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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妍

愿做一棵会开花的树
亲戚家有座不算大的果园，里面种满
了桃树，我曾去参观过一次。
记得那是早春时节，正是
“碧绿妆成一
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时节。风柔柔地
吹着，轻轻在我耳畔低语，像极了一个熟悉
的老朋友。桃花一簇一簇地相拥在枝头
上，颤抖着吐露阵阵芬芳。我不禁开始想
象：什么时候这树上能结出一颗颗青涩的
果子？那果子又什么时候能长成一个个硕
大饱满的蜜桃？
那以后，我的心里总惦念着那座果园，
总想着那些桃树的长势。就这样想着想
着，夏天已与我擦肩而过，蜜桃的滋味也逐
渐变得模糊。
转眼已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冬天的
气息紧紧地拥抱着整个世界。我再一次来
到那座果园，眼前竟是一片颓败之色。田
埂上留着昨夜寒霜留下来的一片晶莹，桃
树早已被落叶遗弃，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直愣愣地伫立在寒风中，看上去是那么的
单薄与脆弱。我不禁又开始盼望春天的来
临，想象着在“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

一时新”的季节里，
感受
“桃之夭夭，
灼灼其
华”的景色。
第三次前往那座果园，如我所愿，是
在万物复苏的季节。春风依旧轻柔地吹
着，轻轻地亲吻我的脸庞，这回真的是一
个熟稔的老朋友了。桃树的枝丫上吐露
着鲜嫩的绿色，它们感受到春天的讯息
了。然而，我马上就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有几棵桃树没能发出新芽，干枯的枝丫一
碰就断落，它们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上一个
冬季。
很快来了几个园丁，他们把那些枯死
的桃树，毫不怜惜地移出了果园。我满是
怜惜又心生疑惑：
为什么只过了一个冬天，
有的桃树依然完好，而有些却枯死了呢？
同在一方土地上、吸收同一种养料，
究竟是
什么造就了桃树不同的命运？
那一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
悟出了这
样一个道理：在萧瑟的寒风中，
有的桃树选
择隐藏自己的颤抖，
始终保持着一颗发芽、
开花的心，因此坚强地存活了下来。而有
的桃树则选择放大了自己的痛苦，它们内

心的苦闷和悲伤，随着冰霜被牢牢地封印
在深处，无处安放、无处诉说，最后它们选
择了放弃。
这世间的人们也大抵如此。在面对人
生的波折与坎坷时，
每个人都会有苦闷、有
压力。但是，
有的人会选择勇敢面对，
始终
保持对未来的希望，最终顺利地渡过难
关。他们就像那些到了春天重新又发芽的
桃树。而有的人却因此消沉，一味地想要
逃避，
最后选择自甘堕落，
自我放弃。他们
就像那些枯桃树，既发不了芽、也开不了
花、更结不出果。
林清玄说:“跨过去，春天不远了，我永
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是的，如果不愿
成为一棵没有未来的枯树，就需把头扬起
来，朝着太阳，不畏惧那些挫折和悲伤，在
风雪中舒展自己的枝丫，勇敢地跨过艰难
险阻。这样，
待到来年又将是繁花满树、硕
果累累。
我愿做一棵会开花的树。
（作者系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光明学
校学生 指导老师：
储美玉）

临齐白石画作

□沈仲琦（作者系上海市建青实验小学学生）

稚趣童言

□苏千雯

菊花

光与影（摄影）

我喜欢水仙的洁白高雅，我喜欢月
季的雍容华贵，但我更喜欢菊花的不畏
严寒。
夏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离开了。秋
姑娘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她用一支神奇
的画笔把枫叶染红了、把小草染黄了。
她又施展神奇的魔法，让菊花绽开了张
张笑脸。
菊花的颜色很多，红的像火，热情
奔放；黄的像金，高雅端庄；白的若雪，
亭亭玉立。菊花的形状各异，有的像少
女那弯弯的卷发，有的像无数只小手，
还有的像一个个小太阳。公园里，各式
各样的菊花凑在一起，拼成了一块色彩

□潘融琛（作者系上海市进才中学学生 指导老师：
陈淑珉）

心香一瓣

□张乐怡

最美的声音
你是否留意过属于大自然的声音？
早晨，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我留意到
或清脆空灵、或悠长委婉的鸟鸣。傍晚，
路过一条小河流时，我听到了水花轻轻的
细语。春天，我仿佛能听到嫩绿的小草，
从泥土中探出头来时的笑声；秋天，我又
似乎听到落叶，演奏出自己的“生命交响
曲”……
在大自然缔造的各种神奇的声音中，
我最为倾心的是那千变万化的风声。
春天 ，风的声音是温暖的、轻盈的。
它吹过那还未完全展露风姿的柳叶，吹醒

