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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xifukan@qq.com

从前，有一个人，他的想法很
多。他想，自己的脑袋如果能变
成不同形状，那会怎么样呢？

他想把自己的脑袋先变成方
形的，就往脑袋里放了一个方块，
他的脑袋就真成方形的了。

他看到太阳是方形的，月亮
是方形的，爸爸、妈妈是方形的，
小狗、小猫也是方形的。

他觉得很好玩。但别人一看
到他就说，你看他的脑袋怎么长
成那样了？真丑啊！

他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回到
家，就想：“我的脑袋如果变成三
角形的，肯定很漂亮。”他就往自
己的脑袋里放了一个三角形，他

的脑袋就真成三角形的了。
他看到太阳是三角形的，月

亮是三角形的，爸爸、妈妈是三角
形的，小狗、小猫也是三角形的。
他觉得很奇特。但别人一看到他
就说，你看他的脑袋长成那个样
子，真难看啊！他听了，就把脑袋
变成了菱形。他看到全世界所有
的东西都变成了菱形的，他觉得
很神奇。但别人一看到他就说，
你看他的脑袋越长越难看了！

他就想：“那还是把脑袋变成
圆形的吧，”就往脑袋里放了一个
圆。他看到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
是圆形的。他觉得这下该没人说
他了。但别人一看到他就说，脑

袋长得这么圆，真是可怕啊！
他觉得很难过，就问别人，什

么样的脑袋最好看？
人们都说，你脑袋本来的样

子最好看。
那怎么才能变成原来的样子呢？
那得你自己去试。
他想：“如果把自己的脑袋放

进去就可以了。”但他没有另外一
个脑袋。他试了很多次，都没有
成功。

最后，他生气地把方形、三角
形、菱形、圆形都装进了自己的脑
袋里。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脑袋变成了原来的样子，他
看到的世界又是各种形状的了。

脑袋会变成各种形状的人
成都市东城根小学二年级3班卢禹行

草堂前，梯栈相钩连。
千载圣学经纶阔，精舍书
声，朗朗入云天。

信步文庙，廊外楼前，
小桥流水亭台轩榭入墨松
烟，红墙掩映庭院四合佳木
妍妍。有百世余烈，于彼千
年。穿越历史风云，谨守庠
序之教，春去春来，弦歌不
坠，传道，授业，解惑，未曾
闲。

古道未没，依稀看相如
抚琴，子云作赋，陈寿挥得
三国之志，子昂含泪怆然天
地间。古人已往矣，光映青
案前。日日书似青山常乱
叠，揽百家见。看罢辛词杜
赋李诗韩说，读毕丞相苦心
倾听夫子诲训，须臾看破代
数几何，只笑道，别有洞天。

晨读忽见谪仙卧叹咨
嗟，伴得琵琶夜夜长鸣，窃
来香炉紫烟一二缕，休管玉
盘珍羞三四钱，捬掌称妙合
书开眼。幸观石室模联，鸿
儒雄辩，唇枪舌剑，妙语如
珠连。腹里贮书八千卷，千
古笑谈间。弹指一挥，二千
一百年。

景 帝 俯 首 ，看 文 翁 化
蜀，学比齐鲁光汉冕。忽至
今日，万千先驱光耀星汉，
布青天。美哉我翰墨石室，
源远流长，与国同兴，薪火
相连。

锦江边，横绝峨眉巅。
巍巍石室斜阳里，龙潭秋
叹，鹿分展新篇。

观夫北湖，四方上下，
纵横交错勾栏斗角鳞次栉
比，繁花似锦汉阙飞檐古树
参天。有汉庭之风，于彼今
天。历经时代艰辛，秉持仁
义之理，云卷云舒，润物无
声，传统，基础，创造，时能
见。

