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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口头禅

微笑让我如此美丽

路 品味孤独

和自己“拉个钩”

会“睡觉”的
三叶草

春夜好雨润芳丛，

随风入夜打渔篷，

四载成诗两百首，

锦城犹忆少陵翁。

夏日碧草映祠堂，

老杜神游诸葛郎，

娇莺恰恰无心顾，

纵横老泪满衣裳。

秋高狂风卷屋茅，

上挂下沉撒江郊。

环堵萧然难蔽日，

犹念苍生倍煎熬。

冬日寒霜飒飒风，

窗寒西岭省冬烘。

鸿雁声绝家信断，

但悲不见兆飞熊。

成都市实验小学青华分校

五年级五班 刘芊羽

记得在我小时候，爷爷就很

爱同我聊天。只要我周末回家，

他就会跟我聊他经历过的酸甜

苦辣，聊老家的风俗，聊爸爸小

时候的趣事……他聊起这些事

时，就仿佛发生在昨天，讲到有

趣的情节，甚至会手舞足蹈。爷爷

有一句口头禅——“你不知道啊，

当时……”在 听 到 这 句 话 的 时

候，小小的我总觉得爷爷是无所

不知的，听着爷爷讲故事，似乎

我也和爷爷一起经历着那些事。

今年爷爷已经快80岁了，仍

然最爱和我聊天，只要我回家就

会拉着我说个不停，但我发现，

爷爷变了，之前的口头禅再也没

听爷爷说起过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新的口头禅——“现在的变

化真是翻天覆地，倒退几十年，

做梦都不敢想啊。”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爷爷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

奇，QQ、微博、微信什么的，他从

一开始的不了解，到后来竟然都

学会了，尤其还喜欢上了那些有

趣的视频和趣闻之类的。

最近爷爷看着人家在玩“抖

音”，于是也开始“请教”起我来。

在我耐心地示范后，上了年纪的

爷爷并没有完全明白如何操作，

我也以为此事就此作罢。然而仅

仅过了一周，我刚进家门，爷爷

就兴奋地迎上来：“乖孙，我会弄

‘抖音’了，这个太好玩了。”“我

都给朋友发了我的‘作品’了，我

已经有十多个‘粉丝’了呢。”他

有点得意，于是又说起了那句新

的口头禅——“现在的变化真是

翻天覆地，倒退几十年，做梦都

不敢想啊。”

爷爷开心的样子感染了我，

我也开始仔细欣赏爷爷的作品，

当我看到爷爷扮鬼脸的视频时，

笑得直不起腰来，爷爷也像孩子

似的不好意思地陪着笑。

爷爷一直在不亦乐乎地玩着

各种新鲜事物，我静静地看着快

乐时髦的爷爷，感受他那纯粹的

不加掩饰的满满的幸福感，不由

得联想起爷爷常讲他们那个年

代——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

靠吼，娱乐基本没有。再看如今，

交通已经发展成高速、高铁、飞

机的立体交通网络；通信除了电

脑外，智能手机基本普及，4G、

5G 网络高速发展；文化娱乐更

是丰富多彩，爷爷找到了“老来

乐”……这时，爷爷的口头禅又

回响在耳边：“现在的变化真是

翻天覆地，倒退几十年，做梦都

不敢想啊。”

