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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苗少年让孩子们用脚步和笔尖丈量世界

好想到波斯菊的故乡旅游一趟
朱隽嘉

明信片上，高贵的波斯菊在蓝天下亭
亭玉立，绽放着美丽。

粉红的花海中，泛起平静的淡淡的紫
色波浪，零星地散落着或白色或淡黄色的
波斯菊，梦幻至极。从那一刻开始，我便十
分期望有朝一日能去到波斯菊的故乡，能
亲眼目睹那种柔美如画般的景色。

“那一定是世界上最梦幻的地方。”我
想，“那里漫山遍野都是清幽淡雅的波斯
菊，如梦如幻，百花在此也黯然失色了。波
斯菊有的洁白如雪，有的粉红娇嫩，有的
淡黄朴实，有的淡紫典雅……成千上万朵
波斯菊亭亭玉立在幽幽绿色中，万紫千
红、绚丽多彩、祥和柔美，如诗如画，令人
陶醉不能自拔……”想象着蓝天白云下，
千娇百媚的波斯菊在微风中摇曳，淡淡的
芳香从明信片里飘了出来。我期盼着来一
次与波斯菊亲密接触的旅行，期盼能与每
一朵波斯菊来一次美丽的相约。

乍一听，以为波斯菊来自波斯。网上
一搜，才知道它原产地在南美的墨西哥、
巴西一带。我泄气了，因为南美很远，那里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清新，除了我心仪的波
斯菊花海之外，还有烈日炎炎的酷热。我
不由得有些失望。

“唉，美丽清新的花朵，却生长在那样酷
热的地方，怪哉！”我叹息着，“难以想象啊！
本以为波斯菊会生长在波斯，一个文明古
都，一个像希腊一样美丽典雅的地方，可它
竟长在墨西哥，一个骄阳似火，酷热无比之
地！”我不由得动摇了我期盼已经的念头。

但，我却忽略了波斯菊的花语，忽略
了它的内在。它代表着朋友由衷的祝福，
祝福你永远快乐。这不正是那里的人们的
美好品质吗？热情好客，真诚朴实。我竟再
次向往起遥远的南美洲，向往那代表真诚
的波斯菊，向往那别具一格的美景，更向
往那有着真诚热情的人们。

我心驰神往，期待与美丽多姿的波斯
菊来一次心与心的相遇！

期待在非洲的落日余晖下
摇摆，歌唱

王祉栋

暑假，是一向令我心动神怡的假期，

因为暑假很长，我们一家人经常去旅行，
所以，我非常向往暑假。

我去过美洲、亚洲、大洋洲，这个暑假
我最大的愿望是去一趟非洲。

我希望，我能在非洲的肯尼亚看到动
物的迁徙，看饥饿的雄狮窥视行走的角马
群，如果有掉队的角马它会扑上去吗？看
猎豹在灌木草原飞速冲刺。前面的羚羊撒
腿狂奔，猎豹身体向左倾斜，眼睛犹如追
踪器一样紧盯猎物，突然羚羊像意识到了
威胁向左急转，猎豹紧跟羚羊同时向左急
转，飞扑过去，前爪拍向羚羊。羚羊瞬间倒
地，猎豹张开大口，一口咬住羚羊脖子，羚
羊四条腿一抖，再也不挣扎了。虽然这只
是我在纪录片上看到的，但是这个暑假我
真希望可以在肯尼亚亲眼看到。

我希望，我能在非洲的灌木丛里拿着
棍子追逐豪猪，我要和它比赛谁跑得快，
我要跑到它的老巢，把它的刺毛拿下来看
看它到底有多尖？我也想看看非洲狒狒和
峨眉山野猴，谁能坐江湖大盗之位。我也
要去看看非洲草原落日下的象群，看它们
是不是扇着耳朵悠闲走过……

我希望，我能到肯尼亚，去了解当地的
民族文化，看一看那些用原石打磨成的颜

料，看看非洲土著如何用它们在脸上画出
夸张的花纹，看他们戴着兽牙项链，穿着树
叶做的衣服，在落日的余晖下，摇摆，歌唱，
我们也可以加入他们，跟着一起舞动。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非洲，是我这个暑
假最向往的地方。