前程似锦，恍然随一氓
揭竿，钟山逐海，沫若躬行
唯物辨史，劼人惊观微澜暴
雨前。先驱未竟兮，学子有
针砭。夜夜灯如红豆最相
思，品圣人言。亲视老将食
肉仰天长啸，又闻后主遗恨
春水涕泣涟涟，思海阔揽力
热光电，因会心，活水有源。

夜堂仅闻蜀山子规夜
啼，万籁俱寂笔间风雨，思
维行走胜登天山路，灵魂读
书恰如灌醍醐，学得真知了
然灼见。

或于绿茵场前，飞身如
箭 ，动 若 脱 兔 ，骐 骥 攀 巉
岩。扶摇直上九万里，寻梦
四月天。经纬踏遍，四海心
相连。学子跨海，亚非欧美
澳，桃李不言春满园。又回
锦城，无数英才树高千丈，
思根源。

壮哉我古今一校，山高
水长，人文斐然，载誉致远。

石室赋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高2016级4班 唐正阳

刚走进浣花溪公园大门，就
能感受到这里绿树成阴很凉爽。
你会觉得树林像一个天然空调
房，有时还能听到鸟儿在树上叫
着，像是欢迎我们的到来。我深
吸一口气，感觉特别舒服。

沿着小溪走，每隔一段距离
就能看见一座桥，有木头桥，有石
拱桥。在桥上走一走，迎面吹来
一阵微风，飘着道边槐花的清芬，
轻轻地吹拂着路人的面颊与发
鬓，吹拂着人们的胸襟，温柔地慰
抚有如慈母的双手。

走着走着，看到一个大湖，叫
做沧浪湖。在湖边可以看到很多
树，有柳树，有桃树，还有杨树。

湖里有很多小鱼，湖面上空飞翔
着很多水鸟，有白鹭，有白鹳，还
有翠鸟。

忽然，我看到一只水鸟在捕
鱼。它先看好一只鱼，然后直
接啄了下去。因为太阳反光的
原因，害得它没啄到，但它并没
有放弃。

那只鱼太笨了，明明太阳助
了它一臂之力，它偏要往水鸟那
边游过去，一不小心被水鸟抓到
了。水鸟飞到岸边，津津有味地
吃起来，我真为鱼感到悲伤。

走到诗词大道，我看到了李
白、杜甫、屈原的雕像。他们面
前，是一条雕刻着诗文的路，闪着

银白的光辉。我一边走，一边读
着脚下的诗文，感觉像在和诗人
们交谈。

顺着一片竹林，我来到诗歌
典故园。这条路两边有很多一人
多高的大黑石，上面刻着各种著
名的诗句。有一句是我最喜欢
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对我来讲，求知的路途遥远
而漫长，我要用无比的坚毅和努
力来探寻通往知识宝库的道路。

浣花溪公园既有自然的美丽
风景，又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里就是自然与人文的最美合奏。

（指导教师肖老师）

自然与人文的最美合奏
成都市川大附小清水河分校五年级9班 李佳运

无风凝滞的树影，碧波荡
漾的湖泊，羽毛纯白的水鸟，坎
坷不平的小路，婉转悠扬的山
歌，温柔和煦的清风，一切的一
切，如一曲朴素清丽的乐章，在
古道旁缓缓奏响。

古道的小路旁，有一大片
向日葵，沉默的阳光落在花儿
们金色的花瓣上，呈现出最明
最亮的颜色，温暖了种田人的
心畔，照亮了天地之间的美
好。我们在湖边租了一条小
船，行于湖边。

风 儿 吹 得 很 平 和 ，让 害
羞又温柔的湖水漾起苍老的
浅波。几只野鸭钻到水中捕
鱼，打破了一湖的沉郁与宁
静 。 远 方 的 湖 水 与 天 空 相
融，印下了夕阳的唇印，美得
模糊又遥远。

