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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枯草在炙热的风中刮
动，起伏跌宕，又黯然地伏下身。
只要向火红火红的地平线一瞧，便
总可以望见斑马疏疏地散在红色
荒野间。你只需等待，它们便悠闲
起来，扬起被镀得金黄的蹄，不紧
不慢，不慌不忙。它们生来便是机
智而敏感的，你一不小心近了几
步，它们便在那一刹，迈出蹄，两三
个为伴儿，踏出野性的尘风，用不

驯的身姿消失在荒芜的地平线。
它们也是美丽的，只是难得看清罢
了。黑色的野蛮为它勾勒出矫健
的身段，白色是温驯却又有不屈的
心，它们并不像是狗，奴性是融化
在狗血液里的。它们是自由的，在
荒野上用原始的心来闯荡出生命
的足迹。正想着，又见它们奔驰在
天边，迎着血红色的阳光，渐行渐
远……

美术小知识：上期我们在
美术小知识水油分离技法中提
到了油画棒这个绘画材料，可
能很多人对于“油画棒”这个词
还不太了解，今天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这种绘画材料。油画棒
是一种油性彩色绘画工具，由
颜料、油、蜡的特殊混合物制作
而成，一般为长10厘米左右的
圆柱形或棱柱形。它手感细
腻、滑爽、容易涂抹，而且色彩
之间可以产生叠色、混色的精
彩效果。因为它比较软、油性
足、涂色面积大，孩子使用起来
比较方便，所以低幼的孩子特

别适合使用。这幅金沙小学王
思翰同学的《绚烂花开》就是用
油画棒创作的，他就充分利用
了油画棒色泽鲜艳，叠色、混色
自然的优势使画面色彩丰富而
和谐。油画棒不但可以直接涂
抹上色，还可以用混色、层涂、
刮除、分层等技法做出丰富的
效果。所以甚至有些画家在创
作时都会用上它。市场上油画
棒色彩非常丰富从一盒12色到
50色都有。我认为16色到25
色的颜色选择对于一般孩子来
说基本够用，不必贪多求全，造
成不必要的浪费。

天 边 的 云 像 什 么 ？
龟？鱼？抑或是融入其中
的童年回忆。

——题记
我望着天空，仰卧在天

空中纯洁的云在风的扰动
下懒洋洋地滚动着。我，一
直坚信，每朵云，是每个人
的童年回忆。我，瞥见了自
己的云。

一
那时的云淡灰淡灰的，

有时会有一小阵雨珠挣脱
了云的束缚，从云中降到我
的脸颊，从我的脸颊上踉踉
跄跄地滑下，落下，在水塘
上泛起一阵波纹。这是我
小学生涯的第一天。我红
扑扑的脸上挂着泪，极不情
愿地走向教室。

我走入教室，找了个偏
僻的地方坐下，歪着头，听
着老师说个没完。

“你，起来读读。”老师
让如梦初醒的我宣读《小学
生准则》。我不知所措，脑
子里一片空白，只得扶着
墙，慢慢起身，用极其微弱
的声音读着。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我
越读越大声，越来越自然。
直到我坐下，博得一片掌声
时，我才明白——我是个小
学生了。

此刻，云，微笑了，泄出
一缕赞许的光，暖暖的，充
盈在我心里。

二
云，已接近黑的灰，死

气沉沉，压在人的头上，预
示了一场大雨将要发生。

那是节体育课，我本来
心情大好，从操场拐到树林
时，却看见一个较为强壮的
同 学 在 打 另 一 个 瘦 弱 的
同学！

那名强壮的同学平时
就是成天瞎游荡，不学无
术，却死要面子，恃强凌弱，
属于“校园霸王”一类的。

我扬了他一把沙土，他
丢下“猎物”，直奔我而来。
他站在我面前，盯了我几
秒，蛮横地歪着嘴：“你连我
也打？”随即给了我的肚子
一击。我腹部肌肉一抽，肚
子像挤满浓雾，又沉又闷。

