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蝉鸣渐盛的7月，我终于下定决心辞掉了
工作。没有浪漫的诗与远方，也早过了世界那么
大想去看看的年纪，实在是因为公司不给我批年
假和调休，没法带娃娃出去耍。看到女儿一天天
长大，回味起来好像的确因为忙碌，错过了太多
她的美好瞬间。

用辞职为代价，还女儿一个完整的暑假，我
这个当妈的，也是尽力弥补了。当然，这其中也有
我个人的职业规划考虑，不能都算在孩子头上。

我和女儿共同制定了暑期“每日学习安排
表”，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要背九九乘法表、练
书法、学英语、弹琵琶、演口算和下象棋。在家的
时候严格执行，出去玩的时候可以适当放松，但
英语和乐器是不能放松的。

相比平日里，暑假增加的消费项目主要是国

际象棋集训班和旅游。我们家属于比较有计划性
的家庭：寒暑假就是雷打不动的国际象棋集训，
然后每年会出去游玩一次。

我猜大约99%的家长，暑假里都要给航空公
司做一回贡献。我们家这周在都江堰避暑，下周
就要启程去昭通。我朋友跑得更远：一家四口直
接去的北欧，打算呆上半个月，代价是把10天年
假一次性休完，还要加班调休再请假，这才不枉
一大笔机票钱。

粗粗算了笔帐：暑假期间，我们在孩子身上
的花费，大约占据同时期家庭总支出的一半以
上，但这些都是在我们计划之内的。我也私下有
怀疑：很多爸妈打着暑假陪孩子的旗号，其实自
己玩得巴适惨了（我自己就是）。所以这口“暑假
高消费”的锅，也不能全让孩子来背，对吧？

花在孩子身上的钱
超过暑期家庭总开支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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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苗
作文

各位爸妈，暑假已近尾声
你们的钱包
挺过来了吗？ 萝卜汤，西米露 还有凉风吹过山路

泡桐树小学境界分校 五年级四班 任一齐

7月29日上午10点，我们商报小记者从成都出发，去
峨眉山农夫山泉工厂探访。中午到了峨眉山，午饭时美味
的萝卜汤让我赞不绝口，下午参观了报国寺，晚上，夜市二
中的西米露，简直好吃到让人咬舌头。

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农夫山泉工厂开始寻找水源之
旅。上山的路开始一路坦途，越到后面，山路越是崎岖不
平、坑坑洼洼，但是山上凉爽怡人，小松鼠在树上窜来窜
去，一只野鸡飞快地从我们的眼前掠过……四周绿树环
绕，鸟和蝉的叫声汇成一片，凉风吹过，感觉自己在天堂。

虽然山路难行，但是一路上的所遇所见、欢声笑语，让
我忘记了疲累，不知不觉农夫山泉水源地到了，一条倾泻
而下的瀑布形成一潭清澈见底的泉水，这就是我们平常在
超市买到的农夫山泉的水源。

下午，我们参观了农夫山泉工厂，里面错综复杂的各
种运输管道直接连接水源地的水，全自动输入储存箱，经
过多种工序过滤，再进行灌装出厂，一瓶瓶农夫山泉来到
我们的手中。

水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之源，节约用水，一点一滴
从我做起！

参观海鲜批发市场 看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
盐道街小学东区 三一一班 蔡佳良

今天，我和其他几名商报小记者跟着市中心食品药品
监督局参观了海吉星批发市场。大厅里，一个讲解员阿姨
介绍说：“所有人都要交食品安全报告，有品名、产地，等
等。没有产品报告的进入待检区等待检查。然后所有产品
都要经过检验区，检验合格不合格。合格的正常销售，不合
格的第一时间反馈到食品药品监督局。监督局的工作人员
将不合格的产品调查后，进行处理……”

然后，我们来到了检测食品的实验室。它分为液相分析
室和气相室，液相分析肉类，气相分析蔬菜。我们前面有一
位叔叔剪碎了一些毛肚，在检查着什么。旁边还有大约几十
个小瓶子，装的是不同种类的毛肚。等人群走散了，我便问
叔叔：“叔叔，请问这个怎么检查呢？”“就是看有没有甲醛和
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有水分的提取汁液。”叔叔答道。