向后看，我们来时的地方
越来越远，租船的村寨成为一
个小小的点。桨后，清澈的湖
水将残阳的余晖打碎，零零散
散地和入斑斓的浅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风
开始着急了，拽起慢慢悠悠的
湖水，扯入嫣红的天空。水中
的海草打着旋儿，鱼儿与野鸭
不见了踪迹，只留下将小船吹
得呼呼作响的晚风。

快了，快了！月亮浅浅地
睁开笑眯眯的眼睛，星星被揉
入软软厚厚的云层，渔夫捞起
鲜美的鱼虾，只剩下还未到达
对岸的我们了。

我奋力划桨，已来不及欣赏
身边的景色。快了，快了，我们
终于到达了明亮温暖的客栈。

真是一个温暖静谧的傍
晚。穿戴着民族服饰的乡亲们
围绕着小火堆，烘烤着冻僵的
手。可能，此时此刻，在湖对
岸，向日葵开始合拢金色的手
掌了，租船小铺也停止营业，
渔夫们正享用着一天的劳动
成果。

回首遥望，古道旁的湖泊，
农田，村寨，船只，都沉溺在黑
夜的怀抱中，好似睡了过去。

希望它们能梦到我。
（指导老师曾琪）

古道旁
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
六年级1班 张奕乐

夜，已经深了，快 11 点了，我
和妈妈等待着昙花的开放。然
而，昙花似乎在跟我们作对，依旧
在枝丫上被风吹得左右攲斜。我
有些不耐烦了，心想，这昙花什么
时候才开呀？等得我都快睡着
了。

妈妈轻轻地对我说：“别着
急，它会开的，会开的……”妈妈
的目光，一直盯着昙花。

“ 你 知 道 昙 花 一 现 的 意 思
吗？”妈妈冷不丁地问了我一句。

“比喻一件事情出现得很快，去得

也很快。”我愣了一下，回过神，望
向那株昙花。花已裂开一个小
口，好似一个胖胖的炮筒。

妈妈沉默了，不一会儿说：
“我认为，昙花一现还有另外一种
意思。”“嗯？”我不以为然地哼了
一声。“昙花不像荷花那样出淤泥
而不染，不像梅花那样凌寒独自
开。昙花它独有一种精神。”妈妈
停顿了一下，看向那正在慢慢开
放的昙花，我的目光也飘向了它，

“它将自己最美的那段时光，给了
那‘一现’。”

我没有听懂妈妈说的意思。
妈妈解释道：“昙花好比那蝉。蝉
在土里等待了17年，为什么？因
为它要响彻整个夏季，尽管它的
生命是那么短暂。昙花不就拥有
这样的精神吗？世上有许多事物
生命很短，但它们却能在有限的生命
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我心中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
一圈涟漪。是啊，昙花绽放的时
间有限，所以它将自己的美丽全
部放在那段时间里。

美丽，也许只在一瞬间。

美丽也许只在一瞬间
成都市双流中学实验学校初2017级15班 唐超

周末，天气晴好，我们几家人
相约，到城郊一个农家乐游玩。

大人们在木亭里一边准备烧
烤一边聊天，小孩子们在亭子周
围空地上奔跑嬉闹，我待在亭子
里给我的洋娃娃赶制一条七分
裤。

当我正埋头缝线时，耳旁忽
然响起“沙沙沙”的雨滴声。暴雨
来得突然，上一秒还是晴天，下一
秒豆大的雨就下起来了，整个天
空也黑了下来。

谁都没有想到老天爷翻脸这
么快。大家惊叫着撑起大伞，把
东西都收到亭子里。

我接着缝制洋娃娃的裤子。
裤子缝完，雨还在不停地下。

什么时候能小一点呢？我看
到亭子边缘落下的雨水连在一
起，串成一根根透明的线，又像一
条青色的蛇在飞快地下滑，因为
雨线后面的翠绿把它染绿了。

雨线的一端挂在亭檐一端垂
到地上，这根线怎么也不断。我
鬼使神差地用剪刀去剪了一下雨
线。“啪啦啦”，雨线像愤怒的小
蛇，一下撞上我阻碍它滑动的剪
刀，我的剪刀沾上了水珠。“我就
不信剪不断你！”我拿起剪刀，对
那雨线一阵狂剪。水珠四溅，直
到我脸上、身上都溅满水珠，才心
满意足地停止了剪雨。