但我也不是吃素的，又
给他一大堆沙、石子。它们
像暴风疾雨似的向那“校园
霸王”劈头盖脸地轰炸。他
就像头受惊的野兽，捂着
脸，跌跌撞撞地窜走了。

云被气流野蛮地撕开，
雨浇在我身上，冷却了我刚
刚加热到极限的内心，让我
的心，爽快得不可言喻。

三
那天，云，与我，欲哭无

泪。在云所释放的湿气中，
有了我们全班的泪水。

我要转走了，离开五年
来那个熟悉的地方。这难
道是梦吗？一幕幕的情景
在我脑中闪过——闪过，再
闪过；重复，又重复。那是
多么美啊！的确，童年美得
不真实了，不如称其一场
梦。犹如浪花，这些事拍击
着我的心灵彼岸，留下脆弱
的痕迹——浪花回得多快，
事就过去多久。

我留恋地向教学楼望
了望，又噙着泪花，不舍地
挪到同学边，告别。

还记得我们一起去树
林里面搭建城堡吗？还记
得 我 们 一 起 滚 过 小 山 坡
吗？还记得我们打过一场
架吗？同学的声音在我耳
畔回荡，我真想让时间在此
滞留，永远待在这里。

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只好走了，尽管迈出那每
一步都极为艰难。

童年，我可以去树林子
里搭建自认为坚不可摧的

“城堡”；我可以去为了同学
的一句话从这滚到坡下面；
可以因打抱不平而被打得
头破血流……

啊，如果时间不允许
我，云，请你允许我再来
一次。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道分校预备年级1班 庞智友

童年·云

今年的秋天似乎比往
年更持久一些，已经是 11
月下旬了，空气中不但没有
深秋的凉感，反而还充斥着
秋日残阳的暖意，烘得人软
绵绵的，做什么事都提不起
劲儿来。

只穿件衬衣和薄运动
裤的我无精打采地走在放
学的路上，粘人的书包像会
功夫般的使了个千斤坠，越
发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个月的数学月考成
绩简直不忍直视，完全是
360 度无死角地证明了初
二以来我数学学习的溃不
成军。耳边还充斥着昨晚
父母轮番上阵的质问和训
斥，字字句句犹如芒刺扎进
我的心。不是不努力，不是
不勤奋，可为什么就没长进
呢？面对目前一团糟糕的
状况，我心如乱麻，束手无
策。心底冒出个声音：管他
呢，已经尽力了！也许再怎
么努力也是白费，我根本不
是那块料！就在数三班混
着走吧！

一路上脑中翻腾着胡
思乱想，不知不觉已经走到
了小区门口。就在这时，几
片金黄的树叶晃晃悠悠地
擦着我肩膀飘落。抬头一
瞧，哦，是门口的老银杏
啊。自打我上了初中，每天
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好长时
间都没正眼瞧过它了。要
知道，树下有我蹒跚学步的
印记，有我童年捉迷藏的欢
声笑语。老树，你是在和我
打招呼吗？那年挖蚂蚁洞
伤着的树根都愈合了吗？
淘气的我将鞭炮塞进树皮
炸裂的伤口还疼吗？你的
枝干还是那么粗壮结实，布
满条棱皱纹的树皮却讲述
着你饱经风霜的故事。

一阵风吹来，更多的银
杏叶蝶舞般飘飘悠悠地、打
着旋儿落下。抬眼望，逆光
中茂盛的枝叶正处在色谱
上最迷人的金黄时期，整棵
树在夕阳的映射下，透着蜜
蜡般的神秘光泽。

就在此刻，时间仿佛被
喊停，我心里只容纳下这帧
独特的风景。

这就是严冬里那棵羸
弱的银杏吗？想起那光秃
的、片叶不存的枝丫没有一
丝生机，与周遭的环境极不
协调，像一位行将就木的老
人再也熬不过寒冬。却不
曾想它一直默默积蓄力量，
再次咬牙挺过。复苏在春
天，茁壮在夏天，收获在秋
天。特别在这深秋之际大
放光彩，将积蓄多时的能量
爆发出来，骄傲地向路人展
示最美的自己。