我期待中的暑假
张紫涵

暑假来临了，我已经想好了这个暑假
该如何度过。

首先要按计划把暑假作业做完。每天
认真做完分配好的作业，剩余时间用于阅
读。我喜欢在书的海洋里尽情遨游，因为阅
读对我来说，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享受。
我想读那本如明镜般透视人间善与恶的

《悲惨世界》，也想读那本如鲜花般给世间
带来芬芳的《简·爱》。阅读会使我的暑假生
活变得十分充实，让我领悟人生哲理，追求
真善美。

我还会在暑假邀约同学一起参观博
物馆、科技馆，参加游泳训练、绘画练习、
演讲比赛，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尽可能帮
助他人，不断充实完善自己。

我还想去南京的秦淮河游览一番。放
假前，我们亲爱的语文老师为我们念读了
她在秦淮河写的一篇游记。“朱雀桥边野
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诗情画意全
融入美妙的文字和图片之中，引起了我们
的共鸣。秦淮河令我心驰神往，它就像一
幅富有格调的“水墨画”浮现在我眼前，古
香古色，仿佛只有黑白两色，可层次分明，
依稀看到建筑古朴高雅，场面情调丰富。
老师曾写道：“在时空里找寻诗词，在诗词
里找寻自己。”而我却想说：“在秦淮河边
留下自己的印记，在生动形象的诗词里留
下自己的念想。”

人们常常感慨“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
难买寸光阴”。无论是静心阅读还是欣赏美
景，抑或是参加社会活动，只要规划好时
间，安排好事情，坚持去做好，这个暑假便
会充满乐趣、意义非凡。

我期待的暑假
对学生来

说，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个期
待的暑假。那
么，对现在的
小学生来说，
他期待的暑假
会是什么样子
的？本期暑假
主题作文，草
堂小学五年级
四班的同学，
在老师唐芳的
指导下，写下
了自己梦想中
的暑假。

我是一只小小鸟
金牛区苹果树下教育培训学校 张笑语

指导老师：周袁元

睁开眼，窗外是刺眼的阳光。几点了？
我抬起手臂想看看表，没想到看见的竟是
一片鹅黄的羽毛。“呀！这是啥？”睡意全消，
我从床上坐起来，低头打量自己的身躯。
这覆盖着羽毛的是什么？还有那双红红的
爪子？天啊，我变成了一只鸟！

突如其来的惊吓过后，我试着挥挥
手，哦不，是翅膀，感觉到一股气流被推
动，我竟一下子腾到了半空。“太好了！变
成小鸟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了，想
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再也不用上学，不
用做作业，也不用整天听妈妈的唠叨了！”
我迫不及待地冲出窗户，飞向蓝天。

我飞向了塔子山公园的“鸟语林”，
那里鸟儿极多，我想去和它们交朋友。
整个“鸟语林”上空撑着大大的网，我只
能踩在大网边的树枝上，透过网眼和一
只鸟儿搭讪。那是一只讨人喜欢的紫八
哥，它上下打量我一番，疑惑地问：“你
有主人吗？你家住哪儿？你是什么品种
的鸟？”我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
我可不能告诉它实情，不然它一定会认
为我是只怪鸟。算了，此地不宜久留，我
还是飞走吧。

我往更远处飞去，飞到了青城山。
一到这里我顿时神清气爽。我停在一根
树杈上，正准备梳理梳理被风吹乱的羽
毛，一张白色的网从天而降，“啪叽”一
声，将我拍到了地上，困在了网中。一只
手伸了进来，抓住了瑟瑟发抖的我，把
我放进一个笼子里，挂到了树上。天啊！
我才享受到飞翔的快乐，难道就要永远
被困在鸟笼里了？我使出全身力气撞击
鸟笼，鸟笼被晃得摇摇晃晃，终于从树
上掉了下来。

