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一句，

道尽了桃花的美丽繁华。它不似油菜

花热烈如火，不似桂花芳香四溢，更不

似迎春花星星点点，却有一番独属于自

己的味道。

仲春三月，杨柳吐绿，桃花在枝头

开放。粉色的桃花静静地立在枝头，

不张扬，不卖弄。往田野里一瞧，有的

含苞欲放，花骨朵儿胀得鼓鼓的，看起

来要破裂一样；有的花瓣全开了，一片

挨着一片，就像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团

圆饭；还有的花骨朵儿还没鼓起，远看

就像一颗颗粉色的巧克力豆，只有走

近了，凭借桃树和花香才能知道这是

桃花。

看着这美丽的桃花，闻着这沁人心

脾的香味，我的思绪忽然回到了外婆

家，站在了门前的那棵桃树下。纷纷扬

扬的桃花雨落下，我仿佛变成了穿着粉

色裙子的精灵，翩翩起舞。一旁的外婆

总会用那双慈爱的眼睛看着我，笑着

说：“我家的宝儿又长大了，变得更漂亮

了。”等到桃花开得最旺的时候，外婆就

会拿着菜篮子摘花瓣酿桃花酒、泡桃花

茶。洗净、晒干、风干，终于可以品尝桃

花茶了。我拿起茶杯，一口气喝了下

去，呛得眼泪直流。外婆无奈地摸摸我

的头，提醒我慢点喝。我拉着外婆的衣

角，感觉花香不仅钻进我的鼻孔里，更

飞进我的心里，蔓延开来……

此刻，我又站在了桃花树下，望着

桃花，看着飞舞的蝴蝶。真希望它们能

飞向远方，飞到外婆的身边，告诉她我

的思念就如这桃花一般，淡淡的，轻轻

的……

指导老师：曾凤凰

时间随着滴滴答答的钟表声开始

流逝，我在灯下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照

片，回忆起小时候和外公的点点滴滴，

不禁流下了泪水……

我曾记得外公家门口那一棵瘦削

的桂花树，也曾记得外公屋前几只肥硕

的小黄鸭在田里捉虫子吃。口渴了，小

黄鸭就喝一口田里浑浊的水，它们是多

么自由悠闲呀！

我还记得外公屋前有几根电线杆，

屋后是连绵的山峦。那些山峦留下许

多我童年的足迹。

小时候，外公经常带我去

屋后的一座山。山腰有一块肥

沃的土地，那便是外公的菜园

子。外公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

看那些菜，不然他心里总是痒

抓抓的。他经常扛起锄头为蔬菜松土

除草，像关爱自己的孩子一般，精心呵

护着这一园郁郁葱葱的蔬菜。

犹记得，外公干农活时，总是先习

惯性地向手上吐一口唾沫，而后抡起锄

头开始干活。我心中一直疑惑，为什么

要这样拿锄头呢？直到现在我还是不

能理解。我只记得等外公把地锄好时，

他早已累得汗流浃背了，豆大的汗珠从

外公脸上滴入松软的泥土里，“浇灌”着

从沃土里冒出的嫩生生的菜芽……

外公菜园子边上有一棵板栗树。

十年前，那棵板栗树还没我长得高呢。

可现在它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还挂满

了许多绿色的“小刺猬”，如果不走近前

去仔细看，还真看不出这些藏身在枝丫

间的“小刺猬”呢！

在外公家里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

过得很开心。外公上山干活时，我就在

家门口等着他，直到听到一声优美而熟

悉的口哨声时，我知道那是我的外公回

来了。这口哨已成了外公和我之间心

照不宣的暗号，好像在叫“乖崽——乖

崽”。

抬起头，泪水模糊了双眼。如果时

间可以重来，我还想再好好听听那声声

优美而熟悉的口哨声……

指导教师：张婧

从小到大，我最大的一

个烦恼就是有一个弟弟。

弟弟一来到这个美丽

的世界，我的第一直觉告诉

我，弟弟会剥夺爸爸妈妈所

有的爱。

果然，不出我所料。那

天，弟弟无意间碰了我的眼

镜，没想到眼镜掉到地上，

一个螺丝钉不见了。由于

是眼镜专用的，螺丝钉小得

可怜，要是找不到，还得跑

去长沙修。想到这，我轻轻

地打了他一下，没想到他竟

大哭了起来。奶奶闻声而来，不停地

骂我，“别人都是带弟弟，你是打弟弟，

一天天的，真不让人省心”。

我十分委屈，我用的力，打在人身

上完全没有感觉，可他……我强忍着

泪水，可豆大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

了下来。转眼间，奶奶已经走了，我生

气地找着，最后还是找到了，心情也好

了一些。我费尽千辛万苦，才把眼镜

修好。

我想了许久，认为弟弟是被我吓

到了才哭的，想到这，我释怀了，心情

好了许多，可不成想，弟弟却更加得寸

进尺。

上次，我用了零花钱买来的模型，

弟弟放在地上，直接一脚踩下去。我

放学回家，看到这满地的模型碎片，举

起手正要打他。奶奶来了，立马挡在

他前面，指着我说：“你啊你，六年级了

还玩玩具，不就打碎了一个玩具吗？

是玩具重要还是你弟弟重要。”我……

我张大嘴巴，却吐不出一个字，无奈之

下，一个人跑到房间里委屈地哭了起

来。

我的弟弟就是这样，有时惹我生

气，有时却又逗我开心，一惹他就十分

委屈，一逗他就捧腹大笑，我拿他完全

没有办法，真希望他快快长大成人，我

便能摆脱这个烦人精了。

指导老师：刘小宁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小红和小刚一起

去植树。小刚拿起铁锹挖了一个坑，小红

轻轻地把树苗放进了树坑里，小明扶着树