雨下得好大呀！大家虽然被
困在亭子里，可并没有丝毫减弱

出游的兴致。“哗啦啦下雨啦——
我最喜欢下雨了，听着美妙的雨
声。”妈妈夸张地展示了两句歌
喉。

朱叔叔吟诵起了诗来：“空山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说的就是
现在吧？”朱叔叔又说，“这种雨最
好，要是再下大了就麻烦了！”

说实在的，我什么雨都不太
喜欢，因为我怕打雷，有雨可能就
会有雷啊。不过，雨下了这么久
却没有雷声。

那就好好听听雨声吧。我正
要把全身心投入到滴滴答答的雨
声中去，只听“轰”一声响雷，我被

“炸”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我
捂住耳朵，一下子对雨声失去了

兴趣。
等了好一会儿，却没有第二

声雷。“没了，没了，就一声雷！”妈
妈笑着说。我才慢慢放下捂住耳
朵的手。

雨慢慢小了，我惊奇地发现
亭子上流下的雨线，居然成了一
截一截地往下落，后来变成一滴
一滴掉下去，直到最后一滴都没
有了。原来，时间才能剪断这雨
线啊！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王维描绘的是雨后的场景，多美
呀！”朱叔叔诗意大发。可我已沉
浸在自己“时间剪雨”的伟大发现
里了。

（指导老师彭琳）

时间剪雨
成都市教科院附属学校2018级3班 张语千琳

战乱的三国
4 年前，翻开《三国演

义》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
爱上了它。它是我的另一
段人生，一段想象中的金戈
铁马的人生。

我是汉室后裔刘备，仁
义天下，匡扶汉室；我是水
军首领周瑜，才华横溢，一
统天下；我是擅权大臣曹
操，领导有方，雄视天下。

我在战场上猛力厮杀，
枪舞得快如闪电；我在军营
里冥想良策，转得脑汁残
尽。

我看透刘备的虚伪，见
明曹操的爱才，感慨孔明的
智慧。

真正静下心时，才发觉
明白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乱世的决心与归顺。

平凡的人生
合上刚读完的《毛毛》，

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又一
场人生结束了。毛毛的人
生轰轰烈烈，可在同时代的
人们却认为很平凡。

在毛毛失去朋友、伙伴
时，我泪流满面；在毛毛被
卷进阴谋时，我为她捏一把
冷汗；在毛毛历尽千辛万苦
成功击败黑绅士时，我又由
衷地为她高兴。

她穷，她没钱，可她依
然有勇气面对黑绅士，有勇

气去改变现实、改变现状，
这就是平凡且伟大的人哪！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它
们全都是一张张平凡的纸
张。可现在，却被阳光染
黄，像白纸中会发出黄色的
光似的，一如毛毛的心灵
——普通的心灵也会生出
不平凡的勇气。

悲惨的故事
第一次了解余华的作

品就看见了《活着》。看书
目，翻开，我被吸进了书里。

这 是 一 段 悲 情 的 人
生。福贵的父亲因为福贵
的败家气死，母亲因为担心
忧郁而死，两个孩子早早地
离开人世，妻子因丧子之痛
也离他而去。这时，家中只
有一头黄牛和福贵了。我
不禁泪如雨下，想到：活着
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失去
亲人，是为了无端消遣吗？
不是，活着就是守护，守护
你爱的人，守护爱你的人，
这才是活着。

从不同的书中，你可以
进入不同的世界，成为一个
心灵丰富的人。只要你愿
意，书的大门就永远向你敞
开。投身现实生活时，那一
个个世界总能提醒你：读精
彩世界，爱现实生活，享精
彩人生。

