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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
客归。”惊蛰的雷雨还没有走远，一转
眼就要到春分了。草长莺飞，春暖花
开。何不来享受春分的乐趣！春分
到，蛋儿俏。春分立蛋的传统起源于
4000年前，人们以此庆祝春天的来
临。让我们在春分时节来立蛋，享受
春天的乐趣吧。

我来到厨房，拿出鸡蛋，轻轻捧
在手中。让我们来给蛋化妆吧！拿
起第一个，是那样的大，那样的圆，表
面似乎很光滑，其实脆弱不堪，似乎
一碰就会碎。写上春分二字，代表春
天的来临，旁边装点上喜庆的颜色。
轻轻拿起第二个，写上“立蛋”两字，
这就是我们的主题了。

要把蛋给立起来，需要一次又一
次找平衡点，得有极大的耐心。蛋圆

滚滚的，又凹凸不平，怎能立起来？
书上说，蛋表面凸起的点，根据三点构
成一个三角形，决定一个平面的道理，
只要找到三个点和由这三个点构成的
三角形，鸡蛋的重心线通过这个三角
形，那么这个鸡蛋就能立起来了。

慢慢握住蛋，把圆的底部放立于
桌上，握住蛋的侧面两边。过了几分
钟，我把两只手慢慢放开，“咚”那个
蛋快速倒了下来，幸好没事。

“再来一次！”我很不服气地说。
又把那个蛋放在桌上，两手扶住，眼
神死死地盯住那个蛋，眨都不眨一
下。因为过于紧张，双手不住的颤
抖，就连鸡蛋也跟着一起在抖。闭上
眼睛，想象着底部的那个三角形，猛
的睁开双眼，对着那个蛋，“你给我定
住”，慢慢松开手。“哎呀”蛋又倒了，

好不容易立住了，却又倒了。
倒了又立，立了又倒。经过无数

次的失败，我终于放弃了。这时，爸
爸提议，“可以立在纸上，这样更能增
加摩擦力。”拿张纸垫在桌子上，再次
开始挑战。

又立了好几次，始终没有成功。
渐渐的，我掌握了立鸡蛋的要领。手
要扶很久，慢慢去找那个重心点。闭
上眼睛，去想象底部的那个三角形。
慢慢睁开眼睛，眼睛一眨也不眨，眼
珠一动也不动地看着这个鸡蛋，用眼
神去命令它，“必须立住”！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松
开双手，那个蛋稳稳地立在了那，“春
分”完成了！“立蛋”也是如此。春分
之乐，乐在立蛋！

指导老师：龙亭如

留在记忆里的芬芳
成都实外（西区）初2018级10班翁慎远

街边响起《茉莉花》的歌曲，那熟
悉的旋律萦绕在我的耳边，听着歌，
全身仿佛沐浴在花海里，鼻子里好似
充满花香，记忆徐徐铺展开来……

冬日，那寒冷的气流密布周围，
扭红了行人们的耳朵和鼻子。

我流着鼻涕，全身像乌龟一样
缩在一起，遇见忽而袭来的寒风，全
身缩得更紧了，甚至瑟瑟发起抖
来。不禁埋怨道：什么天气啊，怎么
这么冷。可我的抱怨并没有减轻痛
苦，冷风像蛇一样钻进我的衣服里，
勒紧我的全身，使我动弹不得。

我咬牙，加快脚步向家的方向
走去。

“吱呀——”，我打开门，快速走
进门里。又慌忙关上门，害怕丝毫
的热气跑掉。可是，屋里跟外面的
冷不相上下。屋里现出一反常态的
安静。我找完所有的房间，一个人
也没有发现。

我不禁气恼地把书包往沙发上
一摔。窗外的黄叶被冷风吹得摇摇
曳曳，突然冷风下了狠手，将树枝拦

腰折断。我仿佛能听到黄叶发出的

尖叫，它们无力地坠了下去。

忽然，我闻到了一丝不易觉察

的香气，不觉起身追寻。最后，我在

书房的桌上发现了一个杯子。它正

腾腾地冒着热气，仿佛正欢迎我的

到来。

它的气味旋转着扩散开来，使

整个书房散发出一阵淡淡的花香。

我陶醉了，快步走过去，越近气味越

浓。当我把鼻子靠近杯口时，我像

跌进了花的海洋。

细细一看，旁边有一张小纸条：

“宝贝，天气寒冷，注意保暖，这是一
杯茉莉花茶，希望能驱走你的寒冷
——爸爸、妈妈。”周围的寒冷已不
存在，只在心里留下了爱的温暖。

窗外的树叶浑身金亮，即使在
寒冷中，在雾中，在雨中，也都翻转
着自己的身姿，闪烁着爱的光芒。
我缓缓端起茶杯，抿一小口。那能
量直到我的心里，再向周围散去，我
全身沐浴在茉莉花的香气中。