是啊，我们正在经历这个巨

变的好时代，爷爷是见证者，我

也是。但是爷爷曾经做梦都不敢

想的事情，今天，我可以和爷爷

一起想、一起做了！

成都市树德光华中学

2016 级 2 班 袁佳妮

傍晚，我在小区里闲逛，突然被假山

旁的大片三叶草吸引了，我快步走了过

去。三叶草似乎被人破坏过，都耷拉着

脑袋，我心疼地想去捋一捋它们弯曲的

“身子”。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三叶草并

没有“受伤”，而是像含羞草似的，把叶

片收拢了些，好似一把把快要折拢的小

伞。我好奇地去碰了它们几下，可它们

并没有像含羞草那样把叶片闭合起来。

难道三叶草到了晚上才会把叶片完全

收拢吗？我兴奋得像发现了新大陆。为

了一探究竟，我决定晚上再来看看。

晚上 8 点过，好奇心使我急不可耐

地拖着爸爸打着手电筒跑到假山旁，结

果我发现三叶草的叶子几乎完全闭合

了，而且“身子”垂得更倒了。爸爸告诉

我说：“三叶草到了晚上也跟我们人一

样要‘睡觉’，而它的‘睡觉’方式就是在

夜晚来临的时候把叶闭合起来，这样可

以减少它们热量的散失和水分的蒸

发。”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三叶草竟然和人一样也会“睡觉”，

大自然真是奇妙！

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水头镇

西田小学三年级 邹勇林
指导老师 黄英菲

微笑，嘴角向上扬起一点，

即可给予自己和他人鼓励；微

笑，也能让人心情变得美妙；微

笑，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却细微的

动作，让我如此美丽。

数学老师大步流星地走进教

室，手里抱着一沓试卷，一瞬间，

同 学 们 的 讲 话 声 转 变 为 哀 嚎

——又要考试了！

试卷发下来了，我草草地看

了一遍。呼！只有最后一题比较

难，凭借我聪明的头脑，应该能

做出来。一题，两题……一分钟，

五分钟……试卷被我一点一点

地填满，时间也一点一点地过

去。终于只有最后一题了。我乍

一看，只感到一头雾水，我反复

读着题目，哦，我懂了！我飞快地

写下算式，一步一步推进。奇怪，

结果怎么是这么大一个数？唉！

不管了，先检查前面的题目吧！

哈哈！好像没有错题，就这

样吧，反正最后一题就算全错，

也有九十分吧。我一边美滋滋地

想着，一边看了看手表，还有十

分钟，我得意地趴在桌上小睡了

一会儿。打铃了，试卷被收走了，

考试终于结束啦。

过了两天，“发试卷了！”一

个男同学叫道，随即，一张试卷

反面向上放在我的桌面上。什

么？反面就错了三题。天呐！扣了

十几分呢！我只好在心中默默祈

祷：正面全对！正面全对！正面全

对……

我慢慢掀开试卷一角，小心

翼翼地看了一下分数，感觉脑子

一炸。啥？一百二十分的总分，我

居然只考了八十分！完了，回家

等着挨骂吧！唉，这可怎么办？

我无力地趴在桌上。这时，

我听到一阵抽泣声，我扭头看过

去，原来同桌也只考了八十分。

我拍拍她的肩，挤出一丝微笑：

“没事的，我也只考了八十分，吸

取教训，下次考个高分，我相信

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别哭了，

笑一笑，你笑的样子非常好看。”

