不必受这
样的罪。但他选择在那里站大半节课，还
是怕打扰我们考试吧，他真“笨”。

体育课后，我买了一瓶纯净水，跑到
门卫室交给他。我说：“这是刚才那个同
学让我给你的，他说谢谢你。”老爷爷把水
推给我，我又推给他。

后来，我在学校橱窗里看到他的介
绍：“1993年开始在成华实验小学工作。”
这一晃就是24年。24年里，他陪伴了多少
孩子长大？他也许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
地的大事，但他做到了一件事：陪伴。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总是微笑了。
陪伴，是这个世界上何其浪漫和幸福的事
情。

彭州市实验小学四年级2班
李游琳

“刘宏润，一等奖，117 分。吴睿
汐，一等奖，110分。李游琳……”念到
这里，老师停顿了一下，我的心里顿时
像有十五只吊桶一样七上八下，忐忑
不安。

老师提高了声音说；“一等奖，107
分！”老师的话音刚落，我就欢呼了起
来。我竟然能得到一等奖，这真是一
个意外。我揉揉眼睛，又用手揪了揪
脸蛋，还真疼，我没有做梦！

我还没有准备好怎么接受这个现
实，开始想，爸爸会怎样表扬我呢？妈
妈会不会请我去吃大餐呢？爷爷会不
会给我买新衣服呢？我就这样沉浸在
幻想中。

我数学一向不是很好，这次世奥
赛居然考了个一等奖，真是太意外
了。也许是考题太简单吧，可为什么

班上那么多同学都没考好呢？也许是
我运气好吧，但也不可能考那么高
呀？这个问题，真让我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

回到家，我兴高采烈地跑向厨房
对妈妈说：“妈妈，这次数学竞赛我考
了一等奖！”妈妈镇定地转过身来：“我
早料到了！”

我更疑惑了，妈妈怎么会料到我
能考一等奖呢？

妈妈告诉我：“你之所以会拿到一
等奖，不是因为你有多聪明，也不是因
为这次的题有多简单，而是因为你努
力了。每天晚上，你都要和妈妈一起
讨论数学题，并且把不懂的都告诉妈
妈，妈妈教会了你。你在课堂上认真
学习，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了心
里，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每天放学
回家，你做完了作业不是出去玩，而是
在家里做数学题。你付出如此之多，
自然能拿到一等奖。”

这么看来，这次考试是一次意外，
但又在意料中。

意外

成都市川大附小分校五年级3班
黄雅雯

在我眼里，武侯是繁华的。
白天，它是一个高大的楼城。放

眼望去，看到的是一幢高过一幢、一幢
大过一幢的高楼大厦，闪着耀眼的光。

夜晚，它是一个明亮的不夜城。
从空中远望，弯弯曲曲的高架桥旁，昏
黄的路灯与“24 小时不休”店里雪白
的灯光纵横交错，织成一张闪亮的地
图。

在我眼里，武侯是忙碌的。从清
晨开始，人们就行色匆匆地或开车，或
骑车，或步行，奔向各自的岗位。直到
傍晚，大家才陆陆续续地疲惫而返。

在我眼里，武侯是苍老的。它像

中国的其他古城一样，拥有厚重的历
史文化底蕴。著名的武侯祠坐落于
此，纪念着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足智
多谋的诸葛亮。

武侯祠西南方，搭建着杜甫的茅
屋。杜甫就是在这里写下了许多名垂
千古的诗句，其中“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就是他缅怀诸葛亮
时写下的名句。这些，都是历史在武
侯这只历经苍桑的大手上留下的纹
路。

在我眼里，武侯又是年轻的。它
像一个充满阳光与自信的少年，迫不
及待地要去一展鸿图，振翅高飞。看，
新的武侯图书馆建成了，透明的自习
室，滚圆的躺椅，炫酷的健身器材，成
了我最爱去的地方。

在我眼里，最美的地方就是——
武侯！ （指导老师 陈伟）

我眼中的武侯

成都市实验小学青华分校五年级2班
赵诗彤

逗号，有时像一个蝌蚪，在水里游动；
平静的水仿佛受到惊吓，泛起涟漪，像许
多皱纹，爬满老奶奶的脸。

逗号，经常出现在课文的字里行间，
让人怀疑：水中的小蝌蚪，怎么游到了纸
上？

你看它，一会儿跟长着一张小嘴的句
号姐姐打招呼；一会儿又和长着长鼻子的
感叹号哥哥谈心。逗号，真是一只活泼的
小蝌蚪。

句号，像一个沾满蜜糖的甜甜圈，往
往出现在句子隧道或故事商店的出口。
当你用眼睛穿越隧道，或逛完商店的时
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撅着小嘴、脸蛋圆圆
的小胖妞，催促你交出口袋里的钢镚儿。

