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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见闻

我的超能妈妈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七（9）班 刘佳铭

在我心里，我的妈妈是
拥有超能力的“外星人”。她
给与我无限关爱、照顾，解决
我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困
难，下面请容我细细道来。

首先，她工作很出色。
带领她的销售团队做出了很
好的业绩，妈妈常说自己是
个女汉子，可以上厅堂下厨
房，为此沾沾自喜。

其次，妈妈会“魔法”。
就像会变身的小魔仙一样，
她回到家中就开启整理家务
模式，拖地、擦桌子、整理衣
服、做饭，一会儿家里就变得
整洁明亮，还有我喜欢吃的
一桌子好菜。

最后，妈妈还是个时尚
达人。新款包包、流行服饰，
没有她不知道的，而且，不管
她多累，一说逛街，那可是立
马满血复活。结果，我们家
都是她的各色包包、衣服。

还有一点，妈妈车技特
别好。不知道是不是天天开
车接送我上学练出来的，妈
妈经常自豪地说她去参加专
业赛车的话一定会拿奖。

妈妈虽然拥有这么多超
能力，但做得最好的应该就
是爱我。有一次，我在学校
晕倒了，得到消息的妈妈飞
似的赶到学校，我想一定把
她引以为豪的车技发挥到了
极致。昏迷中的我听到妈妈
哽咽的声音：“乖儿，没事的，
妈妈在，不要怕！”我躺在妈
妈温暖的怀抱中，她一直抚
摸我的手，用爱缓解着我的
疼痛和害怕。那一刻，我觉
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拥有超能力的妈妈偶尔
也会短路，表现出来很幼稚
的一面。每次去超市买东
西，她都问我要不要买零食，
其实买回来的都是她自己想
吃的！呵呵，连我都能识破
她那点小心思！

这就是我可爱的超能妈
妈！你们也和我一样拥有一
个超能妈妈吧？那我们就在
超能妈妈的关爱下，幸福地
生活吧。

点评：分条罗列妈妈的
各项特点，条理清晰。

海之南旅行记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六（4）班 王可依

三亚之旅，是我用期末
考试的五张奖状挣来的。
刚上六年级时，爸爸说，只
要你期末考试拿三张奖状，
就带你到海南去旅行。我暗
自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期
末成绩好得远超预期。老爸
履行承诺，带我去度假。

三个小时飞行，2000公
里跨越，从河之南到海之
南，时空翻转，换了人间。
热带海洋季风席卷，天蓝得
深不可测，空气清新，富含
的氧离子令人沉醉。

三亚，上帝不小心打翻
了颜料桶，将蓝天、白云、碧
海、青山、绿椰……一股脑
地赐予了这座海滨城市。

在这个被上天恩宠的
地方，我们把自己好好地宠
溺了五天。

五天的时间，节奏变得
缓慢，仿佛电影里被刻意放
慢的镜头。在山水奇观的
大小洞天呼吸新鲜空气，在
水暖沙白滩平的大东海戏
水玩沙，在神秘浪漫的蜈支
洲岛下水深潜，在椰风飘香

的椰田古寨感受苗族的民
俗风情，在海天一色的西岛
大快朵颐……时间仿佛从
未这般富足过，它们埋在沙
滩里，它们卷在翻腾的白色
浪花上，它们在日出日落的
云霞里，在云卷云舒里。

夜空深邃而通透，繁星
洒满浩瀚的天幕，似乎可以
望见遥远的银河。

“丫头，你看，那就是北
斗星。”老爸指着最亮的那
几颗星告诉我。顺手势望
去，那些星星如同幼儿园里
假装午睡的孩子，听到响动
倏然全部睁开眼睛，一眨一
眨，充满灵性。多美啊！

可是星空却变得越来
越难得一见，是霾太厚还是
雾太浓？我不知道。老爸
希望我能记住三亚这个美
丽的星空，在今后人生的旅
途中，埋头走路的同时，不
忘常常仰望星空。

指导老师 娄慧玲

点评：语言优美流畅，
展现了三亚的美丽。

故乡的云
辣妈正传 怀念童年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七（9）班 王潘

昨晚，故乡的云又轻轻地
飘进了我的梦中，让我不由得
想起童年在老家的日子。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每逢
假期我都会被送到农村的老
家。而这些日子，也成了我一
年中最快乐的日子。暑假的
时候，我喜欢在田野中奔跑，
云朵就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追
着我，就算我跑得再快，也甩
不掉它。等跑累了，就坐在地
头的小坡上，静静地望着火红
的夕阳，等着爷爷奶奶来叫我
回家吃饭。夕阳的余晖照在
云上，反射出深浅不一的红
光。我想，一定是有人打翻了
红墨水洒在天空上。

到了寒假，天上的云就很
少见了，大部分时光都是白茫
茫的一片，显得很冷，也没有
生机。不过，记忆中老家屋里
的冬天不冷，家里的灶台仿佛
永远不会闲置，总会咕咕嘟嘟
地煮着各种各样的粥；火盆中
的玉米芯也永远不会燃尽，
偶尔从中飘出烤白薯的香

