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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封面新闻主办、华西都市报联合主办的“封面新闻杯”中小学生真性情作文大赛，初赛征稿已于2017年11月30日截止。评委团将
对所有来稿进行评审，并结合网络人气投票，产生进入决赛的参赛学生名单。初赛结果将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上公布，决赛定于2018
年春节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请大家关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的相关报道。决赛将通过现场作文比赛以及综合素质测试，最终由评委
团评出各个奖项。从决赛中脱颖而出的优胜者，将获得表彰和奖励。初赛参赛作文将在华西都市报“少年派”版面上继续择优刊登。

“封面新闻杯”中小学生真性情作文大赛参赛作品选登⑾

成功源于好奇和坚持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高中部2015级3班 甘雨

想起一些事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高2015级2班 袁天豪

我的大树
西昌现代职业技术学校高2015级2班 贾梦莲

科学上的每个定理和发明，
都源于人们无限的好奇心和锲
而不舍的意志。

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史上伟
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
家艾萨克·牛顿的伟大成就就是
一个例子。一个苹果砸中了他，
他没像常人一般懊恼着坏运气，
而是思考为什么苹果往下砸，而
没有向上飘。

经过反复的实验与论证，牛
顿最终提出了经典定律——万
有引力定律。一个最平凡的现
象引发了经典定律，正是因为牛
顿有一颗好奇心，并持之以恒才
获得了成功。

苏格兰著名发明家詹姆斯·
瓦特，当他还是一个孩子，住在
英国一个小镇里时，就让人看到
了他成功的影子。

一天，瓦特的祖母烧水做
饭，瓦特趴在旁边好奇地看着，
灶上放着水壶，开水在沸腾。壶
盖啪啪啪作响，不停往上跳动。
瓦特感到很奇怪，经过一番实
验，他发现是水蒸气在推动壶盖
跳动。这个物理现象，正是瓦特
发明蒸汽机的灵感来源。

瓦特不是天才，只是他会观
察，会实验。瓦特不是什么都知
道，只是他会问为什么，会寻找
真相和答案，并反复论证，反复

试验。
相传叙拉古赫农王让工匠

替他做了一顶纯金王冠，做好
后，国王疑心工匠在金冠中掺了
假。既想检验真假，又不能破坏
王冠，这个问题难倒了大家。

后来，国王请阿基米德来检
验，阿基米德冥思苦想不得要
领。一天，当他坐进澡盆时，看
到水往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
轻托起。他突然悟到，可以用测
定固体在水中排水量的办法来
确定金冠的比重。他兴奋地跳
出澡盆，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就跑
了出去。

阿基米德从中发现了浮力定
律：物体在液体中所获得的浮力，
等于他所排出液体的重量。直到
现在，人们还运用着这个定律解
决生活和工作中的难题。本来是
普通的定律，因为阿基米德的细
致观察，变得有意义起来。

像这样的事例非常多。鲁
班手被植物划伤，发明了锯；化
学家波义耳偶然发现盐酸会使
花瓣变红，发现了酸碱试纸……

有一位大师曾说过，真理是
产生在100个问号后的。生活处
处充满问题，人类需要探索的还
太多太多，只要拥有一颗好奇
心，并持之以恒，宇宙和人类社
会中的很多问题就能找到答案。

春回大地，清脆的鸟鸣声在
耳畔作响，我们决定出去踏青效
游，不辜负这大好春光。吃完午
饭，我们开始爬山。

我看见有一位阿姨正俯身
挖着什么。走近一瞧，原来阿姨
正在挖野菜，“阿姨，您好厉害，
挖了这么多野菜！”

阿姨抬头望着我，一双美丽
的眼睛嵌在她清秀的脸上，弯弯
的睫毛，挺拔的鼻梁，五官十分
标致。她微微一笑：“小朋友，你
们想不想知道这里有什么野菜
吗？”我和两个弟弟异口同声地
说：“想！”

阿姨便耐心地给我们讲起
来；“这个是蒿，这个是野葱，这
个是木菌……”我们听得晕头转
向，我暗自佩服阿姨懂得可真
多。那两位“淘气包”早就开始
行动了，每扯上一棵草便来问：

