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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起综艺，真是打发时间的最佳武

器。被主持人、嘉宾逗乐哈哈哈，跟着他们
落泪呜呜呜，哼着歌儿呀呀呀，推理演进
嗯嗯嗯，增长知识啧啧啧……一个多两个
小时就能飞逝而去。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最近，一档明星
竞演类真人秀《我是唱作人》简直开了冷
场之先河，隔着屏幕都能让我尴尬到无
言以对，充分体验到了静默时间的漫长
与枯燥。

2
那天，是《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场比

赛。有人要打破流量的枷锁，有人要撕掉
偶像的标签，有人要占领展示才华的舞台
……总之，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在音乐创
作上的卓越才能。

热狗表演了新歌《嘻哈没有派对》。他
在台上反复唱着“这风要怎么吹”，吹得台
下一呼百应，热度爆棚嗨翻了全场。然而
一回到“上位区”休息室，他的两个小老弟
就把他的浑身热情浇了个透心凉。那是全
场最尴尬的一瞬间，热狗坐到了梁博、毛
不易中间，三人挤在双人沙发上沉默不
语。事后热狗发了一条微博，配文：我终于
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没有派对。

热狗干脆跑去坐到旁边的小木马上，
上下前后地胡乱摇晃起来，为了掩饰尴
尬，他笑笑说：“这小木马好可爱，坐着也
挺舒服。”一旁的梁博只用一句话就把天
聊死：“我从小就不玩这个，觉得很奇怪。”
看完小女生的表演，热狗笑眯眯地说：“听
完，我恋爱了。就是这个感觉，你知道吗。
那个手势（手指比心）是这样子吗？”梁博
在一旁尴尬笑笑，从头到尾没再搭话。自
来熟如热狗，也只得就此闭嘴，坐回小木
马上，整晚没有再下来过。

梁博是真的话少、难搞。节目里聊对
手的环节，轮到说曾轶可了，他问：“我能
不评价她吗？”唱完小样互相投票，他说：

“我不喜欢这个环节。”两两PK，对手问他
怎么看这场比赛，他回：“坐着看。”第二期
两人又碰上，对手感叹上次硬聊太尴尬
了，他答：“那就千万别聊了。”

好怕空气突然安静，但这些话真的不
知道要人怎么接。

3
一个梁博已经很有杀伤力了，再加上

一个害羞、腼腆的毛不易简直要命。而当
梁博和毛不易对起话来，我至今不知道
有哪个词可以精准形容那个场面。惨烈
吗？大概还能比惨烈更惨点。

梁博：“昨晚上休息……”
毛不易：“就，正常。”
梁博：“昨天睡得晚吗？”
毛不易：“也，还行。”
结束了。他俩的交流戛然而止。两

人分坐在双人沙发的两端，给狭窄的空
间硬隔出个空气人形，连字幕组都感受
到了绝望，打出 5 个红色大字：真·无话
可说。

但梁博的冷场段位还是明显高于毛
不易，毕竟毛不易夸曾轶可的时候话多且
密。他说他喜欢曾轶可参加选秀时写的那
些歌，又补充，“《私奔》我也特别喜欢”。他
不是泛泛而谈的假夸，而是很具体的在赞
赏，“‘牵起我的手，对我点点头’我就觉得
写得太妙了！”“《最天使》也喜欢，‘最想要
得到，最害怕失去’。”“这些都是最直接的
东西，旋律也都好听。”毛不易的真诚，让
曾轶可感到不好意思。

毛不易也赞了梁博：“最喜欢（你歌里）
那句‘未来总会有人在’，你咋想出来的！”
梁博给了他一个无法反驳的反问回复：“你
也是写歌的，你问我怎么想出来的？”

我知道这是开玩笑，但连专业内的话
题都聊不下去，真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
可说的。好歹是个综艺，求求你们管管气
氛的死活。 （Atlas）

贾玲贾玲
对，“王牌家族”四个人，我最喜欢的

就是贾玲，开得起玩笑，反应又快。
所谓“开得起玩笑”，是指别人开她玩

笑她不但不会生气，还会主动自黑一下，
让节目始终处于一种很嗨很欢乐的状态。

比如别人说她胖，她从来不生气，虽
然她事实上确实越来越胖了——看她以

前在央视春晚和白凯南说相声的视频，发
现她那时跟普通人相比，根本称不上胖
（当然和艺人比，还是略胖了点）；后来上
《快乐大本营》，和宋仲基搭戏，戴一个中
长发的假发，虽然她自己号称“这个发型
遮住了我80%的脸”，但实话实说，跟现在
相比，也还好；但现在，真的，连脖子都胖
成藕节节了，整个身子，更是滚圆得随时
都在滚了。