（指导老师 唐葫芦）

书中的世界
成都市建设路小学六年级2班 王文川

我 问 自 己 ，人 为 什 么 要 读
书？如果没有书，世界将会怎样？

回望巍巍中华五千年，有多
少文人墨客对书籍情有独钟，对
于读书，他们又有多么热烈的情
怀：还记得那一声“为中华崛起而

读书”吗？这
一声呼喊留
给后代几多
震撼，几多警
觉。因此，无
论从民族进
步还是人人
发展的角度
来说，都应该
提倡读书。

我 爱 读
书，书可以开
阔 我 的 视
野。俗话说，
秀才不出门，
尽 知 天 下

事。读书可以使我足不出户就能
感受到茫茫宇宙的无限神奇。

我爱读书，因为书能使我懂
得做人的道理。《雷锋日记》让我
明白奉献的一生最美丽；《老人与
海》中那位不屈服于风暴，勇于抗
击的老者让我肃然起敬；《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使我明白人活着的
真正意义。

读书，让我知道什么是善良，
什么是丑恶。当白雪公主逃脱恶
毒皇后的诡计后，我禁不住大声
叫好；当看到小狮子王辛巴通过
勇敢的拼搏重获王位时，我快乐
无比；当福尔摩斯巧妙地揭穿罪
行时，我悬着的心才渐渐平静。

我爱读书，因为读一本好书
可以让我们分清美丑，明辨是
非。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
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是啊，读一本好书，可以从圣
贤和智者的叮咛中顿悟人生的真

谛，从伟人的人生记录中感悟崇
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
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
辛和执著，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
事中找到他们同命运搏击的坚
强意志。

我们知道，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我们可以看得更远；以书作垫
脚石，我们可以攀得更高。

书是知识的宝库，是她，开阔
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生活；
书，是人类的阶梯，是她，帮助我
不断提高，不断进步；书，是快乐
的源泉，是她，带给我幸福，带给
我满足。

读书能促使人更好反思，实
现自我人生层次的提升和生命的
升华。

拥有书，我们就拥有了整个
世界，拥有书，我们就拥有了美好
的明天。

（指导老师万亿）

感谢阅读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中学高2018级22班 夏璐

今天，为帮助受牙齿缺
失缺损、假牙不适、蛀牙等
牙病困扰的市民。由爱心
单位携蓉城热播剧《幸福火巴
耳朵》发起的“双11种植牙
全城爱心援助”现场活动
举行，除了其他援助外，还
将送出 66 个免费做牙名
额。近日已有数十名市民
获得援助，得到实实在在
的做牙福利。市民请抓紧
拨打援助热线 028-96111
先报名。

66个免费名额，巴蜀明
星亲自送

今日，《幸福火巴耳朵》剧
组王宝器、张麻子、花喜鹊
等众多巴蜀笑星亲临援助
现场，为市民送出免费种植
牙、免费牙齿矫正等66个援
助名额。

今日，免费送种植牙、
牙齿矫正等

1、共66个免费名额：巴
蜀笑星送免费种植牙、免费
矫正牙、免费补牙、牙冠、洁
牙，需先拨电话028-96111
报名；

2、今日做牙，享专项援
助更划算，具体金额请电话
咨询；

3、今日，到场者均可获
500、300元等做牙援助；赢
取电饭煲、豆浆机等好礼；

4、全额免费，做数字化
三维立体口腔筛查。

缺牙，种植牙可修复
种植牙植根于牙槽骨

内，美观舒适，无损邻牙，像
真牙一样扎根口腔内。缺
牙颗数少的，可缺哪颗种哪
颗。保护得当使用寿命长
达40年甚至更长，高端种植
牙终生质保。

免费种植牙、援助热
线：028-96111。

通 知
今日，免费送种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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