“阿姨，这是什么？”阿姨不厌其
烦地给他们解释，并把这些野菜
的功效讲得头头是道。

阿姨说，她每周都会带上镰

刀和铁锹，约上朋友到郊外挖野
菜，回去用这些菜包饺子、做包
子，或炒或煮或凉拌，换着花样
吃。她挖的野菜能够吃一周，第
二周又出来挖。在家时，她会把
这些生活体验写成文字。

她在给我们讲苦麻菜（俗
名）时，还顺口念了一首她写的
诗，可惜我没记住，连苦麻菜的
正式名字都没记住。她说，她们
去全国各地游玩都这样过，会去
山林、野地，在欣赏祖国的大好
山河时，挖上些野菜。

阿姨把她装野菜的包递到
我面前：“这些野菜都送你，我们
见面是有缘分，这把野菜就当是
一点小小的心意吧！”我正在犹
豫是接还是不接时，阿姨已把野
菜硬塞进我手里：“收下吧，这是
阿姨的一片好心。”我连声说谢
谢，心里暖暖的。

这就是一位阿姨给我的一
把野菜的故事，这一把野菜蕴含
的是这位阿姨所有的真诚。

（指导教师梁庆蓉）

花果山外，旧城墙上。残阳
染天，一抹殷红，望尽关外无尽
沙，明明相爱，心中却早已无她，
只有在无奈中渐行渐远。

在夕阳缓缓的落幕中，在众
人惊异的眼光中，夕阳武士与紫
霞仙子还在紧紧相拥。

悟空一边似笑非笑地看着，
一边一步一步地退出人群。

他把双手搭在肩上的金箍
棒上，在紫霞仙子迷惑的目光
中，若无其事地大步走向沙漠。

沙漠的远方，有神秘的天
竺，写着梵文的经书，还有解除
众生疾苦的法则。

白云在天边漂泊，白云下，
师徒 4 人马不停蹄地走着，悟空
头上的金箍在烈阳里闪闪发光。

光影中，往事沉浮。
如果没有遇见紫霞，至尊宝

也就不用戴上金箍，他或许此生
就能与白晶晶长相厮守，成全一
段残缺的诺言。

可又没有如果，他们不仅相
遇，至尊宝的心中，还种下了一
滴泪的爱情。

戴上金箍的那一刻，至尊宝
转世成了孙悟空。本来戴上金
箍，是为救紫霞仙子，谁知这份
痛爱，却让两个人都陷入了苦
海。

紫霞仙子猜中了开头，却没
有猜到结局。悟空身穿金甲圣
衣，脚踏七彩祥云，结束了牛魔
王的性命，可最后还是只能在悲
痛中，眼睁睁地看着紫霞仙子飘
向越来越远的地方。

可紫霞仙子又何曾猜错？
悟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和紫
霞仙子永远在一起。可观音却
说，忘掉尘世，方能远离苦海，远

离苦海，即是极乐。
观音不明白悟空所求的极

乐，只是一份爱情，一份最单纯
的温存。悟空只知道，不会再有
谁，等待他身穿金甲圣衣，脚踏
七彩祥云去迎娶。

脚下的黄沙似乎已让鞋子
发烫，热风呼呼地从猴耳边驶
过。风里，似乎有个声音在说：

“不开心，就算长生不老也没
用。”悟空抬头望向天空，白云
里，似乎隐约着一张清纯的笑
脸。

突然，一阵大风刮过，笑脸
被吹散在天边：“你就是那负心
人？”

悟空心中一痛，500 年前花
果山下的姻缘又翻起爱恨，那些
年不负责任的诺言在时光中沉
淀成伤。

悟空望向远处连天的大漠，
轻叹一声，任回忆模糊了视线。
就在这时，头上的金箍突然开始
紧缩，一阵剧痛让他丢开金箍
棒，一头栽进黄沙中，双手抱头，
发出一声声声嘶力竭的惨叫。
他明白，自己又起了恋世之心，
想快点忘记这一切。但回忆瞬
间如潮水般涌来，悟空眼里漫天
的飞沙被另一张笑脸替代。

一滴泪从悟空干涩的眼中
流出，就像500年前，它从紫霞的
眼中流出一样。他的头，渐渐不
痛了，一骨碌站起来，回头望了
望。花果山，夕阳，城墙，人，都
已没了踪影。