但毕竟是女孩子啊，总归还是不希望
别人说自己胖的啦，而且是作为一个梗，
时时、处处都在说！但贾玲毫不生气，而且
丝毫不因为自己胖就没有自信。有一期嘉
宾是陈伟霆，陈伟霆跳舞自是不在话下，
每个关节都在动，但贾玲那个气场，灵活，
自信，据说还带火了那个色号的口红。

还有《流星花园》那一期，我的妈呀，
生生演绎了什么是“你的一举一动左右我
的视线”的追星女孩。广为流传的山东话
版本“哈啤酒”就不用说了，最重要的是，
当沈腾看到贾玲对言承旭那痴迷的样子，

“愤而”质问她：“你以后的老公看到这段
怎么想？”贾玲秒回，真的是秒回哦，而且
一脸不可思议：“你怎么就能确定我以后
的老公不是他（言承旭）呢？”哈哈哈，朱孝
天瞬间笑得都快岔气了，言承旭也是一脸
的惊讶。这反应，谁料得到？谁料得到！

沈腾沈腾
沈腾和贾玲的配合当然是好的，两人

眼睛对视一下，就能滋滋冒出火花，但说

实话，沈腾在这个节目里还是略油腻了些
——虽说人到中年不可避免地要发胖，但
胖到一身泡泡肉，玩个游戏一会儿就气喘
吁吁还是不好吧。其实他扮王菲顶着两个
丸子头和那英唱《相约九八》都还好，但扮
花泽类那个形象就太不堪了，整张脸在假
发下胖得都快扑出来了，不仅言承旭憋不
住笑，连他自己都忍不住要笑。

所以对沈腾，其他都好，就只有一个
建议：加强一下身材管理吧，脸和身材都
管管。

插一句：我女儿看到沈腾，只说了一
句话：妈妈，我终于相信你说的你们那个
年代没有“箍牙齿”这一说了。哈哈哈。

华晨宇华晨宇
之前我一直对华晨宇的印象不是太

好，总觉得他把自己打扮得太鬼眉鬼眼
了，但看了《天籁之战》后，就对他开始刮
目相看，觉得他至少情商很高，和节目里
的嘉宾相处得都很好，尤其是和前辈费
玉清，简直都快成连体婴儿了；说话很有
礼貌，看得出是一个家教很好的单纯的
孩子，而且一说话两只眼睛就弯成月牙
儿，露出一排白白的牙齿，非常讨喜。最
关键的是唱歌非常认真，是那种灯光一
暗或一打到他身上，不管现场多么喧嚣，
他都会立刻沉浸到歌曲的意境中，认真
准备、用心歌唱，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
歌手的纯粹，这，正是一个歌手最值得尊
敬的品质。

在《王牌对王牌》节目里，华晨宇一如
既往地展现了他在《天籁之战》里这一系
列优良品质，而且还在运动上给了观众们
莫大的惊喜。看得出来，他真的是一个很
聪明的人，任何事到了他手上，他都能沉
下心来认真琢磨，然后就会玩得很好。

除此之外，他一直强调自己很不会说
话，但他只要一说话就特别诚恳。比如有
一次节目让所有嘉宾对十年前的自己说
几句话，别人都说失去亲人的遗憾啊、希
望十年前的自己更勇敢之类的很稳妥的
话，但华晨宇作为一个新生代歌手，而且
是一个女粉丝众多的歌手，他却很意外地
说到了自己的前女友这样一个很忌讳的
话题，而且言语恳切，希望她过得幸福。还
有一次，就是言承旭上《王牌对王牌》那
次，他说他以前很内向很害怕见人，怕到
不敢去学校，因为人太多。后来他对自己
的要求不再是必须快乐，而是不痛苦。从
那以后，他就觉得自己活出了一个新境
界。是的，因为人一旦要求不高，反而会获
得意想不到的快乐。真的，现在彻底被华
晨宇圈粉了。 （夏周）

“王牌家族”比“快乐家族”有趣多了
其中最圈粉的是华晨宇

最近被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王牌对
王牌》圈粉了。上周星期天，我一个人坐在
沙发上看重播，连看三期，笑得像个傻子，
上初中的女儿看到我那样子，惊讶得下巴
都要掉下来了——因为我一向自诩有品
位，对国内的综艺节目向来敬而远之。

是的，好久没有这么笑过了，但这个
节目真的很好笑啊，我必须宣布，“王牌家
族”比“快乐家族”有趣多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但这些话真的不知道怎么接

