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花迷，十分爱花。在家
里，窗台、书桌、餐桌上都有
花的影子。阳台更是成了

“花的天地”，一排排花，满
满当当。

妈妈买花总是精挑细
选，左思右想。一开始，我
还愿意陪她去买花，可一盆
花她总是问这问那：贵吗？
好 养 吗 ？ 几 天 浇 一 次
水？……久而久之陪她买
花成了我最害怕的事。别
人买花只有一两盆，可她买
花却是两只手怎么都不够
用。不过有一个好的方面：
她怕养不过来，很久才买一
次花，不过每次买都是“超
量”。

妈妈爱花，种花的方法
更是一套接着一套。妈妈

平时做什么都是三分钟热
度，毫不认真，可种花却认
真极了。从播种、发芽到开
花，她每一步都仔细对待，
经常在网上查资料，可平时
她只要遇到事，比如看书遇
到较难的字，也不愿意去
查。

有一回，妈妈说老家的
昙花要开了，连夜赶了回
去，说要一睹昙花的芳容，
因为“昙花一现”啊。我迷
迷糊糊地睡着了，也没太在
意。第二天，妈妈回来了，
我才担心起来，因为她的眼
圈都黑了。妈妈却兴奋地
说道：“靖靖，你没去太可惜

了，你该看看，那才叫漂亮，
很大的一朵慢慢绽放，纯洁
无瑕，芬芳扑鼻，只能看看
我拍的图片视频啦……”我
也没说什么，笑了笑，只能
陪着她陶醉其中。

妈妈喜欢花，并坚持了
下来，我问过她为什么这么
喜欢花？她对我说：“因为
花漂亮、高洁、赏心悦目。”
这回答很简单，却令我很惊
讶，就因为这个让她坚持了
许久。我想，大概是妈妈是
热爱美的事物，热爱生活的
一种表现吧。

我的妈妈真是个不折
不扣的“花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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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是个淘气包，今天他

又闯祸了，打碎了同桌王寒冰
的一盆丁香花。

张明和王寒冰是一对冤
家，平时没事还要吵两句，更何
况现在。只见王寒冰手指着地
上，怒气冲冲地说：“你赔！你
赔！”“是我不小心打碎的，何必
在意呀？”张明嬉皮笑脸毫不在
乎，王寒冰不依不饶，一场“战
争”即将爆发。有“战场观察
员”悄悄地去打了小报告，班主
任李老师赶忙走了进来，听了
同学们七嘴八舌的介绍，沉声
道：“张明，跟我到办公室来。”

张明垂头丧气地跟着李老
师进了办公室。李老师一句话
也不说，只是上下打量着他。
张明忐忑不安，心想：真倒霉，
估计又要挨李老师批评了，弄

不好还得叫家长来。可奇怪的
是，李老师还是没说话，反而拉
开了抽屉，拿出一张创口贴，拉
过张明的手轻轻贴上，原来他
的手被花盆的碎瓷片划伤了。

“疼吗？”李老师轻声地问，
张明摇了摇头。

“知道错了吗？”李老师看
着张明。

“知道，可我不是故意的。”
张明有点底气不足。

“知错就好，不过你得赔人
家花，而且还得你自己种。”

李老师的话让张明很吃
惊，他喏喏地说：“我赔，可是我

没种子，而且我也种不好啊!”
李老师的脸庞闪过一丝微

笑，转身从墙角的纸箱里拿出
一个花盆和一些种子。“这是花
盆和种子，老师相信你能行，发
芽后我来检查成果。”张明接过
花盆，突然一滴泪水滴到了花
盆里，好像从来没有人这样信
任过他！

自从张明有了培育丁香花
的“使命”，他很少东游西逛，每
天悉心照看，隔几天还要浇水、
施肥、松土，不敢有丝毫懈怠。
终于，有一天他发现有几片嫩
芽从泥土中钻了出来，忙冲进

办公室，兴奋地拉来李老师。
李老师好像早有预料，笑着说：

“张明，你成功了，你真棒！”张
明心头一热，仿佛浑身充满了
力量，他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
让同学们认识一个新的自己。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再也见不
到那个淘气包了。期末考试
了，张明的成绩有了明显的提
高，爸爸妈妈直夸他聪明，可是
只有张明自己知道，那都是李
老师的功劳。