在水产品区域，迎面而来的是一股刺鼻的鱼腥味。哇！
好多海鲜跟河鲜啊！爬爬虾、草虾、龙虾、红贝、赤贝、黄金
贝、兰花蟹、大闸蟹……琳琅满目，我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
了。“每个店铺都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只要用手机一扫，
商铺主人、产品种类、产品从哪里来、是否合格，都一目了
然。”阿姨说。我想，现在的技术真是先进啊。

赶紧撒了一泡尿 可是那条“蛇”还在！
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 四年级三班 袁御贤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
开。”今天早上，我读到白居易这首描写儿童趣事的诗时，
不觉想起了自己去年夏天在爷爷家经历的遇“蛇”趣事来。

那天下午，我在稻田里捡稻穗。正在我捡得高兴的时
候，传来了蝈蝈的叫声，我定了定方位，打算捉住它。当我终
于发现了它，正想全力扑上去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个东西钻
进了我的裤子里，我伸腿摆了摆，那东西一瞬间窜到了大腿
上，痒痒的，紧接着，小腿有一股凉丝丝的感觉直往上爬。

“不会是蛇吧？”额头上的汗水一下子冒了出来，吓得
我一动不动，接着我想起了《荒野求生》里贝尔说过的一句
话：当蛇缠在你腿上的时候，撒泡尿就能赶走它。紧急时
刻，我来不及脱下裤子就撒了一大泡尿，裤子全湿了。

可是我轻轻摆了摆腿，那条“蛇”不但没有被吓走，反
而继续往上爬了几步，我吓得大叫一声，哭喊道：“妈妈，救
命呀！”

妈妈听见我的哭声，从不远处跑来。问明白了原因后，
她叫我不要动，说只要不动，蛇就不会咬我的。

妈妈拿了一根小棍子，先是小心翼翼地戳了几下，那
“蛇”没有反应，妈妈又大起胆子稍稍用力捅了几下，还是
没有动。妈妈试着把手伸进我湿乎乎的裤腿，摸索了一会
儿，最后摸出了一根粗粗的长稻草…… （指导老师：谭露）

短暂的生命 也有长久的感情
——《夏洛的网》读后感

泡桐树小学四年级四班 杨晗希

“因为活着就意味着还能再把《夏洛的网》读一遍，而
读《夏洛的网》就意味着活着。”我始读此书时，看到严锋的
这个评论，十分惊讶。

这是关于友谊的一本书啊，怎么能和生命做比较呢？
严锋老师一定在写《夏洛的网》有多么好看。

经过提问和思维导图，我真的发现这本书与生命有
关。小猪威尔伯一生下来就被死环绕着，帮助它逃离死亡
的有弗恩和蜘蛛夏洛。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这是夏洛的人生理念。一句简
单的话，饱含着丰富的哲理。朋友是什么，朋友是相互帮
助，在夏洛快死时，她仍帮助着小猪——短暂的生命也有
长久的感情。在自然界，蜘蛛本身就是产了卵便死亡，而在

《夏洛的网》里，蜘蛛的死可以说是为了威尔伯。友谊不用
那么复杂，却更深刻。

“蜘蛛会写字吗？”这是夏洛救威尔伯的秘密。没人相
信蜘蛛会写字，也没人相信友谊会与生命相连。一个忠实

的朋友，夏洛，她的死和她的到来一样安静，没
有人关注她，只有威尔伯，但她不怨恨，不孤
独，因为她心里有爱。

夏洛和威尔伯的感情，我越读越觉得像妈
妈和孩子。母亲的无私与夏洛为威尔伯的付出
一模一样。夏洛没有真正当上母亲，但她对小
猪威尔伯的爱却像母爱一样伟大——呵护一
个新生命。

在这本书里，人长大了就对世界失去了好
奇心，就不在乎动物植物，就像弗恩的爸爸，他
认为一只猪的生命无关紧要。在大人的世界
里，动物是“不会说话”的，植物也“不会交谈”，
所以大人的世界没有生机。