其实，一年中的绝大部
分时间里，老银杏树几乎都
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但它一
直用努力在证明：总有那么
一天，你们会见证我化蝶的
奇迹！

时间的钟摆又晃动起
来，沙沙作响的叶子似乎在
诉说着什么。老树啊老树，
你一定是想告诉我：别气
馁，孩子，为什么不抛开烦
恼，再搏一次呢？我等待着
与你一起迎接收获的季节！

霎时，我的心中如同照
进了一束光，豁然开朗。对
呀！不放弃不抛弃，不能被
自己的懦弱打败！这点坎
儿就迈不过去了？成长的
坎坷路还长着呢！

老树啊老树，谢谢你陪
伴我成长，也请你给我信
心，见证我化蝶的奇迹！

谢谢你，你永远是我心
中最美的风景！

泡桐树中学2017级语文7班 李若琪

心中最美的风景

“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
碧流”。端午，一个竞渡的节日，“至
今仓江上，投饭救饥渴。”在诗人苏
轼的笔下，端午变得悲伤了！“五色
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端午，一个
吃粽子的节日，在这天我们品粽、绣
香包……粽香夹杂着艾草香，一下
子就变成了“多味”的端午节了！

你瞧！教室也充满了端午味
儿！开始做香包了！同学们争先恐
后地找教师要针线，我们女同学自
己穿针引线，仿佛变身为一个个小
绣娘，一个个跃跃欲试，而男同学个
个笨手笨脚，要等着老师一个一个
地帮忙。老师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
香包的内包，白色的，已经有三条边
缝好了，还有一条边没缝，因为我们
要从这条缝里面装艾草，艾草有一
股淡淡的清香，老师说：“夏天艾草
可以防蚊。”把艾草装满后，用针线
把内包缝好就可以了！此时，我非
常紧张，因为我只要稍微不小心，就
可能会把内包弄破。我小心极了！
把针往内包的一端扎进去，又拉出

来，延长大约一毫米后再往上扎，拉
出来，就这样反复一直到尾部，最后
打一个蝴蝶结，把多余的线剪断就
大功告成了！选一个漂亮的香包，
把内包装进去，拉紧松紧，便成功地
做出了香包！做完，收工！看看别
人，再看看我手里的香包，心生一丝
得意，看来我做得还不赖嘛！

我挑选的香包是蓝色的，上面
用金色的丝线绣上了荷花，在一颗
晶莹剔透的小珠子下方挂满了红色
的流苏。蓝色，给人冰清玉洁的感
觉，而红色又让人热情似火，俗话说
得好：冰火两重天，这个香包便是
了。看着它，我的脑海里忽然出现
了一句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香包上的荷花在我
的脑海里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好
看！一股淡淡的清香萦绕着我！

回到家，我把香包挂在了我的
床头，晚上，淡淡的艾草香伴我入
眠。这一天，真是一个充满艺术味、
故事味、人物味、历史味的多味的端
午节啊！

成都花园国际小学四年级一班 周依凡

多味的端午节

我有一个特别的妈妈，我们只
在白天见面，夜里，我会想念她，把
她想成蜡烛，因为她总是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又把她想成春蚕，因为她
吐丝不止、孜孜不倦。有人说她是
园丁，是工程师，我只知道，她是我
的妈妈，我的老师“妈妈”。

想知道我的老师“妈妈”是谁
吗？她的眉毛比月亮还弯，大眼睛
比星星还闪，小巧的鼻子就像清秀
的山峦，红红的嘴唇是温暖的朝
阳。她有一头披肩卷发，黑得发亮，
身材有一些胖胖的，看起来很萌。
她就是我的班主任——易佳。