从此以后，每年的教师节，
张明都给李老师送花，而且都
是丁香花，这是他和李老师之
间的秘密。因为张明知道，李
老师在他心里种下的那颗丁香
花种子，如今已经长成了美丽
芬芳的丁香花。

（指导老师：黄永红）

冬天的童话
六（7）班 何睿杰

冬，已在孩子的翘首盼望
中来了，它在一张张金黄的信
纸上，热情地写下自己的问
候；在一处处经过的地方，悄
悄地留下自己的足迹……

霜为冬天增添了几分秀
美。它在玻璃上勾勒出几朵
美丽的霜花，让人不由感叹起
大自然的心灵手巧。它染白
了世界，使其仿佛变成了仙境
一般，也让之前的一片凄凉与
孤寂，都消逝在洁白之中了。

冬在四季中别具风姿，它
的步履是那么轻盈、舒缓，使
人不禁赞叹起它。

“冰姿自有仙风”，它与北
风一起窃窃私语，与光洁如絮
的雪花，一同翩翩起舞。它们
四处飘飞，无论是遥远的天
际，还是到沉寂的大地，随处
可见它们优美而悄无声息的
舞姿。人在其中，感到几丝和
谐与静谧。

这时候，孩子们也会闻讯
赶来。他们不顾寒冷刺骨的
北风，在雪地里追逐打闹，堆
雪人、打雪仗。他们为冬天增
添了几分生机与活跃。一时
间，热闹非凡，这儿似乎沉浸
在一片欢乐之中了。空中也
不时绽放绚丽多彩的焰火，身
旁也不断响起震耳欲聋的鞭
炮声……这是一幅多么喜庆
的图画呀！

冬，是那么的秀丽迷人，
多像一篇优美而又活泼的童
话呀，使人在不知不觉中陶醉
了…… （指导老师：郜彬彬）

我运动，我快乐
六（20）班 梅语涵

爸爸是一名游泳爱好者，言传身教，
我也成了一名游泳爱好者。

每年暑假，爸爸都带我去游泳馆游
泳，所以许多泳姿我都会，蛙泳、自由泳、
仰泳和潜泳对于我来说，信手拈来。在
水里，我就像一条快乐的小鱼，运动着、
快乐着。

无聊时，爸爸会给我拍小视频，看着
视频里的我，那标准的泳姿，可爱的模
样，连我自己都羡慕自己。这不，爸爸又
有蛙泳的新玩法了：“看你几次蹬腿划臂
能游到头。”我看了一下泳池，也就二十
五米，于是我调整好泳镜，深呼一口气，
把头埋进水里，身子猛地一弓，一蹬池
壁，稳住重心，向前划行。哎呀，肺活量
不够，体内氧气缺乏，身体也不前进了，
开始下沉。既然不前进了，就蹬腿吧。
我使出十二倍的力量，用力一蹬。我像
一条小船一般，又快速地向前驶去。我
漂浮在水面上，直到不再向前行驶，我才
划臂呼吸。“一次！”爸爸在岸上说道。这
时，我已经游了整个泳池的五分之三了。

我再次蹬腿，这次因旁边有人游过，
没有蹬好，还呛了口水，迫不得已只好浪
费了一次机会。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发
挥。在最后几次我使出加倍的力量来做
最后的蹬腿。“三次！”爸爸的每一次报数
都是那么扣人心弦。“还差一点点，加
油！四次半！”爸爸告诉我，可见爸爸脸
上写满了自豪，我也感到特别骄傲。

这个新玩法其实就是锻炼我的腿部
力量，我要继续在游泳运动中下功夫。
我运动，我快乐。

（指导老师：徐慧）

上个星期，老师让我们
种大蒜，并且写观察日记，我
满怀期待地种下了三颗大蒜
头。

过了两天，我发现其中
两颗已经发芽了，另一颗的
芽也已经肉眼可见了。我给
它们浇了点水，它们浑身上
下挂满水珠，在阳光的照耀
下，是那样的晶莹璀璨，美丽
动人。

在期盼中过了两三天，
我惊讶地发现，原先那两颗

发芽的都已经长高了一大
截，我轻轻的用手摸摸它们
的小脑袋，它们的皮肤光滑
柔嫩，让我感觉不是在摸大
蒜苗，而是在抚摸小婴儿。
我再把鼻子凑近它们，使劲
闻了闻，潮湿的泥土味中夹
杂着淡淡的蒜味，使人神清
气爽。