感叹号，是鼻梁下的一滴眼泪，又像
是毛笔滴在宣纸上的墨点。

在标点符号的朋友圈里，感叹号最爱
嚎啕大哭，也是最容易受到惊吓的小孩
儿，总是声嘶力竭发出尖叫。

在无助的时候，她总是喜欢找省略号
阿姨，想办法倾诉心中的委屈。

省略号，是鸟妈妈若隐若现的啼鸣，
在呼唤孩子回家；又像妈妈的额头上一串
汗水，缓缓地流过脸颊；还像小蜜蜂忽远
忽近的的身影，在花丛里欢快地舞蹈。

问号，是看书时闪动的眼睫毛，当你
在句子的隧道里迷失方向时，它就会跳出
来给你指路，然后给你一个鼓励的眼神；
当你在书籍的商店里畅游时，它就是问题
递给你的一把钥匙。

钥匙一样的问号，通常和书名号同学
在一起玩儿，她们算得上是好闺蜜吧？

书名号是折叠的4个人，像一个剪纸
小组的成员，用剪刀剪出小燕子飞行的身
影，然后把它粘贴到蔚蓝的卡纸。

于是，当“二月春风似剪刀”的美丽图
画出现在我们眼前时，镜子里就照出我们
比“耶”的手势。

你看，这个时候，省略号阿姨悄悄地
跑了过来，又来帮我救场啦。

成都市棕北中学八年级2班
陈瑞曦

李白醉酒创作，成就诗词之美；梵高
疯狂绘画，描绘图案之美；贝多芬忘情弹
奏，奏出音符之美。生活中不缺少美，而
是缺少发现。

我和哥哥去欣赏一场音乐会。我们
都是第一次欣赏这样的音乐盛会，早已迫
不及待等着音乐会的开始了。观众席上
坐满了人，嘈杂声充斥着整个音乐厅。

我踮起脚尖，极目远眺，想在漆黑的
舞台上看出个动静。

突然，一束白光打在舞台中央，映在
一位葫芦丝手身上。观众席上的声音戛

然而止，大家都在等待着，期待着。
一曲悠扬的《月夜》响起来了。一个

个柔和的音符飘扬在大厅上空，环绕在耳
旁。

我屏息静听，闭上双眼，仿佛置于竹
林深处，一轮皎洁的明月洒下清幽的光
辉。观众脸上洋溢着轻松的微笑，沉醉在
这悠扬空灵的乐声中。

突然，白色的灯光转换成红色和黄
色，动听的轻音乐好像随风而逝一般。舞
台左边的人拿着一把把阮，右侧的人握着
一支支短笛，中间横放了一台扬琴。刹那
间，舞台上响起了《欢乐的泼水节》。

一个个顽皮的音符从乐者手中迸发
出来，短笛和阮的声音飞速交织在一起，

萦绕在大厅上空。急促的扬琴从琴弦处
飞溅出来，3种乐声混合在一起，仿佛空气
都在颤动。

观众的脸上流露出欢乐的神情，我们
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随着节奏律动着。梦
幻的灯光与迸溅的音符共舞，震颤的琴声
与快活的节奏相和。这种美妙的声音，震
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我们正沉醉其中时，乐音却像突然消
失在漆黑的空洞里一般，只留下余音绕
梁。几秒后，掌声雷动，一直持续到表演
者谢幕。

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一次视听的盛
宴。我们虽不懂音乐，但音乐之美，让人
沉醉，震颤心灵，终身难忘。

标点
符号 成都市草堂小学四年级6班

徐一菲

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和妈妈
一起出去玩了几个小时。回家检查作
业时，妈妈发现我的作业竟然还剩下
读报、写作文没有完成。

她忍不住怒气大发，心一狠，不给
我检查作业了——因为她觉得我的时
间不知去哪儿了，觉得我没有用好时
间。

她怒气冲冲地把作业往阳台上一
扔，一拍桌子，厉声说：“徐一菲，如果
你下周还没有改进，我选择放弃你！”

“放弃你”这3个字，仿佛3把尖刀
一样插进我的心里。像寒冷的冬天里
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那种刺痛感，马
上蔓延到我全身。

硕大的泪珠从我的眼里掉下来，
落在地上。

我觉得她永远都看不到我的努
力。我每天很努力，想在学校多做一

些作业，为她减少负担。
为给她减少负担，在学校时，看着

许多同学都在开心地玩耍，我也好想
去玩耍。可我手上有作业，我不能放
下，咬咬牙，发发狠，断了这个念头。

看着她怒气冲冲、火冒三丈的样
子，我不知我是否错了？

但我仔细一想，我也觉得，这几天
因为想出去玩，所以做作业时有些心
不在焉，慢吞吞的，字也没有以前写得
工整。

这样一想，我也算是浪费了时
间。我多么想回到星期五，重新把字
写好，把作业写好，把时间用好。

可是，时间不可能倒流，只能一开
始就要专心做，才不会出现今天这样
的情况，才不会让妈妈说出“放弃我”
的话。

这就像名言里说的那样：“一寸光
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年易学
老难成，一过光阴不可轻。”

既然光阴是不容浪费的，那我就
更应该珍惜，最重要的是对得起妈妈
对我的信任。

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