味……每每此刻，故乡的云，
就变成了屋子里暖暖的雾气，
而云里夹杂的，则是爷爷讲的
一个个奇妙的故事。

假期结束后回到郑州，我
总会尽力寻找像故乡那样的
云，那种轻柔又温暖的感觉。
可惜，城市的云总是少了一份
自由，少了一份向往，少了一
份悠适和温暖。

我又想念故乡的云了。
梦里，我变成了云。掠过

喧嚣的城市上空，回到了向往
的那个地方。我仿佛看到了
自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的洒
脱，爷爷红着脸与别人喝着酒
时的谈笑、奶奶坐在床边缝衣
服时脸上的慈祥，仿佛闻到了
厨房里翻滚的粥中弥漫出的
香气……这些都被故乡的云
卷着飘进了我的脑海。

我想，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走不出故乡的云的追赶！

点评：文字优美，感情真
挚感人。

看见
美好记忆

□河南省实验中学九（9）班 邹熠玮

我看到这世界，看到了你
便有了美好的回忆。

——题记
我过去看见的、如今看见

的、未来会看见的……它们都
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又见金色麦田
几年前，母亲带我在麦收

时节回到家乡。田间地头都
是人们忙碌收麦的景象。那
个一蹦一跳，怀中抱着一捆麦
穗的小姑娘，与我的记忆慢慢
重合。我看到小时候母亲带
着我在麦田中玩耍。小小的
人儿抱着比她还高的麦秆，一
蹦一跳地向田边走去，麦穗随
着小姑娘的走动有节奏地晃
着。取一穗麦子，剥开外皮，把
麦仁放入口中，唇齿间又充满
了与当年一样的清香。

窗边的奶奶
上周末，我与母亲一起去

探望奶奶。一进门就看到奶
奶坐在窗边。安详的面容与
淡金色的阳光混合在一起，美
丽的让人移不开眼睛。爷爷
还在的时候，两位老人就坐在
这窗边，感受着暖阳的温柔。
爷爷坐在藤椅上，拿着报纸细
细地看着，奶奶安静地望着窗
外来去的流云和飞鸟，脸上带
着浅浅的笑意……现在只剩
下奶奶一人独坐在窗边，依旧
望着那窗外的风景。

亲爱的同学们
伴随着悠扬悦耳的下课

铃声，耳畔的安静被同学们欢
快的说话声打破。我并不讨
厌这有点吵的声音，它存在我
的记忆中，让我就算是闭上眼
睛也可以看到可亲可爱的同
学。我们一起在题海中大杀
四方，一起在绿茵场上训练足
球，一起在实验室中安静地做
实验……周围渐渐安静下来，
黑板旁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从
三位变成了两位，我们一起学
习玩闹的美好时光所剩无几
了。

蓝天下的我
远眺，我仿佛看到了经历

过中招洗礼后的我们。我们
一同挥洒汗水的操场、嬉笑打
闹过的走廊、充斥着爽朗笑声
的教室、与我们一同成长的花
草树木，还有那些我们记忆犹
新的习题都将离我们远去，等
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全新的
校园。

看见，本就是一种美好。
我可以从记忆中看到过去；从
生活中看到现在；从想象中看
到未来……我看见了这世界，
看见了你们，于是有了美好的
回忆。

点评：一个个镜头，
充满画面感，纯真美好。

我班里的
“傻”同学

亲密伙伴

□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
小学五（1）班 梁义嵩

在我们班里，有一位
“傻”同学，有人说他傻得
不透气，有人说他傻得不
开窍。可是，我不这样认
为。

周末，我俩约好一起
去新华书店看书。我们
乘上公交车后，发现车厢
里有座位，便坐在了一
排。到了下一站，有一位
老爷爷和两位老奶奶上
了车，看此情景，“傻”同
学把我拉起来说：“咱把
座位让给他们吧！”我俩
站了起来，两位老奶奶说
了“谢谢”便坐下了。那
位老爷爷因没有座位站
在了一边。

公交车开动了，老爷
爷用双手紧紧抓着扶手
有些站不稳。“傻”同学看
到后对我说：“你扶好老
爷爷，我看看去。”只见他
在车厢里转了起来，发现
后面两个座位上只坐着
一位中年妇女，另一个座
位上放着她的东西。于
是，他说：“阿姨！车上还
站着一位老爷爷，请您把
东西拿下来！把座位让
给老爷爷坐吧！”那位中
年妇女瞟了他一眼，不高
兴地把座位腾了出来，他
赶紧把老爷爷扶到座位
上，老爷爷夸他懂事，车
上的乘客向他投来赞许
的目光。

其实，我的“傻”同学
是班里的大好人。他乐
于助人，在班里脏活抢着
干，打扫卫生很积极，并
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老
师多次在课堂上说，希望
大家向他学习，做一名优
秀的学生。

由此看来，我的“傻”
同学并不傻，而是优秀。

点评：观察细腻，描
写具体生动，说服力强，
达到了启迪人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