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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青兰心香一瓣

最爱“401”

ESSAYS

小编的邮箱里，最近又收到了不少

同学和老师的投稿来信。真诚感谢大

家对“学生文萃”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认

真对待每一篇来稿！今天的版面上，就

有几篇自发来稿的作品，其中有你的

吗？

如果你还在犹豫，赶紧行动吧！无

论是散文、随笔、诗歌、读后感，抑或是

绘画、摄影和书法，都可以在这里尽情

展现。稿件一经录用，我们都将开列稿

费、赠予样报！

投稿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716 号 B 楼 2 楼 吴 燕 收 。 邮 编 ：

200135。

信封上请写明“学生文萃”投稿，稿

件中请写明姓名、学校、班级、联系地址、

邮编等信息。非文字类作品建议拍成图

片格式发送至邮箱，原稿恕不退回。

邮箱地址：
xueshengwencui@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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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你第一次远离家人，住进一个

完全陌生的寝室时的感受吗？你是否和我

一样，会忐忑、会想家、会想妈妈的唠叨、爸

爸的教诲，还有初中时的同学、好友？

我是一个来自贵州的女孩。记得开

学初，我听说自己要和其他三位江西同学

同一个寝室时，第一个反应是：“啊，天哪！

我完全和她们格格不入嘛，连最基本的语

言都不通，何况是性格和习惯呢？！”那段时

间，我心里非常纠结和矛盾。我想过要换

寝室，但转念一想，毕竟是同班同学，能住

在同一屋檐下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住进寝室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心里

很抗拒室友，都不太愿意多和她们说话，

平时总是一副冷冷的表情，把自己包裹了

起来，埋头只顾做自己的事，不去关心别

人、体谅别人。而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让

我明白，原来我的室友们是那么友善、那

么可爱，而我们的寝室就好似一个温馨的

“家”。

记得那次生病，躺在床上毫无胃口的

我，一动也不想动。寝室长主动帮我泡了

面，苦口婆心地劝我吃下去，其她几位室

友还纷纷“献”出了自己最爱的各种食物，

亲手放到我的嘴里。我只要一咳嗽，随即

就会有一杯温水出现在我的眼前……

更让我感动的是，她们不仅仅只是在

生病时才照顾我，在我失意时、丧气时、需

要帮助时，她们都会出现在我的身旁，给

予我无限的支持和力量。渐渐地，我发现

自己变得开朗了、爱笑了，也不再像以前

那样忐忑了。

是的，是“401”的室友们改变了我，

她们的热情让我无法抗拒，我彻底地融

入了她们中间。有时，和她们走在校园

里，别人还以为我也来自江西。对此，我

毫不介意。有缘聚在一起，又何必纠结

来自哪里呢？

这就是“401”的伟大。我爱“401”，我
爱你们，我最最亲爱的室友们！

（作者系上海市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
校学生）

目送着地铁首班车远去，我站立在月

台上懊恼地停下了脚步，痴痴地向深黑

的、像是要吞没一切的地铁隧道里望着。

“原本可以准时到达，却因为走错了月台

这种从未有过的低级失误，错过了地铁的

首班车，我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一次错过就是整整十分钟。我只

能在无奈中——等待。

为了消磨时间，我在长长的、空无一人

的月台上闲庭信步，打发着这漫长的十分

钟。恍惚间，来到了月台的尽头——因为

平时的拥挤，亦或是赶路的匆忙，从未到过

的一处地方。这是一处被护栏包围的拐

角，恍惚间，我想起了儿时的一幕……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只大手牵着一

只小手，在人群中飞快穿梭。“列车已经到

站，请乘客们有序上车。”一大一小的两个

身影飞快地向列车奔去，“嘀嘀嘀”，在列

车关门前顺利进入了车厢。随即，我脑中

开始冒出一个个问号：“开地铁的叔叔怎

么知道还有没有人进来呢？要是这一站

人特别多呢？”……

此时，列车呼啸驶来——原来开地铁

的叔叔可以在这里观察情况，这样就不会

有危险了。在今天这次偶然的错过中，我

找到了我需要的答案。

春花秋月，落英缤纷。漫漫长路，人

生如歌。一次次在路途中感悟。

长久以来，我们不愿错过，无论是一

班地铁，一次选拔，还是一个机会，每个人

都尽其所能去抓住一切，甚至有时那所谓

的“赶上、抓住”的过程太过于勉强。但

是，我们总是简简单单的相信，摆在眼前

的这个机遇是最好的，不容错过的，唯有

抓住这个机会，才会看见一丝曙光。然

而，把握好每次机会这种想法并没有错，

但我却发现，生活有时候并不如此，有的

时候，眼前的机遇并不是最好的，而我们

所谓的错过，也不一定是最差的，有时候，

错过，也能邂逅别样的“美景”