菁苗少年 让孩子用脚步和笔尖认知世界

高处也胜寒高处也胜寒
草堂小学五年级7班 毛星睿

身高是这个年代，家长们除了学习之
外最为“龙”和“凤”担忧的事情。一个班级
里，最尴尬的事莫过于排在队伍最后一个。

或许每个人都是女娲精心制作的小泥
人，有的泥人用的泥多，所以长得又高又长，
有的泥人泥用少了，所以长得又矮又扁。

造我的“泥”可能用多了。在爷爷奶奶
和爸爸妈妈眼里，我只要往身高尺上一比，
就能把他们吓一跳；而在所有老师的眼里，
我简直不能放假，否则返校时迎接我的第
一句话永远是：“呀！睿睿又长高了。”或是

“快要有我高了哟！”这，绝无例外。
在运动会开幕前啦啦操队员招人时，

班主任总会首先望向我，然后将我的名字
告诉负责的老师。接着就是每天早上的彩
排，虽然有点耽误学习，训练也很辛苦，但
在琅琅读书声中、众目睽睽之下被叫走，
再回头看看教室里四十四双闪着光、充满
渴望的小眼神，心里又是几声大笑——哈
哈！乖，多吃饭哦！

班里同学的身高极不匀称，尽管我在排
队改错时，身后站着个学霸，但不知怎么的，
学霸们的身高都很矮，于是看见我在前面
时，总是转到一边，侧过身去，装作无所谓。

在陪着比我还矮的十七岁表姐逛街
买衣服时，我们走进那些墙上挂着衣服的
服装店后，每次都是她使个眼色，我便慢
悠悠伸出手，轻轻踮起脚，轻松地拿下衣
服，微笑着交给表姐。这时的她肯定是向
我投来一个羡慕嫉妒的眼神。

学校最近要选“协调精灵”，管得大家轻
声缓行。可能是我平时听话，所以入选了。在
管理别的同学时，我也很占优势：长得高，一
眼望去，威力较大，没有人敢违规，远处疯跑
来的同学一到我跟前，就秒“怂”了。

是谁说高处不胜寒的？这高处胜寒的
感觉何其美妙！

操场上的操场上的““人蚊大战人蚊大战””
成都市草堂小学五年级7班 毛星睿

那天体育课上，我们来到了篮球场。
抬头看看我的头顶，再看看操场上的“蚊
军”，就不由得想到梓炼同学，她一直都比
我还胆小，尤其对虫子最敏感。我们三个
只好围成了一圈坐，看着一个个黑色的小

点时升时降。“这群蚊子，总该解决掉吧！”
我提议后，得到另外两人的一致同意，于
是宣布“人蚊大战”正式开始。

刚开始，我纵身一跃，双手像夹心饼干
一样对“蚊军”一拍。首次交战，不说捉上几
十只，十只还是能拍到的吧。嘿！反应能力挺
快哈，“夹心饼干”中的“夹心”全部飞速分
散，居然一个也没被打中。这小飞蚊还真是
另类，不仅可以快速分散，还能疾速合拢！

我让小羽接着上，她的方法是驱赶，
双臂顺时针甩着，把那个完整的方阵搅散
了。转眼间，一团团“黑糯米”被搅成了“黑
芝麻”，可没过两秒又合拢了。她的双手
顺、逆时针变换旋转，趁蚊军们惊惶失措
还没合拢，我迅速站起了身，与她联手交
战，我用我的方式一边像跳跳蛙一样一上
一下地蹦跳，一边用双手张张合合地拍
打，手掌上隐约有了黑点。

还是不行啊，这样效率多低呀！怎么
办呢？只能牺牲一下梓炼了，我们仨围坐
一圈，头上迅速聚焦了许多敌军。“三、二、
一”我们默数，跳！刹那间，我们同时跳起。
啊！真是有成就，摊开手来，还是有点恶
心。虽然蚊军没有全军覆没，但这节课我
们仨玩得不亦乐乎。

但到了下一节体育课，我的头上又聚
集了一群蚊军。

难忘的春季运动会难忘的春季运动会
西芯小学五年级3班 李欣妍

指导老师：肖菊

星期四上午一大早，同学们迎着春

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到达了操场的点位
上。随着进行曲骤然响起，一个又一个班
级排着整齐的队形，迈着统一的步伐向
主席台走去。

此次运动会的团体比赛有：空竹、接
力赛、三面转法和拔河比赛。在拔河比赛
中，每个团队都把红绳子奋力向自己的地
盘拉，可是拔河比赛是我们班的弱项，比
赛输了，好几位女同学都伤心得哭了。

