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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
温州市实验中学 八年级中山班 姜茗哲
“阿太”在温州话里的意思就是曾
祖母。
我的阿太在六年前就去世了。
上个周末的傍晚，我去家旁边的海
坦山上散步。忽然起了风，枯萎的落叶
无力地从树上飘落，寒蝉在树上悲鸣。
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了已故的阿
太。
也是秋天，我牵着爷爷的手去看阿
太。我那时还很小，估摸着只有六七
岁。阿太很欢迎我们。她是一个满头

白发的女人，性子不急，总是缓缓地走
路，缓缓地听我说话。她总是叫我“娒
佬”：吃饭时轻轻呼唤，送我红包时轻轻
呼唤，几乎做每一件事都这么叫。每每
听到这一句话，我便知道是阿太在呼唤
我。
“ 娒 佬 ”也 是 温 州 话 ，意 思 是“ 宝
贝”。阿太从不叫我名字，而是喜欢叫
我
“娒佬”
。
我最喜欢坐在她的床头，听她絮絮
叨叨地说着身边的琐事。她总是用那
双饱经风霜的手，抚摸我的肩膀，虽然
轻，但在我心里却很重，抚平了我心中

窗外
温州高铁新城实验学校 六（1）班 陈若涵
窗外，狂风肆虐，大雨滂沱。
“ 我不
想去上补习班了！”我像被关在笼子里
的狮子，疯狂地怒吼，但又于事无补。
“女儿，上补习班能让你提高成绩，你的
数学都落后多少了？”妈妈苦口婆心地
教导我，
“再说了，给你报补习班都是为
了你好啊！”我气红了脸，冲进房间，门
“啪”的一声落地。
不知是谁往我心中扔了一根火柴，

瞬即燃起了大火。我就是不想去补习
班，老师不喜欢我，同学也不理我，学了
也没什么用！刹那间，心中最软弱的地
方一阵刺痛，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突然，不知从哪传来一阵碰撞的声
音。我的视线转移到房间的那扇小窗
上。走近一看，原来是只蜻蜓！屋外的
风仿佛张着血盆大口，像能吞灭一切事
物。这只蜻蜓怎么在这？只见它六只
如丝般的足，如鹰爪似的牢牢地抓住窗
户的护栏，好像粘在上面了似的。它的

的波澜。
记得爸爸带我去医院探望她，她醒
后来，她生病了。她知道自己时日
来时见到我，就抓住我的手，嘴里“呜
不长了，便越发珍惜我和她在一起的时
呜”地叫着。别人听不懂，可我知道，她
间。她知道我爱吃酥饼，便算好我来的
说的是“娒佬”。她抓着我的手不放，生
时间，总会买上一盒。等我来了，她便
怕她不能再见到我。后来，照顾阿太的
拿起酥饼，颤颤巍巍地朝我走来。她的
护工告诉我，阿太在昏迷时常常念着：
两条腿不住地发抖，但还是走到我身 “娒佬，
娒佬……”
边，把酥饼递给我，缓缓地说：“娒佬，
过了一个多月，
她去世了。
该该物事我弗吃哦罢，你笃开吃（温州
……
话，意为这个你拿去吃）。”我总是满心
“娒佬！”
欢喜地接过，殊不知这是阿太用她省下
突然，后面传来了呼唤声。我扭头
的礼金买的，是她爱吃而舍不得吃的。
一看，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在追着
要回家了，阿太牵着我的小手一直送到
她边跑边闹的孙子。再转回头时 ，我
门口，又握了会儿我的手才放开，说：
已热泪盈眶。
“娒佬走好，下天走来嬉啊（温州话，意
阿太的“娒佬”，将 永 远 无 法 在 我
为下次过来）！”
“阿太再见！”道完别，没
心中抹去。这一声声呼唤让我和阿太
走几步，我回头，看到阿太还靠在门口
能找到彼此。我常想，也许有一天，阿
挥手。
太会再次来到我身边，再轻轻唤我一
没过多久，阿太生病了。再后来，
声——
“娒佬”
。
她住院了。
指导老师：
金峰