此刻，走在寒冷的街上，仿佛又
闻到了那沁人心脾的芳香……

冰河开裂，冬去，春来。
正当我感叹春的步伐缓慢之时，

不经意的一瞥，定格住了窗外——光
秃秃的枝条上，星罗棋布地，泛着点
点新绿。新叶被夜里的雨洗过，在日
光的照耀下闪着光。真是惊鸿一瞥，
所见，是春的印记。

从前，虽说银杏树就生长在窗
外，我却好像从未注意过它们。而此
刻，窗外星星点点的幼芽，却唤起了
我去寻找叶。

楼下的玉兰，乍一看，仿佛没有
变过似的。被时光调和成深绿的旧
叶依旧立于枝头。凑近细看，才会发
现在成片的深绿之中，如同被护住的
幼崽，几片新叶缀着尚显青涩的花

苞。细嫩的叶片，带着些绒毛，微微
蜷曲着。我伸手想要将它抚平，它却
和我较着劲似的，立刻又缩了回去，
浅浅的绒毛摩挲于指尖，酥酥的，如
同一只小猫在轻轻抓挠。

新生的叶，在旧叶的衬托之下，
更显玲珑可爱，想要伸手采撷一片细
细观赏的念头都被及时压下，不忍伤
了这初生的活力。

回到教室后，我又看向了窗外。
新叶上的水雾早已在阳光下蒸腾，点
点的绿在微风中招摇。到秋之时，它
们便会化作黄叶，在风中飘落。那
时，我便要拾一片叶，制成书签存于
满室墨香之中。因为它，一片叶，承
载着自然，承载着时间。

我埋着头，水汩汩地从水龙头落
出，最终在水槽形成一个小小的漩
涡。水花迸溅在洗手台上的声音宛
如跃动的鼓声，轻轻敲击着耳膜。

“哗啦哗啦”，我细细感受着水从
指缝间穿过，感受着它们在落下的一
瞬间，在手指的缝隙里分成一小股的
分流又往低处滑去。轻轻按挠着头
皮，在微微发烫的水中，有着一层麻
木，却十分的畅快舒适。头顶上的灯
倒映在水面，氤氲着点点光晕。

“哗啦哗啦”，酥麻的感觉，让我

即使头发已经清洗干净，竟也舍不得
立即停止。“哗——哗”，头入水中，轻
轻晃动——水面摇摇荡荡，喝醉了似
的。发丝在兴起的水波中一点点散
开游离的样子，好似在海水中飘摇的
水草。慢慢地，在水汽缭绕中倒也有
点飘飘然的感觉了。

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来，隐隐约
约听到“晚饭好了”的催促声。只得
起了身，摸寻着头巾，擦了擦头发，带
着发烫的脸出了洗手间。心里期望
着：水雾应该还缠绕在发丝上吧。

叶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高2019级1班 黄心钰

涤发
成都外国语学校初2018级15班 夏菲

2020年的春节，对于我
来说没有了节日的欢乐，也
没有往日的团圆。全中国
把最硬的“龙鳞”给了武汉，
而我把“逆行”的爸爸妈妈
给了成都，因为他们是人民
警察。

大年初三，妈妈刚刚值
班回家，就收到紧急命令。
她顾不得休息，匆匆收拾好
行装，告别了家人，奔赴抗疫
前线。这一走就是整整42
天……爸爸妈妈虽然不能时
时刻刻陪伴在我身边，但我
知道他们舍“小家”，是为了
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是为
了千万家庭的幸福平安！

妈妈每天连续工作14
个小时以上，原本瘦弱的
她，病倒了……但她依然坚
守在工作岗位，默默地完成
着一项又一项的工作任

务。妈妈是平凡的，她只是
战斗在一线人民警察中的
一员，但在我心中她是伟大
的，因为从她的身上，我看
到了责任与担当，看到了无
私与奉献。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正是因为有了
千千万万像妈妈这样的人，
才有了我们今天这样来之
不易的平安与幸福。

这次疫情，让我切切实
实感受到了学习的重要
性。“停课不停学”，我励志
要像钟南山爷爷一样，成为
一个有气魄，有担当，有伟
大人格的人，未来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爸爸妈妈，让我们一起
加油吧！我在春天等你们平
安归来，等到疫情结束的那
一天，我们一定会在阳光明
媚的日子里团圆，紧紧拥抱。

窗，用身躯把雨水拦在
外面，屋中灯火明亮，坚定
而又温暖。乐山绿心路边
满树的桃花芳菲，却无人问
津。家家户户都在家中。
直到，人们复工，人们渐渐
变得活跃了。

上周末，我忍不住想去
一览芳华。刚到路口，一树
树的花有玫红的，粉红的。
绿映着红，胜过世间所有的
颜料。路上的阿姨们赏花
时拿着自拍杆，在她们的口
罩下，应该也笑着吧。年轻
的妈妈们牵着孩子出来
玩。我行走在石板路上，看
见了一只蓝翼蝴蝶，在春天
中翩飞。