她抬起头，看了看我的分数，又

看了看我，感激地说：“谢谢你！

你笑的样子也非常好看！”她说

完冲我一笑，我心中一阵温暖，

心情好多了。

从那以后，我和她互相监督

对方的学习，我们克服了一个又

一个学习上的困难。又一次考

试，考前我们相视一笑，考后，拿

到高分的我们彼此交换对方的

试卷查看，然后相视一笑。

微笑，使我如此美丽，让我

充满力量，让我拥有信心，让我

对生活充满希望。今后，我将微

笑地走下去！

湖北省仙桃三中 103 班 熊婧妤
指导老师 林丹

无孤独，不青春。

以前，真的很不习惯一个

人，一个人的身影总是显得那么

孤单，落寞，也许是还不够成熟

沉重，也许是还不够了解孤独，

每当一个人穿梭在学校、街道、

小巷时，心里总是会很压抑，沉

重，感觉自己像被抛弃了一样，

想到这儿，眼泪总是会不争气地

涌入眼眶中，视线开始变得模

糊，只是隐约看到无数的人从身

边穿过，周围一片喧嚣，除了人

海还是人海。

视线又渐渐变得明亮，周围

的人群依旧，街市的霓虹灯依

旧，我的孤独依旧，怎么赶也赶

不走，就这样慢慢地占据我的

心，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静静

地咀嚼这孤独的味道，苦苦的，

像一杯未加糖的苦咖啡。

孤独之前是迷惘。

后来，逐渐从厌恶孤独到习

惯孤独，从习惯孤独到享受孤

独，这一步步走来，我反倒觉得

孤独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一个人的时候，可以静赏花

开花落；一个人的时候，可以静

观大雁南迁；一个人的时候，可

以静听秋风扫落叶；一个人的时

候，可以聆听内心最真实的声

音，可以跟随最真实的自己，不

需要想其它的事，静静地，静静

地坦露自己的心。

孤独其实挺好的，成长中总

是需要学会独处的，有些路只能

自己走，有些事只能自己承担，

学会享受孤独，慢慢成长。孤独

之后是成长，孤独是一种美，慢

慢 去 品 味 ，你 会 发 现 它 暗 藏

玄机。

湖南省隆回县南岳庙乡

沙子坪中学八年级 160 班 肖嘉
指导老师 刘丽星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童谣，更是

一种承诺。

岁月的脚步匆匆，来不及向

去年挥挥手，新的一年就到了面

前。新的一年总会给人太多的憧

憬，太多的畅想。新的一年是新

的起点，在飘飘冬雪中，我与自

己拉了个钩——

在新的一年里，要做更好的

自己，一点点改正自己的缺点。

要多做运动，才能长得更高。即

使现在正处在寒冷的冬季，也不

要赖床，一定要坚持每天锻炼，

争取让自己快快长高！

在新的一年里，要多读书。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是为了

让自己的知识更加丰富，做个情

趣高雅、见多识广的人，为今后

作出正确的选择打下扎实的基

础。结合老爸的建议，我对读书

有了如下计划：要坚持做读书笔

记，可以直接在自己的书上写下

阅读感悟，如果是借来的书，要

好好保管，读书笔记就用本子记

录好；如果遇到特别喜欢的故

事，可以反复朗读甚至记下来，

这样一来，既可以收获知识，还

可以借此机会来练习自己的普

通话的发音，以便更好地胜任学

校广播站播音员这一“职务”。

在新的一年里，要努力学习，

超越自我，争取考进理想高中。

在新的一年里，要改变自己

的性格，与爸爸妈妈多多交流，

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将

“随便”挂在嘴边。青春期的女孩

就应该像清早的朝阳一般，充满

活力。所以，拒绝羞涩和胆怯，做

个勇敢开朗的女孩。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不断努

力，砥砺前行，为了希望不遗余

力，不断完善自己，成就自己，活

出自己，拥抱更好的自己。

贵州省黔西县

水西中学八（5）班 熊佳佳
指导老师 刘万顺

走的路越远，离梦想的距离就越近。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一开始在村子

里上小学，每天都是走黄土路或者石子

路。等到上二年级，我转到镇里去上学，

就要走五六里地的马路。再大点，我又转

到县城里去上学，从老家到县城里，有七

十里地。这时，我就离我的梦想——考上

市重点中学，又近了一步。

到了县城，我发现这里成绩比我

好的同学更多了。要走好这条升学之

路，就要为它付出努力。周末，在别的

同学都在家里休息或者出去玩的时

候，我在补习，只有这样，不断充实自

己，超越别人，才能让自己与梦想的距

离更近。

但是，这条升学之路是崎岖不平的，

在路上，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困难。在

小升初的时候，我报考了好几个中学，

可第一次招生考试我就失败了。我没有

灰心，更没有放弃，因为我知道，失败乃

成功之母，走了那么远的路，怎么能轻

易放弃呢？我要重新振作起来，继续迎

接新的挑战！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接下来的几次

考试中，我过五关斩六将，最终都取得

了很不错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自

己想上的中学，走上了一条更需要努力

和付出的路，但我信心满满。

自从到市里上中学，我的心里充满

了喜悦和苦恼，喜悦的是这是我梦寐以

求想要考上的中学；苦恼的是正所谓天

外有天，人外有人，这里的学习压力更

大了。为了自己的梦想，我要付出更多

的努力，化压力为学习的动力，在学习

这条路上勇往直前！

我知道，以后我还会有更远的路要

走，那就上路吧，踏踏实实地沿着这条

路往前走，我告诉自己别忘了——走的

路越远，离梦想的距离就越近。

河北省邯郸市

二十三中学初一 4 班 郭晓龙
指导老师 雨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