《夏洛的网》是一本故事书，也是一本哲理
书。它是作家E.B.怀特的思想理念的表现，他
与普通人不同，用不一样的眼光看世界，就能
看到生命的爆发力和友谊的无处不在。

（指导教师：鄢小红）

菁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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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那则“月薪三万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的
新闻，着实引发了好一轮热议，其中大半是吐槽：报名
参加海外游学班、请保姆、学钢琴学游泳上培优班……
这是在炫耀吧？要是再给孩子报个上太空学天文的兴
趣班，岂不是月薪百万也撑不起？

这种“砸钱”式的教育，我们当然不认同，但是想要
没有花销地度过一个高质量的暑假，似乎也不太可能。
不论是旅行还是兴趣班，都是需要投入的。这不，上周
还有朋友在微信群里哀叹：“暑假快点儿结束吧，再不
开学养不起孩子了！”

扒着手指头盘算一下孩子的各种暑假开销，各位
爸妈，你们的钱包都挺过这个暑假了吗？

我一直觉得当父母是件很神奇、
很伟大的事情。我们把一个个幼小的
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眼看着他们会
跑会跳，四肢渐渐强壮，鲜活地绽放
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

所以，今年夏天我给自己的礼物
是：又当妈妈啦！

当老师的妈妈，最幸福的一点莫
过于：孩子放暑假，我也放暑假。因而
大女儿虽已 11 岁，却从出生起就没
离开过我。可是今年比较特殊，我没

精力照顾她，于是给她报了两个夏令
营：一个是去美国的10天游学之旅，
2 万 5；还有一个是学校芭蕾舞班组
织的中央芭蕾舞团集训营，也花了将
近8000元。

钱花出去当然会肉疼，但一方面
想让她尝试一下独立的集体生活，另
一方面也是对她教育上的投资，多体
验总是好的。

女 儿 前 一 天 刚 下 飞 机 回 到
家，第二天妹妹就降生了，我相信

这是姐妹间心有灵犀的缘分，不
然怎么会那么巧呢。贴心的姐姐
还 给 妹 妹 带 了 一 条 小 手 链 当 做

“见面礼”，但是妹妹的胳膊太细
小了，还承受不住。

伴随着新生命的到来的，还有责
任和义务：从前我是一个孩子的母
亲，今后我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啦！
我想，这个暑假我们家最大的花销不
是姐姐的夏令营，应该是这个新鲜的
小生命。

这个暑假最大的消费
大约是，又生了二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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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妈妈，我要这个！

采访/姜黎

每次玩耍一通之后，我和
老公都会默默念叨：人生在
世，吃喝二字，好像这样就比
较能原谅自己了。

我们家的生活状态是比
较简单的，暑假无非就是旅游
和吃吃喝喝。按家庭总支出来
看，我们家平时花在孩子身上
的部分肯定会略多，但假期感
觉孩子花销也不是很大。

我和老公都觉得孩子辛
苦一个学期了，应该放松一
下，所以暑假没有给他报太多
课外班，但每个暑假都会长时
间出去两次，夏令营或旅游，
没有太多的选择标准，因为对
他来说就是：好玩就行。

周末我们还会举家出行，
去近郊游玩。

他的同学们也一样，不是
在旅游就是在去旅游的路上，
去美国、去澳大利亚。在家的
就吃吃喝喝看电影，各种玩。
现在的孩子可比我们会玩多
了，我跟着孩子参加了各种各
样的“小派对”，这段时
间可以说是三天一大
聚，两天一小聚。现在很
多家庭间的交往方式都
是“娃娃社交”，我和我
儿子的同桌一家，上周
就约着去漂流了。

但是，空闲的时间多了，
意味着花钱的时间也变多了。
相信每个妈带孩子出门听得
最多的一句话一定是：妈妈，
我要这个！大多数时候，这些
要求都是无法拒绝的。咦，这
样算下来好像孩子待在家一
天也要几百。

本来我觉得孩子暑假花
不了多少钱，但越仔细算帐，
心头就越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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