他怅然若失地捡起金箍棒，
在师徒 3 人诧异的眼光中，轻叹
一口气，带着一份无奈，渐行渐
远。冥冥中，似乎有谁在念叨
着。 （指导老师陈薇）

母亲今晚和我视频聊天时
告诉我，她在路边看到有个三四
岁的小女孩轻轻拍了她妈妈一
下，她妈妈便发怒了，用手重重
地打她背，还伴随着骂声。小女
孩哭着说我没有想打你，但她妈
妈依旧凶巴巴地指责她吼骂她。

母亲说，她当时想冲上去教
育一下那个妈妈。接着她突然
感慨说，我觉得我们感情是最好
的，你看我对你多好多温柔。我
回答：我也觉得我们是最好的。

母亲年轻时是个很好看的
姑娘，现在也是。她是典型的女
强人，说话时，全身上下都有一
种优越感与高姿态。这不是装
出来的，而是气场自带的，可能
是她看过的书与经历过的事构
成了这种灵机与自信。

她最可爱的地方在于，在漫
长岁月里那么多次家长会上，她
从来都是开完后就匆匆离开的
人。后来问起不去找老师的原
因，她说，没有什么好问的，妈妈
了解你并且相信你。

她令我最为感激地方是，她
教会了我沟通、包容，以及换位
思考。她的金句是：“我教育你，

并不是因为我有家长的身份，而
是因为你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
方。这并不代表你就不能教育
我，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我有什
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也可以提
出来，我们可以好好沟通交流，
互相包容理解。”

所以，我在严格要求自己成
为怎样的人时，还能接受别人是
不一样的人。我穿得严严实实
走在街上时，不用对那些穿着比
基尼、露大腿的人指指点点，我
对自己的观点羞于启齿时，也不
用对微博上洋洋洒洒评判某事
的人感到不满。

当我不把自己的道德观凌
驾在别人的世界里彰显自己的
高端时，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
中还存在很多世界，大家彼此不
理解，依旧彼此接受。我都十七
八岁了，至今遇到点什么稀奇好
玩的事，还会忍不住像小妖禀报
大王一样，屁颠屁颠跑去告诉母
亲。

我性格上更多像父亲，可我
还是希望到母亲这个年纪时，能
变成和她一样酷的人。

（指导老师宋恩伟）

谈谈我的母亲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高2015级7班 但依洋

“我都想认你妈做妈了。”想
起同学的话，我会心地笑了。

我妈那天来送虾粥，除了惊
奇她怎么送吃的来学校外，并没
觉得有什么特别。几个同学把
一保温桶虾粥一扫而光，有那么
好吃吗？就几口虾粥，至于认妈
吗？如果告诉他们，我妈在我 3
岁前，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他
们会怎么想呢？

据老爸说，在我3岁前，也就
是外公生病前，妈妈除了上班，
在家里的待遇和我一样。连外
公煮在奶锅里的东西，也是我和
妈妈一人一份。外公病故后，妈
妈比保姆辛苦，除了上班，做家
务和煮饭、弄菜是她的必修课。

我刚上小学那会，妈妈带我
去菜市场，让我看到想吃的就
说。偶尔遇到妈妈不会做的菜，
她就问卖菜的人。有时我们回
家一起照着菜谱做，我还嫌妈妈
做的菜没菜谱上那样色香味形
俱全。现在想来很惭愧，妈妈不
容易，手被油烫的疤都好几个。

后来，我和妈妈一起买菜的
时间少了，她想着法子给我弄好
吃的，但我不争气，一直瘦瘦
的。她怪自己厨艺不好，做的饭
菜不合我的胃口。又说她和我
爸不高，要我多吃多运动，要长

得高高大大的。感觉在长高这
件事上，她比对我学习还上心。

随着她厨艺的提高，初中我
贪玩又爱打篮球，个子蹿了一大
截。如夏天看到我汗流浃背，冬
天看到我“烟冲冲”冒着热气回
家，她特别开心——我运动了。

现在，我住校了，她一如既
往地关心我吃饭的问题，担心我
长个的问题。变化的是，她比以
前关心我学习了，周末看到我斗
地主或打游戏，她会提醒我要么
学习，要么锻炼，要么休息。其
实，我打游戏、斗地主或浏览知
乎也是一种休息放松。