当单人项目开始时，整个赛场顿时沸
腾起来。加油声、助威声、呐喊声此起彼
伏、响彻云霄。

看那参加田赛的运动健儿们，各个精
神抖擞、神采奕奕；掷实心球的同学手抹
白粉，掷出梦想；跳高跳远的同学向着目
标一次又一次冲击；50米、100米、200米、
400米的赛道上，发令枪发出了“砰”的一
声，同学们都像离弦的箭一样，奋勇向目
标奔去。

我参加了一分钟跳绳，在赛场上，看
见同学们都信心满满，我不由得有些许
紧张。但是想起我在赛前定下的目标：
160个，再想想赛前的刻苦练习，我就不
害怕了。

“开始！”体育老师一声令下，我双脚
并拢微微错开，用手腕快速转动跳绳，用
脚尖迅速点地跳了起来。“1、2、3……”裁
判员数着个数，“停！”时间到，我停下来忐
忑地问道：“我跳了多少个？”

“167个”裁判员回答。167！达到了目
标，我开心极了！当大队委用话筒大声宣
布：“五、六年级组第二名，五年级三班李
欣妍！”时，我高兴地领取了奖状和奖品，

跑回班级，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今年的春季运动会，我们班获得了空

竹年级第一、班级总分年级一等奖的好成
绩。各个单人项目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
绩。而我，第一次参加单人项目，获得了高
年级段第二名的好成绩。我相信，我们班
在明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一定会更加出彩。

春雨中的杜甫草堂春雨中的杜甫草堂
成都市胜西小学六年级5班 严子宁

指导老师：李怡

当有人问你：“什么时候的杜甫草堂
最美？”你或许会说：“当然是夏天，晴空万
里的时候！”或许你还会说：“当然是秋天，
秋高气爽的时候！”如果你问我，那我的
回答是：“春天，绵绵春雨最美！”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一声春雷响
过，杜甫草堂里的海棠树冒出了碧绿的嫩
芽。下雨时，一颗颗小水珠在新叶上来回
滚动，晶莹剔透，美丽极了！雨慢慢地下
着，我在躲雨的地方向外看，雨分布得十
分均匀，雨点打在屋檐上，滴答声就像一
首首美丽的交响乐！

雨中的梅园更显得格外幽静，一阵微
风拂过，那水珠在新长的树叶上来回地翻
动着，让我不禁想起了宋代著名诗人杨万
里的名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过了一小会儿，我听到了悠扬的笛
声，循声望去，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
爷在亭子里吹笛子，我觉得这悠扬的笛
声，又为杜甫草堂美丽的景色增添了一抹
浓烈的诗意。

雨中的杜甫草堂，当我站在茅屋故居
前的楠木下——就是杜甫的家门口，心中
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他那两句千古名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的含义。

春天在人间春天在人间
浣花小学五年级1班 顾杰米

春天是美丽的，它万紫千红，春色满
园；它也是短暂的，没有人能够把它留住。
但是上周发生的一件事，却将春天永远留
在了我的心底。

上周五傍晚，我和妈妈外出，那天正
好是上下班晚高峰，道路上过往的公交
车、小汽车，飞驰的自行车、电动车川流
不息。我和妈妈正打算过马路时，突然，
一辆载满乘客的公交车右拐开了过来，
妈妈打算让公交车先过，就拉着我退回
了路边。

我满以为公交车会从我们眼前毫不
客气地飞驰而过，可是，没想到公交车却
缓缓停下来，车上的司机叔叔，一手握着
方向盘，一手朝我们摆摆，微笑着示意我
们先过去，于是妈妈冲司机叔叔点点头，
拉着我快步向对面走过去。

这一瞬间，我觉得司机叔叔的微笑是
这个春天里、也是这条路上最美的微笑。
他礼让行人的文明行为，让我感受到了心
灵的春天，也让我感受到了故乡成都正似
春燕在田野上飞起，不仅传递着悠久的天
府文明，也描绘着天府之国美好的春光。
这也是持久的、永恒的。

这个春天最开心的一件事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成都
儿童团”，在
这里，世界
是课堂，旅
途是成长。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成都
商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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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个万物复苏的季
节，阳光和煦，春风十里，树
木葱茏，嫩绿的叶片在蓝天
下闪着微光。待在户外的舒
适感远远超过待在屋里，周
末的公园草坪上，一顶顶帐
篷和一张张野餐垫，聚拢着
惬意享受春光的人群……

在即将恋恋不舍送走
又一个春天时，回头想想，
你的生活中又多了哪些快
乐或难忘的回忆呢？让我们
来听听孩子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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