有时，错过一班地铁，换来的是一次

感悟；有时，错过一次选拔，换来的是放松

与悠然；而有时，错过一个机会，换来的是

另一种未来；错过一个人，换来的是更释

然的心情。

时而放慢急促的脚步，错过的现在，

为的是不错过之后的大美。

错过，有时也有别样的惊喜；错过，有

时也是一种收获。

（作者系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光明学
校学生 指导老师：郁继红）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在家里闲着

没事，看见妈妈在客厅里包饺子。心想：

妈妈这么辛苦，不如我让妈妈教我包饺子

吧！于是，我走到妈妈身边问道：“妈妈，

你能不能教我包饺子呢？”妈妈兴高采烈

地回答说：“好啊！好啊！”

我先洗干净了双手，站在妈妈身边，

看妈妈包饺子。没等我看清楚，一个可

爱的饺子在妈妈的手里诞生了。“妈妈，

你包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呢！”妈妈笑眯眯地说：“那我包得慢一点

好吗？”我连忙点了点头。

然后，我开始跟着学包饺子。我先

学妈妈的样，把饺子皮摊在手心里。接

着夹起一点点的青菜肉馅，放进饺子皮

中，然后探头问妈妈：“这点馅儿够了

吗？”妈妈回答：“不够，再加一点。”于是，

我又夹了一点馅儿放进饺子皮中。妈妈

看了看、点点头说：“这点馅儿差不多够

啦！”然后，我将饺子皮对折，使劲一捏，

突然，一些馅儿掉了出来，我急得手忙脚

乱。妈妈连忙安慰我：“别着急别着急，

你看，应该像我这样，把饺子的边缘一点

点捏合起来……”我又练了几次，终于在

妈妈的帮助下学会了包饺子。

看着自己包的饺子，吃着自己包的

饺子，我心里美滋滋的，太有成就感啦！

（作者系浦东新区新城小学学生）

迎面送来一缕温暖的风，吹过原野，

掠过枝头，拂过大地。它扫开积雪，催起

花苞，唤醒小草。那个万物复苏的季节

终于来了。

一阵鸟啼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这

时，春风来了。春在河边，融化了结冰的

河流，小鱼在水中欢快地游着；春在路

旁，扫开了严冬的积雪，小草在风中微笑

着；春在树上，吹落一片片枯黄的树叶，

花苞在树头摇摆着。

我打开窗户，空气中弥漫着早春的

气息。我换上新衣，漫步于充满生机的

乡间小道，欣赏着那钻出春泥的五彩斑

斓的野花。这时候，油菜花已经早早地

开了，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金黄色，像

一片金色海洋，那金色的海浪在春风中

翻腾。在这片“海洋”中，时隐时现的农

民正在辛勤耕耘，他们戴着斗笠，挥动着

锄头。小蜜蜂此时也忙碌地采蜜。蝴蝶

也来凑热闹，大的、小的、白的、五彩的，

都停歇在羞涩的花骨朵上。这种情景，

瞧上那么一眼，就叫人流连忘返。走走

停停，孰不知已到了乡间的外婆家。

外婆家一如既往，矮矮的栅栏，平坦

的水泥地，有所不同的是那一点点若隐

若现的新绿。它可能是一簇小草，藏在

不起眼的角落，它可能是一朵花苞挨在

光秃的树枝上。河对岸是一片小树林，

树林中的灌木一改冬日里畏畏缩缩的样

子，变得生机勃勃。我在菜园里发现了

辛勤的外婆，她正在给蔬菜施肥呢！她

虽然一把年纪了，却容光焕发，干劲十

足。她又弯下腰，不紧不慢地拔除野

草。她在这和煦的春光下挥洒着汗水。

在她的眼神里，充满着希望。

随后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潺潺的河

流。“春江水暖鸭先知”，你瞧，鸭子成群

结队地在河面上悠然自得地游动。傍

晚，在夕阳西下的余晖下，波光粼粼的湖

面上一片通红。远处渔船上的渔民正在

慢悠悠地抛出渔网，期待着收获的喜悦。

这时，风又来了，拂过油菜花，掠过

湖面，送来一丝惬意。宁静的傍晚，只有

油菜花在风中笑着。

（作者系浦东新区川沙中学南校学
生）

□赵娇菁菁校园

错过也很美
□施朱泽翾岁月留声

更深夜静时，寂寂无人处，总有一个

声音在低语：“这世界是什么？”我知道，

那是不安分的心在叩问灵魂。世界是什

么？数千年前，尼罗河畔，那些长髯飘飘

的学者们便在争论这个难题。有的说，

世界是火，有火才有生命；有的说，世界

是水，海是我们最初的家园；还有的说，

世界是空气、是泥……一个叫毕达哥拉