信任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初中，我提出买ipad写作时，她选
择信任我；高中，我想要kindle方
便阅读时，她还是选择信任我。
最感谢妈妈在我阅读、写作的时
候，从来不阻止我、不打扰我。
我出版那几十万字的作品，妈妈
功不可没。

又说吃吧，每周末回家，她
都准备了海鲜产品及牛肉、排骨
等。有次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
说现在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也
富养，我感觉我也快是这样了。

想着保温桶香香的虾粥，我
觉得我该起床做点什么，就写下
这篇文章吧。（指导老师唐彬杰）

天气晴朗的中午，一个传统
的四合院里，阳光撒满院子。虽
说是冬天，但院子里显得暖洋洋
的。小鸟们争先恐后地出来觅
食，三两成群地不断从窗前掠
过。

本应充满欢声笑语的屋子
里静悄悄的，唯有切菜的声音不
时随风飘来。桌上早已摆满热
气腾腾、香喷喷的饭菜，但却没
有一个人入座。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
了屋子里的宁静。一位老人慢
腾腾地从厨房里走出来，他的脸
上早已被岁月刻出了一道道沟
壑，头发也从黑油油变成白花
花，曾经笔直的腰随着岁月的流
逝弯了下去。

老人随意地在抹布上擦了
两下手，用那不再灵活的双腿走
向电话机。老人用颤巍巍的手
拿起电话，试探着说了句：“喂？”

“爸，是我。”那边传来一道
清丽的女高音。“啊，闺女啊！”听

到女儿的回答，老人苍老的声音
中透露出满腔高兴，嗓音也柔和
了。“怎么还不回来啊？饭菜都
已经……”

没等老人把话说完，那边就
传来一道急促的声音：“爸，你们
不用等了，我们今天有事，不回
来吃饭了。”“哦……好。”老人的
声音里透露出一丝失落，但还是
面带笑容地回答道。

“妈还好吧？”女儿又说道，
“替我向妈道声好，就说我们有
急事，不回来吃饭了啊，拜拜！”
说完这句话，听筒那边再没有了
声音。

老人一屁股坐下来，看了一
眼那摆满丰盛饭菜的餐桌，叹了
口气，垂下的眼帘挡住了晦暗不
明的眼神。坐了一会儿，老人站
起来，把桌上的菜倒进饭盒，走
出了屋子。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出巷子，
一小时后来到一家医院，探望躺
在病床上的老伴。

一把野菜
成都市草堂小学六年级5班 唐浩阅没有动筷子的午餐

成都石室佳兴外国语学校高2015级2班 宋安楠

很多人匆匆而来，停留片
刻，你刚将他铭记于心时，他却
走了，像一阵风吹来，带走了尘
埃，飘零了落叶。

有的人却像一棵大树一样
屹立在那里，寸步不移地守护在
那里。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变
成树的，只是每次寻找他的时
候，总会发现他一直都守护在那
里。每当我张开双臂想要拥抱
他时，他已经先一步抱住了我。

那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
小孩子，想家了便会哭，不高兴
便会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
喜怒不形于色，任由自己野蛮生
长。

2012 年 9 月 1 日，新生报到
的日子，天空忽然由晴转阴，电
闪雷鸣，雨点像是蓄力已久，突
然爆发。

校内外人来人往，学生带着
家长，家长拿着行李，孩子给爸
爸撑伞，妈妈牵着孩子的手，看
起来是那么和谐美好，只有我例
外：同样刚上初一，第一次离开
家，没有带伞，没有爸妈帮我拿
行李！

从校门口到新生报到处不
过几百米距离，可谓近在咫尺，
但因有大雨阻隔，却似远在天
涯。没有耐心的我，终究等不下
去了，一边安慰自己淋雨会长
高，一边奋不顾身地冲进雨里。
跑了不过三四米，已被淋成落汤
鸡。

报到完毕，找到宿舍，铺好
床。看着整洁的床铺，两个字在
脑海飘过——独立。现在想来，
当时之所以抱怨没人来送我，是
因为自己还不明白一生最长的
路是需要自己走的。