翅膀早已被冰凉的雨水浸透，就像从水
中捞出来的纸巾似的，耷拉在它细小的
身躯上。它如同磐石一般，任凭风吹雨
打，却依然纹丝不动。我静静地看着，
心想：
这只蜻蜓可真厉害啊!
突然，蜻蜓如同被一只大手往外
拉，原本粘得牢牢的六只足，已有四
只脱离了护栏。它的身体在风中摇摇
晃晃，像一只白帆在波涛汹涌的大海
上，仿佛下一秒就要被狂风卷走。我
的心一紧，屏息凝神地注视着这一
幕。这只小虫的命运究竟会怎样？只
见小蜻蜓瘦小的身躯一点一点往护栏
移动。那几条简直看不见的细足，透
过狂风，拼了命地想要抓住护栏。一
对湿透了的翅膀微微颤动，它把尾部
翘起，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我
的心被重重地敲打了一下：这得需要

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这时风仿佛也
被感动，温柔了许多。抓住，不松
手，不放弃！
此刻，我意识到，一只蜻蜓都能在
逆境中求生，何况人呢？即使数学补习
班再讨厌、再难学，也总能学到知识。
我不能因为这样就轻易放弃，那岂不是
连一只小虫都不如了吗?逆境，往往能
磨练人的意志。用自己的勇气和坚定
的信念去打败它，克服它，这样我们才
能成为生活的强者。
我打开房门，大声叫唤：
“ 妈妈，我
们去上补习班吧！”话音刚落，只见妈妈
嘴角浮起一抹笑。窗外，雨淅淅沥沥地
滴下来，落在屋檐上，落在水泥地上，也
落在我的心上。窗外的那只蜻蜓,在我
心中飞翔……
指导老师：
余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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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变成
平阳县青蓝双语学校 三（1）班 柯步海
如果你会七十二变，
你想变成什么呢？
我想变成
一棵果树，
结下丰硕又饱满的果实，
给人们带来甘美的汁水。
我想变成
一只老鹰，
飞翔在无边无际的天空，
为人们探索世界尽头的奥秘。
我想变成
一本字典，
装载着最高深的学问，
让孩子们都变得学识渊博。
我想变成
一阵清风，
拂过每一个阴暗沉闷的角落，
为人们拨开心中的乌云。
我最想变成
一名医生，
尽救死扶伤的天职，
与病毒斗智斗勇，
把每一个病人都治愈。
即使没有人记住我，
我也想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想变成……
指导老师：
黄佳佳

对弈
永嘉县东方外国语学校 六（1）班 郑博文
只要我们有心，也可以从日常生活
中发现人生的哲理，那次跟爸爸对弈，
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将军！嘿嘿，你又输了吧！”爸爸
拿着一枚“車”移到我的“将”面前。我
左右的“士”和“相”早已被爸爸的“马”
吞进肚子里了。

“啊？怎么会这样呢？”注视着棋
盘，看着自己的军营已经空空如也，我
试图将责任推卸给爸爸：
“你是不是‘偷
梁换柱’了呀？
”
只见他一手摸着下巴，一只手端着
茶，嘴角 60 度上扬，好像一切都在他的
掌控之中：
“已成定局，
何必抱怨。”
我们再次
“开战”
。
几番较量后，我依旧处下风，我

最美的风景
洞头区实验小学 四（6）班 汪书萱
小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
字，只知道很多人都会来这个地方小憩
一下，或谈天，或锻炼。每次经过那里，
总会看到那些穿军装的姐姐，排着队伍
精神抖擞，那是我仰慕的风景。
直到有一天，我看懂了那块大石头

上面的字——海霞公园。那一刻我才
知道，这座公园传承着“爱岛尚武 励志
奉献”的海岛文化。于是，
我开始追寻。
当晨曦微露，这方天地开始有了不
一样的色彩。一丛丛小草钻出地面，昂
首挺胸，晒着暖洋洋的太阳。一阵风在
我耳边轻轻拂过，它那温柔的手抚摸着
我的脸颊，吹得那些小叶子“沙沙”地响