那酣睡了一个冬季的小动物，吹化了冰雪
让小溪流奔跑起来，带来一串串富有生命
力的声音……
夏天 ，风的声音是慵懒的、凉爽的。
白天，太阳热情地照射着一切，让人们一
个个汗流浃背。夜晚，风带着一丝丝凉
意，安抚熟睡中的人们，并帮助他们开启
仲夏夜之梦……
秋天，风的声音是充实的、喜悦的。风
吹过一片果林，一个个成熟的果子在树上
灿烂地微笑。风吹过一片麦田，沉甸甸的
麦穗笑弯了腰。风吹过农夫们的一张张面

成长日记

孔，
丰收的喜悦在他们的嘴角扬起……
冬天 ，风的声音是调皮的、悠远的。
雪花从天空飘落，孩子们在银装素裹的世
界里快乐地奔跑，风“呼呼”地和孩子们做
游戏，把他们银铃般的笑声传往很远很远
……
我爱听风的声音。尽管大自然没有
赋予风以具体的形状，但它凭着这千变万
化的声音，一年四季带给人以无限遐想。
你是否有留意过这最美的声音？
（作 者 系 上 海 市 川 沙 中 学 南 校 学 生
指导老师：陈洁）

□张易

我的假期“家务之旅”
回想起那一年的寒假，我过得非常充
实，原因就在于一次
“家务之旅”
。
寒假开始没几天，整天待在家里的我
便觉得有点无聊。后来我突然想到，爸爸
妈妈平时工作那么忙，还要料理家务，
我可
不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为他们减轻点
负担呢？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妈妈，
他们欣慰地笑了。
当天晚上，爸爸为我精心设计了一张
表格，用来记录我每天做的家务，
每完成一
项家务就打一个勾。第二天，
我的
“家务之
旅”正式启程啦！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计
划完成的家务是晒衣服。
“爸爸妈妈对我的

爱，就像阳光一样暖融融的。我今天也要
让他们洗干净的衣服，沐浴到阳光的温
暖。”我一边这样想着，
一边踮起了脚尖，
把
爸爸妈妈的衣服一件件地晒到了离太阳最
近的那根晾衣绳上。之后，又把自己的衣
服一件件晾好。
第二天，我穿上了自己晒的衣服，
心里
美滋滋的。当我走进爸爸妈妈的房间，看
到他们也穿起了我晒的衣服时，心里更开
心了。
这时候，
妈妈见我走了进来，
亲切地对我
说：
“宝贝，
今天外面下雨雪啦。不过，
我身上
的这些衣服带着阳光的味道，
特别香、
特别温
暖。这还是你的功劳呢，
对不对呀？
”
我不露

声色地点了点头，
心里乐开了花。
那个寒假，
我除了晒衣服，
还做了不少
力所能及的家务。也许你觉得，会做这些
家务不算什么，
但我却觉得，
通过做这些家
务，我开始懂得替他人着想了。这也算是
成长的一种表现吧。你说呢？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外国语
小学学生）
点评：
小作者不但主动要求做家务，还在做
家务的过程中体会对父母的感恩之心。这
当然是成长的表现，相信爸爸妈妈也会明
白这份温暖的小心思。
指导老师：
王良芳

诗意翩翩

艳丽 的 花 地 毯 。 我 觉 得 ，那 些 菊 花 正
在 听 秋 风 老 师 上 课，它 们一个个坐得
端 端 正 正 的，似 乎 都 想 得到秋风老师
的表扬呢。
菊花不仅仅以美丽而闻名，更在于
它那坚贞不屈、顽强拼搏的精神。它不
害怕狂风，不害怕寒流，总是挺着胸脯，
傲然地开放着。一朵小小的菊花身上，
有太多品质值得我们去学习。古代不
少名人志士，身上都有着菊花的风骨。
在 秋 风 中 ，我 愿 成 为 一 朵 小 小 的
雏菊……
（作者系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学生）

□周致远

假如我会飞
假如我会飞
我会飞过高山
假如我会飞
我会飞过蓝天和白云

我会飞到北京
看万里长城
假如我会飞
我会飞上蓝天
练习射箭

假如我会飞
我会去看望远方的朋友
假如我会飞
我会跟小鸟玩耍
和老鹰比俯冲

我希望大家的心
像插上了翅膀
一起在湛蓝的天空中
尽情翱翔
（作者系上海市浦明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学生）

假如我会飞

小编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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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和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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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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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eshengwencui1@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