三天之后，我发现这两
颗长出来的苗苗已经是双色
的了，下面靠着大蒜的一截
是嫩白色的，再往上一点就

是青绿色的，在阳光中尽情
地舒展它们的腰肢，好像在
说∶“这个世界真美啊！”其中
长得最高的那颗蒜苗，姿态
十分独特，它以一个弯曲的
幅度往上生长，像蜗牛的触
角，又像公牛的牛角，十分滑
稽好笑。不过，可惜的是另
一颗的芽依然没能冲破它的
肚皮，估计是成活不了了，心
里不免有些难过。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
晨，我惊喜地发现那颗我认

为已经“死”了的大蒜竟然发
芽长出来了，都已经有五六
公分高了，我不禁感叹道∶生
命真的是太神奇了。当然另
外两颗也毫不示弱，也在拼
命地生长着。

原来那颗姿态独特的蒜
苗依然还是最特别，现在它
叶子的顶端已经长成一个钩
子形了，特别像老鹰的嘴
巴。现在，它们在阳光的照
耀下，青绿色的叶子都成了
透明色，像翡翠一样晶莹剔
透，让人不忍心去触碰它们。

（指导老师∶樊亚莉）

“不是让你戒烟了吗，怎么
又抽上了？”我放学刚走到家门
口，就听到了奶奶的咆哮声。看
来爷爷的戒烟行动又失败了。

爷爷是一位有着四十多年
烟龄的“老烟民”，最近因为心脏
出现一些问题，医生建议他戒
烟。为了他的身体健康，我们全
家一致同意医生的建议，并火速
成立戒烟督促小组，爸爸任命我
为组长，每天监督爷爷的一举一
动，坚决制止他和香烟的“亲密
接触”。

爷爷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
要求，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上
交了香烟和打火机，并保证自觉
戒烟。

第一天，爷爷还算守信用，
坚持了半天没有碰香烟。午饭
过后，他拎着垃圾袋出门了，美
其名曰丢垃圾，然后急匆匆地下
楼了。我正在写作业，也没有多
想，就让他出去活动活动吧。过
了好一会儿，还不见爷爷回家，
我突然反应过来：不对，丢垃圾
怎么可能要这么久，肯定有猫
腻。于是我站在门口等他，看他
能编出什么理由。又过了好长
时间，终于看到爷爷笑眯眯地回
来了。还没等我开口，他连忙说
道：“我在楼下看老张和老王下

棋的，这一局真精彩，下了这么
久才结束。”越解释越可疑。“爷
爷，你就不要瞒我了，从你一进
门，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烟草
味，分明是刚刚抽烟的。”“哎呀，
小祖宗，你这鼻子也太灵了吧！”
面对我的“拷问”，爷爷立刻坦
白。我的前世可是福尔摩斯，什
么事都别想逃过我的“法眼”啊！

接下来，我就像个小侦探一
样，每天跟踪爷爷，只要看到他
有异常行为，就立马上前制止，
坚决不能辜负爸爸委托的重
任。为了缓解爷爷的烟瘾，爸爸

买了好多小零食，时不时地吃根
香烟糖，又或者嗑点瓜子。每天
吃完饭，我都要陪爷爷下楼散
步，有时还去学校操
场锻炼身体呢。

在我们全家的
督促下，戒烟行动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
现在爷爷已经能做
到别人递烟坚决不
收，也不再偷偷摸摸
买烟了，看来他真的
要和香烟绝交了。

自从爷爷戒烟
后，身体一下子健朗
了好多，奶奶的心情
也愉快了很多，希望

这种快乐能永远留在我家！

（指导老师：阚娟）

一盆丁香花
六（2）班 鞠程

花迷妈妈 六（25）班 航婧

大蒜“变形”记 四（1）班 凡宇翔

爷爷戒烟了 四（18）周文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