斯的老头甚至认为，世界是数。其实，他

们都对。世界是如此多元，惟其多元才

丰富，惟有丰富才有我们这些思想迥异

的人。

人与人是如此的不同。信手翻着宋

人话本《碾玉观音》，不由得这样想。话

本的开头是这样的疑问，“春已归去，不

知哪搭儿是春住处？”王观说，春是到江

南去了，“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

住。”苏小妹说，春是被带走了，“燕子衔

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还有苏轼

说、秦观说、黄庭坚说……王安石倒是承

认，二十四番花信风罢了，春自然也走

了。春归何处？引得这些词人话语纷

纷。其实他们都对，诗人有诗人的天地，

对万物莫不有自己的理解。大千世界，

芸芸众生，不同的人对世界自然有不同

的理解，丰富的答案。

或许理解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

人总只能占一位置，一位置就只能见一方

风景。不同的只是，有的人站得高些，看

得远些；有的人站得低些，见得片面些。

一张白纸上有一黑点，有的人认为这是一

张白纸，有的则认为那是一团黑点，他们

从不同角度看，答案便多样。

角度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多样。一团

乱麻，头绪纷纷。可以像徐志摩那样细心

地解，解得“眼儿疼，手指酸”，可终于笑解

烦恼结；也可以借长剑，手起刀落，亚历山

大王除了连环套。哪个是更好的方法？

殊途同归，方法没有好坏之分，对于不同

的人只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别。

多样的方法形成了多样的答案。面

对一个考题，可以写议论文，可以写散文，

可以写记叙文，甚至写诗歌；面对我们的

人生，我们可以有多彩的选择。可以扬鞭

大漠，可以隅居江南，可以坐拥书城，可以

铁马金戈。只要我们记住对祖国有益，那

么人生的答案尽可以丰富多样。

多样的理解，多样的角度，多样的方

法，多样的答案。

大千世界是什么？真的很难回答，因

为可以有如此多的答案。人生如何选

择？真的很难挑选，可以快走追赶，直指

成功；可以慢走领略，欣赏夹岸平沙、落英

缤纷。既然有如许答案，何不在多元的世

界里，以包容的心态看万事万物？何不尝

试在差异中追寻各自的价值，让世界变得

多姿多彩？

如是想，不安分的心慢慢归于平静。

因为开始明白，自己不过是多元天地中小

小的一元。一花一世界，世界开满各异的

繁花。

（作者系上海市高桥中学学生）

一花一世界
□奚富强走走停停

春风拂面来

□陈馨怡稚趣童言

学包饺子

冰雪世界（摄影） □韩正阳（作者系进才实验中学学生 指导教师：王宗良）

水精灵在行动（儿童画） □薛楚涵（作者系万德小学学生 指导老师：朱蓓蕾）

□李祺成长日记

“溜溜球，圆溜溜，旋转起来，溜溜

圆。”这话说的正是我的“好朋友”溜溜球。

最近，学校里刮起了一阵“溜溜球

风”，班里差不多人手一只，妈妈也给我买

了一个。我的溜溜球可漂亮了，它是绿色

的，在夜间还会发光。两个直径约7厘米

的小轮子并在一起，用又长又细的螺丝钉

拧紧。中间有一个很窄的缝，那是线槽，

上面系着一条一米左右细长的小线绳，图

案则是聪明机智的喜羊羊，这样一个小

巧、精美的溜溜球，真让我爱不释手。

一开始，我照着同学的样子，把线绳绕

在了线槽里，把线绳头上的圈圈扣在我的

食指上，用力地往下一甩，溜溜球一头载倒

在下面，怎么也收不回来，我有点伤心。好

在过了几天后，我和溜溜球“混熟”了，它像

一个听话的孩子，听从我的指挥。我把溜

溜球往空中一扔，它就飞速旋转。又过了

几个星期，我耍出了高难度的“空中飞人”

的动作，让溜溜球像小精灵似的在空中自

由飞翔；还有高难度的“蝶恋花”，让溜溜球

像小蝴蝶一般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同学

们看得目瞪口呆。现在，溜溜球已经是我

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啦！

（作者系浦东新区御桥小学学生 指
导老师：严瑛）

溜溜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