花儿开得正艳，几簇新
芽从枝干中冒出来，花瓣很

柔，还带着几滴露珠，这是
春天的印记，你凑近闻，闻
到的是一阵芳香。每年这
时，绿心路上都会有很多
人，今年也不例外，疫情限
制了我们的行动，但是疫情
过后，天空必有彩虹，它阻
挡不了我们爱美的心，热爱
大自然的心。

我继续走，我可以透过
人们的口罩看见他们是开
心的，疫情期间，我们从不
泄气，我们团结，不出门，这
就是我们最大的贡献，我们
也许不能像那些勇敢的医
生护士一样，站在前线，像
窗，把瓢泼大雨挡在身外。
但是，我们胜利了。

走进春的风华，我们重
启生活，继续精彩。

亲情，是一个奇妙的东
西。人和人之间，像有一条
无形的磁铁，将心与心系在
一起。亲人，组成了家，而
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小时候，父母工作繁
多，无法陪伴我，是奶奶将
我拉扯大的。奶奶常常会
说：“你小时候，可调皮了，
不好好吃饭，睡觉，大半夜
的哭。现在可算懂事了，我
的辛苦，也值了。”这些话，
她是骄傲地说的。

奶奶和爷爷在屋后的
山上有几块菜地，他们虽到
颐养天年之日，却依然闲不
下来。早上5点左右起床，
上山，中午才回来。若是逢
年过节，每次回家，更是背
着一大筐菜。每次我们从
老家离开的时候，行李都多
了好多倍。

奶奶的耳朵，渐渐听不
大清了，戴上了助听器。而
眼睛，也得借助老花镜才能

看清了。但她做事还是那
么麻利，笑容还是那么和
蔼。她知道我爱吃鸡肉，于
是天天都抓鸡来煮。一个
年过完，院里就剩下了几只
母鸡。她觉得我的鞋垫不
够暖和，便为我缝制鞋垫。
她是那么认真，一针一线，
慢慢地穿梭在空中，细密的
针眼，散发出浓浓的亲情
……

小时候，我与奶奶发生
了矛盾，一气之下，竟摔门
而出。天色晚了，我蹲在一
片草丛中睡着了。后来，隐
约听到叫我名字的声音和
看见手电筒的光亮，将我慢
慢唤醒。我听到奶奶和爸
爸妈妈焦急的找寻声，一阵
难过，冲出草丛，扑向奶奶，
轻声抽泣。奶奶也一阵欣
喜和惊讶，搂住了我……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去，
亲情，却从未被消磨，反而
在不断变得浓郁。

我喜欢我家的鹦鹉，它叫彩云。它
长得很漂亮。一个红色的嘴巴；脖子上
柔软的绒毛像围巾一样；它的羽毛有很
多种颜色，像五彩缤纷的彩虹；它的爪
子很短，也很尖，比我们的刀还要尖锐。

它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我每
一次把食物放在手上，它就会趁我闭
眼的一瞬间飞来把食物叼走，躲在一
旁的角落里先闻闻那个食物，再小心
的碰碰，然后才在角落里细嚼慢咽。
如果我不拿出食物给它，它便会像一
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向我啄过来，当
然，它打不过我，但它也不会善罢甘
休，会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我，我也
就会动了恻隐之心，给它喂食。

它玩耍时会倒立。有一次我闲
着没事干，走到笼子前看了一下它，让
我大吃一惊：它正在那里倒立！嘴里

还发出洪亮的叫声，好像在对袖手旁
观的同伴们说：“你们赶快跟我玩吧！”

它休息时很安静。有一次，它在笼
子里飞来飞去，过了一会儿，它便气喘
吁吁了，我都能听见它那急促的喘息
声。哦，它累了。我看见它在“王位”上
慢吞吞地坐下来，打了个“哈欠”，便在上
面养精蓄锐了，有些同伴在旁边慢条斯
理地弄它的羽毛，我本以为它会暴跳如
雷，可它却毫不在乎，反而酣然入睡了。

我喜欢在它睡觉时吓它。有一次
我在旁边假装看书，它开始睡觉了。
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拿了一块石头
向笼子砸下去，把正在看书的弟弟吓
了一大跳，而彩云却没有任何反应，它
早已经司空见惯了，见怪不怪了。这
就是我那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你们喜
欢吗？

春分之乐 乐在立蛋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四年级三班赵依晨

爸妈，我在春天等你们
成都草堂小学西区分校五年级四班 王子麟

览芳华，启生活
成都外国语学校初一18班 周佳怡

我的奶奶
南充市南充高中初一2019级16班 陈虹佑

鹦鹉彩云
成都盐道街小学（通桂小区）三年级7班 尹致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