难忘故里，南塘印象
温州市建设小学五马校区 五（1）班 王嘉逸
“以前这里盖不了房子，人们就去
求神仙。神仙告诉人们，三天之后便会
有一只白鹿走过。果真，迎来了一只白
鹿，嘴里衔着一朵美丽的花儿，轻轻地
拂过……”一个神奇而又古老的故事，
便由此展开——南塘老街既是古老的，
又是典雅的，
还是丰富多彩的。
南塘，顾名思义，乃城南堤塘也。
碧绿的河水在南塘桥下静静地流淌着，
环抱成一个隐形的整体。弯弯的南塘
河就像一条淡绿的绸带，柔美秀丽。无
论 何 时 ，它 都 有 一 种 质 朴、优 雅 的 美

丽。我跑到小桥上，在绚丽的晨光之
下，看着刚刚苏醒的南塘河仿佛充满柔
情，袅袅上升的雾气，像一条白色纱巾，
掩饰着初醒的南塘河的羞涩与魅力。
晴天之时，南塘河则成了一幅美丽的画
卷，倒映着蓝天、白云，
树木和房屋。
我顺着古朴典雅的小石路来到一
排用灰色砖瓦砌成的古建筑房屋前。
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像一位位英勇的
武士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古时候的
房屋四角都是四十五度翘起的，古色古
香的建筑风格，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
游客。络绎不绝的人流，为这条古街增
添了活力。

发现自己的棋艺不如爸爸，跟他对
弈，好比鸡蛋撞石头。如果斗智不行
就斗勇，我二话不说就用“炮”冲上
去，顶住了爸爸的“士”和“象”，然
后又放出“千里马”解决了“五虎上
将 （5 枚兵） ”
。
“糟糕！失策了！”只见爸爸的“車”
“炮”
“ 马 ”神 不 知 鬼 不 觉 地 来 到 我 的
“将”身边。父亲见我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笑着说：
“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下
象棋不能急，
得靠脑。
”
“我不服，
再来！
”
我决定最后搏一搏。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我成功地来到
了爸爸的“帅”旁，
“哼！风水轮流转，天
道有轮回呀！今天我力挽狂澜，势如破
竹就是为了惩戒你！”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爸爸看上
去胸有成竹。
比赛进行得热火朝天。可我竟然
在关键时刻走错了一步，我想悔棋了，
对爸爸说：
“ 爸！我……我可不可以悔
一次棋呢？
”
刚才一脸笑容的爸爸突然收起了
笑容，完全变了一个人，脸色变得严
肃起来：“不行，下棋就如人生一样，
不能悔棋。人生没有后悔药，走错一
步，自己就要承担后果，时光无法倒
流。
”
爸爸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是啊，棋如人生，人生不能后悔，时光无
法倒流，
做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呀！
指导老师：
郑成南

着，好像在为这美妙的大自然演奏一首
雄伟的乐曲。
正当我沉醉其中时，眼前那一抹红
色又吸引了我，是海霞妈妈！在这鲜花
和绿叶之中，红色的志愿者服装显得那
么夺目。看着他们手中的工具，不用
说，又是义务劳动时。我看不见她们慈
祥的脸庞，却把她们转身消失的背影烙
印在心底。
在大树高大的身躯旁边，有一条弯
弯曲曲的小路。一群小可爱们正蹲在草
丛间，
传来一阵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原来
是幼儿园的“小海霞”上线了。今天，他
们是为环卫工人送清凉来啦！一句句甜
甜的问候，
一个个装满温情的瓶子，
脚步

还不是特别稳当，
但却有自己的方向。
我的目光投向那条绿色的小河，落
日的残阳铺在上面，
当有一阵风拂过时，
河水就会漾起一圈小圆晕，这些小圆晕
在一起转着圈，形成一个个让人看着眼
花缭乱的小漩涡，耀眼的金光在水上摇
晃着……不多一会儿，
耳畔军歌嘹亮，
口
令声声，海霞女子民兵连的身影出现。
妈妈告诉我，
这是她们的日常拉练，
站军
姿，练武艺，强体魄，保家园。正是有了
她们的付出，
才有洞头和谐的今天。
在洞头这座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
精神书写着一份大爱，它有一个响亮的
名字叫做——海霞！
指导老师：
苏娜