“砰！”我的屁股好痛！鸟笼摔坏了
吗？我赶紧睁开眼睛看去。咦？没有鸟笼，
也没有大树，我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耳边
传来一声大吼：“笑笑，快起床！再磨蹭上
学要迟到了！”哈哈，原来刚刚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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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热爱的》看得人满头问号：才刚

拿了网络安全大赛（信息安全竞赛）全国冠
军，成员皆大欢喜，粉丝满场兴奋，男主角韩
商言怎么就在一派欢乐中，阴阳怪气地说出
一段半文不白的获奖感言，接着直接宣布退
役，还一怒之下向人群丢出了冠军戒指？

时空交错，10 年后，当他与昔日队友再
遇，还留下一句令人费解的内心独白：“这么
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原谅你。”

2
看起来，“过去”是件事态很严重的事情啊。

韩商言到东北找到昔日队友小米，想拉他
一起复出，结果看到王浩——昔日队长、今日
对手——也来了，他起身就走。小米好言相劝：

“大家都是兄弟，有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谈
的？”韩商言显然不想谈，更别说“好好的”，臭
着一张脸，头也不回地走了。小米又转头对王
浩说，“你要来，提早跟我说一声，我好给他打
预防针啊。”

嗯，看来都知道韩商言容不下王浩。

3
吃完饭，王浩又来到酒店，想和韩商言一

对一把问题摊开。韩商言又是一副大仇不共戴
天的样子，不发一言，皱眉赶客——难怪被网
友调侃：有人欠李现（韩商言的扮演者）钱了
吗？赶紧还给他！

真的，在这部剧里，李现永远都在皱眉头，
走路在皱眉、思考在皱眉、发火在皱眉、吃东西
在皱眉、鼓舞士气在皱眉，撩女主也在皱眉
……电视剧的原著《蜜汁炖鱿鱼》不是以“甜
宠”著称的少女心爆表小言情吗？怎么就变成

《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4
所以，就目前已播的剧情来看，真是一点

也不吸引人，只感觉韩商言的暴躁全无必要，
不知道后面怎么解开这个死结。放下执著之
后，李现和杨紫的恋爱戏总该回归甜甜蜜蜜
的主线了吧。

比较有趣的一个点是，据说这部剧是在
夏天拍摄的，但剧情却大多在冬天。于是，就
看到我们的男主角一身黑地带着黑压压的羽
绒服队员四处征战，女主角穿着翻皮粉毛毛
的外套追随。

演员们十分敬业，群演至少还可以穿薄
外套，可机场接机那场戏太难控制了，一路上
都有熙来攘往的路人穿着短袖在晃荡。

还有一场李现在户外质问杨紫的戏，凶
巴巴的一阵追问，问得杨紫委委屈屈地低头
不吭声，李现走到阳光下，伸出双手去撑栏
杆，哈哈，他有一个明显被烈日暴晒后的栏杆
烫了一下然后缩手的动作，有点可爱。（Atlas）

最近几部青春剧最近几部青春剧，，都以为观众不带脑子也不带计算器的吗都以为观众不带脑子也不带计算器的吗？？
最近好几个电视台都在播青春剧，让我这个年龄稍长的阿姨简直有些跟不上趟啊。比如刚播完不久的《少年派》，名字先不说了，让我

误以为是李安那个著名的电影拍电视版了呢。最关键的是林妙妙家为了照顾林妙妙在学校附近租的那个房子，简直让我开始认真审视自
己是不是太坐井观天太小富即安了。每次看他们那个客厅，那个面积，那个摆设，只想说，我们家真的太穷了，我周围的人也真的太穷了，一
般为了陪孩子，最多租个一套二，还是那种没有绿化没有车库的七层楼老小区，看看人家，真不愧是读“精英”学校的！