与你约定好的电话如期而
至，电话那头满是焦急与关心：

“雨这么大，几秒钟就淋湿了，淋
感冒了吧？还有，你左手本身就
冷不得、冻不得，现在淋了雨又

痛起来了吧？”
本想接了电话时借题发挥，

责问为什么不来送我，但想好的
台词却在这一秒卡在了喉咙里
了。

心疼、愧疚涌上心头，知道
学校外没有什么避雨的地方，知
道几秒钟就会淋湿，想必你也是
同我一样，没有带伞。我淋着雨
去报到时，你一定也淋着雨偷偷
地陪着我。

长大一些后，总觉得你不如
以前爱我了，现在才明白是渐渐
长大的我，嫌你跟不上我的思维
和脚步了。我却没有发现你正
慢慢变老，一生总是你在追赶我
的脚步，我却忘记了等你一下。

你不是不爱我了，只是你爱
得深沉，而我已被这万千世界的
美好迷得眼花缭乱，长期忽略了
身边最重要的东西。一颗心总
漂浮着，不愿沉下来去细细体会
你深沉的爱，对此，你该有多么
失望！

说你是巍然不动的山，还不
如说你是一棵大树，给我阴凉也
给我依靠，一生伫立在这里，寸
步不移地陪伴着我，给我遮风挡
雨。巍然不动的山沉重而坚固，
会永远屹立不倒。而我的大树，
会随着年岁增长而渐渐枯萎，但
在你枯萎老去前，总会默默地无
怨无悔地庇护着我。

如果你累了，迷茫了，甚至
是堕落了，就看看你的大树吧！
他一生都在为你遮风挡雨，默默
付出却从不求回报，这就是你站
起来继续前进的理由。

他 一 生 都 不 奢 求 儿 女 什
么。他不强求你一定要有多成
功，只希望你过得平安幸福，这
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期待。你
仍然需要很努力，只有这样，你
才能在他的枝叶不似从前茂盛、
无法再抵抗大风暴雨时，也能尽
尽孝心，为他遮一下风、挡一下
雨。 （指导老师马庆福）

那份爱，名叫渐行渐远的无奈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高2015级4班 陈嘉曦

清晨的细雨，像才华横溢的
公主，在微风中摆动着曼妙的舞
姿，与她共舞后，总会留下一地

“佳作”。街道在公主的画笔下，
一下子变得多彩。

早晨，本是人们沉寂在睡梦
中的慵懒时光，然而，保洁阿姨
却为咱们“鸽子花都”的外貌起
早地打扫。街道的色彩，一点一
点地消释在保洁阿姨的汗水下。

她时而望着淡红天边中的
光晕，脚踏着一点一点明亮起来
的道路，脸上露出一种满足的笑
容；时而又凝望那树下散发着淡
淡花香的土壤，配着那展露着窈
窕淑女的艳花，眼神中露出一丝
喜爱。

长长的街道，似乎要让人走
很久，很久。发黄的叶子不时从
高大茂盛的树丛中飘落下来，空
中划过的弧线，似乎在悠人耳目
的“乐曲”中，翩翩起舞。

时间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雨停了，保洁阿姨也累了，坐在
那早已擦地光亮照人的白石板
上，休息着。这时，总有一件波
蓝色的外套从背后披来，一双灵

活的小手接过她手中的扫帚，继
续打扫。

树上的水滴落下来，与小女
孩儿的汗水融在一起，一闪一闪
地发着银色的光泽，格外耀眼。
原来翠绿的衣服渐渐变成了深
绿色，远远望去，好像与那树叶
丛映为一色。

微微凉风又吹来，保洁阿姨
那早已纷乱的发髻，又被微风梳
理得整齐。她那忧郁的眼睛，望
着那忙碌的小身影，眼里的血
丝，似乎每一根都充满挚爱。大
小蜿蜒的道路，慢慢地焕然一新
地出现在城市。

渐渐的，风没了，一大一小
的身影慢慢地融化在这长长的
街道上。

太阳渐渐浮出红晕的脸蛋，
空气更加沁人心脾，似乎还带着
雨后花开的缕缕芳香。人们从
梦中逃了出来，打开窗帘，眼睛
一亮，瞬间充满光彩，只因那宽
阔、敞亮、干净的街道。

风又起了，一树树的鸽子花
顺着微风整装待发，似乎要飞很
远，很远。

永恒的美丽
荥经中学初2015级1班 杨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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