沿着小路，我来到一扇门前，门的
古朴陈旧深深地吸引着我。摸着门，门
把上镶着一对镂空的双鱼，门板上有许
多或深或浅的裂缝。当我望着这些镌
刻时光印记的裂缝时，仿佛在听它们诉
说着久远的故事。
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苏步青、谷
超豪、姜立夫的塑像，他们带着岁月的
沧桑，也带着无穷的力量。或思考人
生，或计算公式，抑或是谋划未来，他们
艰苦奋斗的一生折射出了熠熠发光的
智慧。来到谷超豪的那间小房间，母
亲用方言说着老故事。我拖着腮帮子
仔细品味，想将那一字一句慢慢吞进
记忆里。
当然，南塘老街的店铺也别具风
格，每一家店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每一家店名也都别出心裁，透着浓浓的
温州地方特色。店内进出的客人川流
不息，店家忙得不亦乐乎，笑吟吟地接
待慕名而来的客人。

外乡的游子们回家也总不忘来南
塘街寻找故乡的味道。卖糖葫芦的老
大爷与卖麦芽糖的老奶奶的叫声应和
着。正午之时，西餐厅里飘出阵阵披
萨的芝士香味。但是温州本地的鱼
饼、鱼丸汤、永嘉麦饼等这些家乡小
吃也不示弱，闻着香就能寻到它们。
而此时的我正捧着一碗热腾腾的馄
饨，我并不着急咽下口，看着那身着
白裙子、小巧的馄饨随着汤汁一起摆
动，旁边的绿葱花，更增加了一抹美
意。最终，我捞起一个热乎乎的馄
饨，细细地咬开了一口，皮薄肉鲜，
那滋味在我的唇齿之间久久留存。
太阳西落，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南
塘，暮色之中回首遥望，星星点点映衬
下的她既透露着古典淳朴的气质，又具
备时尚都市的气息。这就是我的家乡，
这就是家乡的南塘，一份难忘故里的深
深情怀。
指导老师：
陈文怡

我的
“自画像”
温州市建设小学 四（4）班 王子嫣
我叫王子嫣，今年 11 岁了。我是个大大咧咧的
女孩儿，总是丢三落四，而这个毛病也给我带来许多
麻烦。考试时，把算式从横式抄成竖式，导致原来的
100 分直接掉到 95 分；有时还会把作业落在学校里，
回到家写作业时发现；尺子、橡皮总会被我遗忘在某
些角落，用到时怎么也找不着……我想改掉这些坏
习惯。
我喜欢读书。我读过许多书，曹文轩的《青铜葵
花》、瓦·卡达耶夫的《七色花》、安房直子的《风与树
的歌》……我一看书就会入迷，被书里的故事深深地
吸引。有一次，我在看《白雪公主》，正当我读到白雪
公主接过苹果要吃时，我急得大叫：
“不要啊！”正在
切菜的奶奶吓得把刀停在了半空中，不知所措地望
着我。同学们送了我一个
“小书虫”
的外号。
我还是小主播呢！上次学校晨会，我带的是语
文课本里的“货”——粽子和鸭蛋。一走进直播间，
看着一篮篮的粽子，我想起屠再华的《端午粽》，就提
起一把，脱口而出：
“外婆包的粽子，馅料多种多样，
除了红枣粽还有红豆粽和鲜肉粽……”再看看一筐
筐的鸭蛋，我想起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我把鸭
蛋络子一个个地挂在脖子上，滔滔不绝地推销着鸭
蛋：
“怎么挑选鸭蛋呢？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
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瞧，筐里
的鸭蛋有的样子萌萌的，
有的秀气……”
我也很会恶作剧。愚人节那天，我把饼干里的
奶油挖出来，挤上牙膏，抹上辣椒酱，自己在学校里
大口地吃着没有“加工”过的，其余的都分给同学吃，
并送上“愚人节快乐”。有同学一口咬下去，便立马
跳起来，龇牙咧嘴地找水喝，这般模样逗得我们笑个
不停。
哈哈，这就是我，一个爱看书、能说会道又爱恶
搞的女孩。
指导老师：
潘亦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