《少年派》里的刘孜，也就是演钱三一妈妈斐音那个，我可是看着她从年轻姑娘变成知性女中年的。大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吧，她和程前
主持过一段时间的《欢乐总动员》。程前话特多，当然节目里话主要都给程前说了，刘孜那时候还很年轻，脸胖嘟嘟的，胶原蛋白特别丰盛，站在
程前旁边，主要负责笑和点头，一笑起来吧，眼睛里有股愣头愣脑的光芒，鼻子一嗡起，特别憨痴真诚。后来听说她对室内设计很有一套，再后
来就没她什么消息了，我猜也就是结婚生子当太太去了吧。所以这次再看到她，还有点老友重逢的感觉。她没怎么变老，但脸却明显僵了，在剧
里大部分时间都一副很惊恐的表情，就算是笑，笑起来也很克制，一副夹手夹脚放不开的样子。有人说她整容了。我只能说遗憾。

再比如《流淌着的美好时光》。
我觉得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当平

面模特，比如马天宇和郑爽，那脸，那
身材，是真好，拍成照片，凑很近看，
都觉得赏心悦目。但做演员吧，确实
差了点内容。

比如郑爽，我真挺喜欢她的，她
身上那股漫不经心的劲儿，还真不是
人人都有的。但她每部剧里都那样，
动不动就撇嘴，咬嘴唇，和人说话时，
眼睛从来都盯着地上，不敢与人对
视，一纠结就撸头发，真的好担心头
发都被她撸光了啊。其中最受不了的
还是她说话，永远像含了个汤圆一
样，一囫囵就过去了，不看字幕根本
不知道她在说什么。马天宇也是，永
远在自言自语，然后像量过尺寸一样
地轻轻咧嘴一笑，我的个天哪，拍
MTV呢！

剧中，郑爽的角色定位是一个家
境不好，要靠妈妈卖啤酒为生的女
孩。但是，现在都2019年了，请问哪家
饭店或餐馆还需要不相干的人单独
进来推销啤酒？餐饮的利润，不大多
靠酒水赚钱吗？而且明明说郑爽家经
济条件不好，但电视剧里她和妈妈却
住着那么大一套房子，上海耶，房子
有好值钱知道吗？而且她们家住的是
弄堂，那就说明是在很市中心的地段
啊，那价格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你要
说，再贵不也要住人吗，不可能卖了
自己居无定所噻。豁，咋就不能卖了
呀，卖大买小，卖市中心买郊区房，不
就得了，经济上一下子就打了翻身
仗。真的，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做
法太过时了，当我们不带脑子也不带
计算器的吗？

这几天，又有一部青春励
志剧《亲爱的，热爱的》正在热
播，故事发生地又在上海（哇，
上海这段时间有点热哦）。看
介绍，说是高智商学霸佟年
（杨紫饰）对热血青年韩商言
一见钟情并展开甜蜜倒追，最
后两人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互
相扶持，并成功帮韩商言实现
冠军梦。剧我只看了一集，但
单看这介绍，我就替杨紫担心——她高智商？学霸？真的，到目前为
止，我还真没看出来她哪一点高智商了。在我看来，杨紫演《欢乐颂》
里的小蚯蚓是最合适的了，呆萌，迷糊，还时不时来点莫名其妙的仗
义，总之，就是我们身边常见的那种很讨人喜欢但不会有太大出息
不过过得也不错的平常女孩。让她演高智商，且让我们为她加油吧。

另外，剧里的上海交东大学是个什么大学？虽然我明白剧里不
可能用真实的大学名字，但交东大学到底是个什么大学？主攻哪一
方面？交通？工业？财经？……不明白，不明白！

而且仍然是第一集，当韩商言回到上海到便利店里找他的老搭
档时，外面正纷纷扬扬地下着鹅毛大雪！请问，上海什么时候这么喜
欢下雪，而且是鹅毛大雪？就算要烘托“就算外面天寒地冻，也抵不
过见到老朋友时心中的温暖”嘛，也不要假得这么过分嘛！上海的冷
我是见识过的，比成都更甚，海风一吹，人就像一块铁板，里外都又
冷又硬，但下雪，真的还必须把纬度往北再移个十几度。 （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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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韩商言无时无刻不在皱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