苗，小刚培土，分工合作。随后，小红把土

踩得结结实实的，小刚提来了一桶水，小

红一边浇树苗一边说：“树苗快点喝吧，快

点长，长大了好让我们乘凉。”

虽然他们累得满头大汗，但是看着

种好的小树苗，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

一天晚上，小丽早早地睡

觉了。半夜，她被一首欢快的

歌曲吵醒了。她穿上衣服走

出去，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那是晚会的曲子，她看到

了一个小亭子，里面有许多数

字正在手拉手跳着舞。当他

们看到小丽进来时，就像老鼠

见到猫一样到处跑，“我们被

发现了，快跑。”一个数字说。

好好的舞会，一下子就乱

了，数字们一个一个地跳进镜

子里，不一会的功夫，亭子里

就只剩下小丽一个人了，她也跳进了镜

子里，一下就被吸了进去。

小丽忽然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空中

有很多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蘑菇，美丽

极了。小丽爬上了一个蘑菇，蘑菇慢慢

地上升。她还看到了一棵挂着水晶的大

树，漂亮极了。忽然，一个数字路过，跑

过来说：“你好，我叫晶晶，我们交个朋友

吧。”于是，小丽和晶晶又一起去了公园，

晶晶说：“你不可以和数字们握手，也不

能和他们拥抱，握手是加号，拥抱则是相

乘，如果你和他们相加或相乘，就会变成

数字，再也回不去了。”正说着，一个数字

0跑了过来，晶晶紧张地说：“那个0一见

人就抱，如果他抱到了你，可就坏事了。”

小丽可不想永远回不去了，她撒腿就跑，

可是不小心摔倒了，只听见身后“叮叮

叮”的声音越来越大。

小丽一下子就醒了，床头的闹钟叫

得正欢，她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场梦啊！

指导老师：邹玲

春天藏在种子里

我浇浇水

春天就好奇地探出头来

哈哈 春天

我找到你了！

长廊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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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口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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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澜心灵

流光下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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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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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花，我只想起“姹紫嫣红”

“绿肥红瘦”，可在一个心如死灰的

夜晚，我偶然发现了一朵普通花的

最美姿态。

“你们根本就不理解我！”我怒

了，直接抄起画板和笔夺门而出。

可我的背影都好像能瞥见父亲手

中难看的成绩单，和母亲眼神中的

恨铁不成钢。可我只想逃离这压

抑得令我窒息的环境……

月考的失利，父母的责骂，像

魔咒压在我的头顶，回头看一眼背

后的画板，我长叹一口气。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初秋

的风冷嗖嗖的，直接冻住了我的

心。我坐在路边，在瑟瑟的秋风中

打了一个寒噤，一下红了眼眶。不

知把头在膝盖里埋了多久，我偶然

抬头发现对面有一家花店，花店前

摆着几盆再普通不过的雏菊，嫩黄

的颜色特别打眼。但花店招牌的

霓虹灯给予了它生命。在流光下，

花瓣从原本单调的古板黄色变得

绚丽多姿。它顿时变成会说话的

小人儿，颜色的变换是它在叙说不

同的情感。

我居然看到一簇普通雏菊最

美的姿态！我不禁拿出画板和笔，

有时细笔勾勒，有时浓墨着色，全

神贯注记录这美好的瞬间，都没发

现花店老板的到来。

“咔嚓”，相机的快门声惊到了

我。停下画笔，抬头一看，老板对

我友好地笑了笑：“你画得很好，普

通的花都能被你描绘得这么美丽，

你内心也一定非常美好吧！”他盯

了我的画许久，“你画画的样子，很

认真，很美。”他诚恳地对我说。“谢

谢。”我笑了，这几句话或许是对我

当晚最大的安慰了。“我想买下它，

这太令我感动了。”老板对我说。

我怔了，“送您吧。”我对他微微一

笑，便转身离开。

第二天晚上，我又走在那条

街。花店里，雏菊还是那么美。只

是它的上方贴了

我的画和我画画

时的照片，以及

几个娟丽清秀的

字 ：最 美 的

姿态。

指导老师：

余尚

我和春天捉迷藏
长沙市岳麓区博才小学一年级2009班

金煦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