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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 漪澜

窗外有棵山楂树
株洲二中云田学校 C1702 班 周小榕

探 春
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 1712 班 刘承翰

坐在家中，透过窗向外，你们能看
到什么？ 碧绿的树？ 一条清澈见底的河
流？ 还是嘈杂的马路？ 我来说说我家窗
外的景物。
清晨，刚打开窗户，一股新鲜空气
迎面而来。 窗外雨声滴滴答答，像极了
妈妈事无巨细的叮咛。我不知道雨是否
是孤独的，下雨的时候，世界格外安静，
雨下得越大，世界越静，到最后只能听
到自己心脏的跳动。
窗外有棵很大的山楂树，那棵树是
一棵饱经风霜的树， 是一棵不显眼的

树，是一棵为希望而成长的树，最终必
将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树！
冬天，天上下起鹅毛大雪，洁白的
雪花落在山楂树上，像给它裹上了洁白
的棉袄。 站在树下，我仿佛感觉到它在
香甜地酣睡，做着一个关于成长的梦。
春天，柔风唤醒了大地、吹绿了小
草的时候， 山楂树睁开了惺忪的睡眼。
从远处看，一丛一丛山楂叶，像碧绿的
湖泊。 春风一吹，便泛起温柔的绿波。
初夏，山楂树开花了。 它们三三两
两地挤在一起，开得那样热闹。 虽也有

浓浓 亲情

喜欢独处的， 但大多数都像在比赛，从
枝头到枝尾开了一大串。
对了，山楂成熟是在秋天。 秋天，凉
风飒飒，山楂树的果子成熟了，红红的
果子露出一张张迷人的笑脸，空气中弥
漫着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 我们把这些
果子摘下来，卖给做冰糖葫芦的人。 在
他们的手中，山楂就会变成香甜可口的
冰糖葫芦。
我爱这棵山楂树，爱它一年四季的
美丽芳华。
指导老师 郑玉婷

少年 心思

我的爸爸

一次挫折

桃源县牛车河镇中学七年级 朱淼

岳阳市滨湖小学六年级 128 班 刘雪晴

如果要问与自己最亲的人是谁？ 当然
是爸爸妈妈。小时候总会有人抱起你问：
“你
最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那时的我还不明白
大人的心思，只是眨巴着眼睛不回答。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关于父亲的影子
似乎很少，大部分都是母亲为了我和哥哥操
劳的身影。我常想：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让
柔弱的母亲来干这些粗活呢？ 我也曾问过
母亲， 她却用电视里的那一套说词来哄骗
我，说：“爸爸是超人，他在外地上班，很累
的。 ”那时的我竟也信了，而且为有这样的
“
超人爸爸”而自豪。
听母亲说，我一岁多时父亲就到外面打
工去了。 我六岁那年，见到爸爸，他头发蓬
松，胡子浓黑，穿着一件极为普通的灰色上
衣。 我拦腰抱住爸爸，他摸着我的头，说：
“淼淼，你……”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
您怎么才回家？ ”我紧紧地抱住父亲，
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
爸爸在外面打工，供你和哥哥上学，爸
爸希望你们能过得好。”父亲低低地诉说着。
父亲希望我和他多说说话，可我总感觉
与父亲之间隔了一道墙。 随着岁月的流逝，
也终于知道了爸爸并不是什么
“
超人”，他只
是在外打体力工、干苦力活，很忙罢了。不过
这时，我心中的怨恨消了许多，毕竟我已经
长大了。
直到十二岁那年，父母离异，我才真正
感受到父亲的存在。 那一次，我和父亲一起
去二姨家，在路上，我敞开心扉与父亲聊了
许多，我的学习、生活，他的工作、心思。我发
现父亲似乎老了许多， 头上增添了一些白
发，与我小时候记忆中父亲那强壮的身影怎
么也重合不上。
指导老师： 韩清平

一年前， 我是一名五年级的学
老师发下了试卷。 我清清楚楚
生， 马上要进行一场全校排名的考 地看到试卷上一个鲜红的 87 分！ 天
试了。那次考试全班都非常重视，尤 啊！ 我才考了 87 分！ 不会吧？ 我怎
其是数学科目， 大家都争分夺秒地 么可能考这么低？ 检查试卷我才发
抓紧时间复习。
现，最后那道大题我全错，老师说这
数学正是我十分擅长的科目， 道题里的陷阱在讲练习时曾强调
我自觉十分有把握， 将数学复习搁 过，但还是有部分同学掉进坑里了。
置一旁。同学问起，我便十分自信地 听到这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
大声宣告：“
我数学学得很好， 这次 我能认真复习， 这道题肯定难不倒
不复习也一定能考 95 分以上的！ ” 我。 下课后同学们也议论纷纷，一句
话音刚落，教室里响起一片惊叹声， “亏她还是班长， 考试前还那么骄
有羡慕，有质疑，还有好心的同学劝 傲”传入耳中，我特别难过，后面的
我不要骄傲， 但我坚信成绩能证明 几节课我也没听进去。
我的优秀。
回家后，我害怕面对妈妈，但还
“
叮铃铃”，考试铃响，数学考试 是吞吞吐吐地将事情告诉了她，妈
开始了。我拿着卷子，信心十足地开 妈听完后没有责骂我， 只是说：“一
始答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顺 次失败没关系，孩子，你要谨记这次
利写完了前面的题目， 还剩最后一 失败的教训。 ”
道大题，一看，还有半个小时，不急，
是啊， 我不能被眼前的这点挫
我优哉游哉地审题。咦？这道题怎么 折给击倒。 以后我得踏踏实实地学
感觉似曾相识？ 老师好像在练习中 习，不能再骄傲自大了。
讲解过这道题。我迅速答完，喜滋滋
指导老师： 龚琳
地想着这下稳妥了。