一年级时，一个寒风凛冽的早
上，大家都穿上了羽绒服，只有我还
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衣。体育课下
楼，呼呼的寒风吹得我嘴皮发紫，全
身发抖……天啊，谁来救救我啊？
再这样吹下去我肯定要生病了……
我就这样在寒风中度过了整整一节
课。下课回到教室，我突然感觉肚
子又冷又痛，像是有个小人儿在我
胃里拳打脚踢，我使劲捂着肚子，趴
在课桌上，浑身没有力气。我的同
桌王彦博告诉了易老师，她来到教
室里，看到趴在桌上的我，轻声道：

“怎么了？”我努力抬起头，感觉眼皮
千斤重一般，根本说不出一个字
来。她温柔地扶着我走向办公室，
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终于，拿出一
张方方正正的袋子俏皮地朝着我扬
了扬说：“这下不怕冷了！”啊！竟然
是暖宝宝！我用僵硬的嘴角艰难地
笑了笑。易老师让我站在她跟前，
撩开我的棉衣，把“暖宝宝”贴在了
我的秋衣上，又摸了摸我的手，便离

开办公室回教室了，看着她那有一
点点胖的背影，我感觉背心里一阵
阵暖流蔓延开来。我一个人在办公
室发着呆，不一会儿，易老师又出现
在我面前了！她兴高采烈地奔向
我，手里拿了一件蓝白相间的校
服。“看！我给你找到一件校服。”易
老师像一个找到宝藏的探险家一
样，洋洋得意地对我说。我一下笑
开了。她轻轻地帮我穿上校服，抱
了抱我，问：“肚子还疼吗？”我摇了
摇头，说“不疼了”。此时，我感觉身
体里那股暖流已经遍布全身，充满
力量。我望了望她，想说声谢谢，可
不知为什么这两个字在嘴边却没说
出口。易老师仿佛读懂了我的心
思，她摸了摸我的头，温柔地说“赶
快回教室上课吧。”我点了点头，跑
回教室。窗外还是寒风凛冽，穿着
单薄的我坐在同学中间特别显眼，
但只有我知道那张小小的“暖宝宝”
和一件薄薄的校服，比任何一件羽
绒服都温暖。

还有一次，好像是语文课吧，我
发高烧了，头痛得像插了许多钢针，
眼泪不自觉地从眼睛里狂奔出来，
还忍不住想发吐，干呕了几下。周
围的同学唰地看向我，眼神里似乎
有一点怕怕的感觉。易老师发现
了，赶紧把我扶到卫生间里去吐。
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怕易老师嫌我
吐得脏，嫌我烦，可是她却一直抚摸
着我的背，从头到尾都没离开一步，
关切的眼神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她安慰着我，照顾着我，那一瞬间，
我感觉易老师就像妈妈一样，无论
我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她都能给我
贴心的帮助，她是多么让我感到安
全，感到温暖！

都说孩子是妈妈的天使，我的
易妈妈是那么善良、温柔、美丽，上
天一定会派很多天使去守护她，所
以她来当了我们的老师。

我的老师妈妈，我会爱你，爱所
有人，就像你爱我那样。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四年级三班 邵子宵

我的老师“妈妈”

·肯尼亚之旅(2)载连

跃动的精灵
成都市泡小西区五年级（1）班 冯诗涵(现六年级)

荒野炽热，在车下

似乎要燃烧起来，一浪

一浪地掠过茫茫红

日。这里最常见的，便

是斑马了，几只，或一

群，黑白分明地混在荒

野里。近点，却又找不

着了，一抬头，才发现，

它们已踏着自由的步

伐，渐行渐远。

——题记

尺寸：宽45，高40厘米不规
则圆形。

这是一幅表现向日葵的作
品。虽然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
下解读了来自凡·高的《向日
葵》，但是王思翰小朋友没有照
搬大师的构图和色彩，而是大胆
地想象创作，表现出几株散落的
冷色，在暖色的衬托下的冷艳之
美。因为运用了油粉棒和水彩
的油水分离效果，碰撞而出了绚
彩的画面，表现了来自孩子眼中
心中绽放的绚烂花开。

《绚烂花开》
王思翰 金沙小学一年级5班

《幽兰吐蕊》
易姝妍 实小菁华分校四年级四班

《瓶花》
周宸羽 成都市花园（国际）小学2年级3班

《独步寻花》
谢文婷 金沙小学四年级五班

点评专家：匡敏 青羊区中小学美术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

这是你离开我的第一百四
十三天。

还记得两年前吗？那时的
你还是一只瘦弱的小野猫，被
人追赶来到我家院子里，与放
学回家的我碰个正着。天生爱
猫的我想摸摸你瘦骨嶙峋的身
子，可是，我向前一步，你便后
退一步，你扑闪的大眼睛里满
是戒备。我把弟弟喝剩的鱼汤
端到楼下，远远地看着你舔着
鱼汤，啃着鱼骨那幸福的样子。

经过一段时间，你终于肯
放下戒心和我亲近，我只用在
院子里“喵——喵——”大叫几
声，就能看到你从院子里的某
个角落里钻出来，讨好似的蹭
蹭我的脚。我们总在一起：你
在阳光下打盹儿，我就用手绞
你的胡须；我把你毛茸茸的小
脑袋揉得乱蓬蓬，你不大高兴
地梳理好毛发，用小爪子轻轻
抓抓我手背。有一次，我把你
领到家，你就在沙发上解了一
泡小便……记忆中充满了我和
你的欢声笑语。

不久前，你在停车场一角
的大纸箱里生下了六只可爱的
猫宝宝。开始两周里，我们还

是一如既往的亲密，可是随着
时间推移，你来找我的次数渐
渐变少，我本以为是你当了妈
妈后要以猫宝宝为重。可是却
在一次探望猫宝宝的过程中猛
然看见纸箱中只剩下两只猫仔
和你满是戒备的眼睛以及那伸
出皮鞘的爪子，我不禁打了个
寒战。你是在怀疑我偷走了你
的孩子吗？

一周后，又一只猫仔的失
踪令你彻底抓狂。看着你的眼
眸里燃烧着冰冷的火焰，我将手
伸进箱子里想要摸摸你，却冷不
防被你狠狠咬了一口。“啊！”我
疼得跌坐在地上，伤口直向外渗
血。我又瞄了你一眼，发现你正
龇着牙望着我，全身的毛都炸开
了，发出“呜呜”的低声警告。我
摇摇头，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走
了。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你
却不信任我？

不久，你病了，而且很严
重。上吐下泻，发着高烧。看
着你被折磨得如此痛苦，我不
禁泪流满面。你就让我摸摸
你，给你喂点药吧！我在心里
苦苦叫道。可你依然怒视着
我，依然不让我接近你，依然不

吃我送去的一切食物。尽管你
已经走起路来歪歪斜斜，尽管
你已经有七八天没有吃饭，尽
管你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照
顾猫仔，但你还是硬撑着，硬撑
着……

第二天一早，你走了。你
侧躺着，黄色的眼睛睁得大大
的。我轻轻移开你的前爪，巴
掌大点儿的唯一一只小猫仔被
你护在胸前，它也走了，小嘴还
叼着你干瘪的奶头。我哭了，
把衣裳撕成两半，半盖半垫，再
把猫粮撒在你嘴边，你已经十
天没有吃东西了。我把你和猫
仔连同箱子一起埋在了土里。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个
劲往下掉。

愿到了天堂的你，永远不
要忘记，那个曾爱极了又伤透
了你的我，也请不要忘记，在这
座城市里，有一个地方，可以永
远免费为你提供猫粮和牛奶，
也请不要忘记，你生前所发生
的一切……

谢谢你，带给了我那么那
么多的东西，即使我们的缘分
那么浅，就算这样，我也希望我
和你，心连心……

我和你，心连心
成都市少城小学六年级三班 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