苍苍山雾浓，细雨黄昏晚。 青山绵绵
意，但望春意长。 悠悠麓山下，戚戚葱道
凉。 庭前树透绿，冬逝春风昂。 天气终转
暖，群雁向北方。 午晨踏春去，兴叹长沙
墚。 趁车指南向，晶城郴州忙。 策马半辰
志，黄昏花色芳。 寻春千百度，奈看牵牛
香。 见霜成仙云，郁郁青春扬。
城阙道丛稀，莽莽青山狂。 大道钟声
悠，笠翁向斜阳。 此景亦如画，道韵赛武
当。 寒风不知头，取泉哪堪遥。 远看河山
小，近攀似通霄。 饥渴腹知理，溪清四顾
罔。 无奈赏画景，慰我腹中饥。 视景真绝
色，叹谓茂芳清。 青木漫山野，云雾蔽松
荫。 红花艳尽绝，近游却芳馨。
柳絮湖中飘，青丝细雨绕。 又如红颜
发，悠悠水中摇。 入春初吐芽，牡丹苞不
如。 洞庭千里岸，柳动阳春月。 微絮点清
漪，南风向晚晴。 霓虹耀长夜，明月意柔
绵。 千古游子悲，春夜杳然遂。 四季可婵
娟，芳香诱对月。 至今赏子美，国泰春如
寐。 哪类叔宝乐，空谈饮春醉。
隐于叶中吟，众鸟长叹息。 山前闻清
响，行近却飞离。 晓雀鸣枝头，方报春迟
暖。 入林寻幽境，怎奈巢雀嬉。 萋萋云落
烟，散遍青石湿。 枉成泉下僧，静坐知佛
意。 十里无人烟，大荒出深林。 入定闻兽
吼，心慌失意恐。 冬兽终长眠，苍林无犬
吠。 回望寂寞路，石下黄花 婼 。
碧水一片客楼青，闹市无稀。 见得黄
鹂柳上鸣，意凄寂，怨重三。
春波竟致雪融。 褪则青，草已自长。
万里晴川好。 荒田之尽，四五勤农。
游春思绪多牵忆，童子芬幻欲探春。
方结一合令，静待明人赏。 雨敲几杏，凛
冽稀残叶，微漾金波。 断花残瓣，枯枝独
自寒风。 雁飞去南山后，满地空，无雀枝
头。 惶然走，城中探花，未见寒梅。 似乎旧
忆为梦，依稀往年春，丛后独游。 百颜万
色，达旦仍醉碧丛。 早雀孤乐啼起，望窗
间，何见禽羽。 知坦然，冬寒总迎花红。
草色朝雨兮，万紫秀芳华。 云游本无
意，春意阑珊觅。
点评： 古体诗词 是 中 国 优 秀 传 统 文
化的精粹。 此篇习 作 主 体 以 五 言 古 体 诗
写意、抒情，展示出作 者 一 定 的 文 字 和 诗

手写 我心

长 工和 地 主
隆回县九龙学校三（89）班

大家看到这个标题一定会大吃
一惊吧！ 要知道这个“长工” 的主
人——
—“
地主”， 他不但不给长工发
工资，而且长工一干至少得好几年。
听到这，你一定很惊讶吧！ 哈哈，那
个长工就是我！至于地主，就是我家
出生快八个月的弟弟。
2 月 6 日是个让我兴奋的日
子，那天正是弟弟出生的日子。
弟弟满月以后， 我的长工生涯
便开始了。 每天我都要协助妈妈给
弟弟喂香蕉泥、苹果糊、牛奶；当弟
弟哭了的时候，我就要抱着他走；当
弟弟尿湿地板时， 我又得立马把地
板拖干净， 你们说我是不是弟弟的
长工？
弟弟还没长牙， 却又特别喜欢

欧阳修平

吃苹果羹。 于是身为长工的我就自
告奋勇地向妈妈领取了每天给地主
做苹果羹的任务。当然，给地主喂苹
果羹的任务也自然落在了我的头
上。
每次， 我都把弟弟放进婴儿车
里，用小勺子喂他吃苹果羹。见有吃
的，弟弟可高兴了，他一边津津有味
地吃着苹果， 一边用两只小脚使劲
地蹬着婴儿车的底盘， 时不时的还
踮起脚尖用两只小手搂着我的脖
子，亲亲我的脸蛋，他嘴角的苹果羹
弄得我满脸都是。不过，我丝毫没有
嫌弃，反而觉得很幸福。
快看， 我家的地主正张开没牙
的小嘴朝着我笑， 还伸出两只小手
让我抱抱呢！
指导老师： 许海超

艺功力。 值得鼓励。

小荷 尖尖

水仙花开
株洲市贺家土小学 1406 班 王诗懿
盼啊盼，水仙花什么时候开？
答案是二月！
果然，我家的水仙花，伸出了绿绿的
花苞。 花苞外裹着一层白纱，非常薄，好
像只要一大叫，就会把它震破了。
白纱终于张开了一条缝， 就像泡泡
被戳破了一样，小花苞的梦，醒了。
从小花苞的努力中， 我仿佛闻到了
一丝清香，她鼓着腮帮，踮起脚尖，只要
一用力，香气就会调皮地蹦出来。
终于，我看到了白嫩嫩的水仙花。 在
清香里，我闻出了小花苞的梦想。
指导老师： 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