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小朋友来说，在家里
养一只小宠物是一件非常有
意思的事情。调皮的狗、可爱
的猫，不仅让孩子多了一个
玩伴，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身
份变成了小主人，从被爸爸
妈妈管，到管宠物，这种角色
的变化也非常有意思。不信，
看看本期小朋友写的他们和
宠物的故事吧。

我的
宠物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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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苗少年 让孩子用脚步和笔尖认知世界

WEEKEND

带着仓鼠去旅行
草堂小学5年级4班 唐浚涵

指导老师 唐芳

我的小仓鼠可不是一般的仓鼠，它
可是出过远门旅游过的。

去年春节，爸爸准备带我们全家去
云南腾冲自驾游。我高兴极了。可是不一
会儿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小仓鼠
怎么办呀？

爸爸说：“给小仓鼠准备很多饲料，
然后放进大塑料箱，让它待在里面。”爷
爷说：“把饲料磨成粉，铺厚厚一层，再准
备一个大苹果给它。”我觉得这些对小仓
鼠都不好，我想带着它去旅行！

全家人都支持我的决定，在装行李

的时候，爸爸在汽车后备厢特地留出了
很大的空间安放小仓鼠的笼子，我还准
备了足够的垫料和饲料。

爸爸开着车，一路向南，我却开始担
忧我的小仓鼠：小仓鼠会不会晕车呀？会
不会有高原反应呀？云南那么大太阳，会
不会热出毛病呀？在高速公路上，每当有
服务区，我都会让爸爸停下来，把小仓鼠
的笼子抱出来，给它透透气，还喂它东西
吃。小仓鼠看起来很享受自驾游，每次都
从松软的垫料里钻出来，用乌溜溜的小
眼睛看看我，然后又钻回去睡大觉。

开了很久的车，终于到腾冲的客栈
了，我第一件事就是把小仓鼠安顿好，放
在电视柜上，喂它最喜欢的烤花生。小仓
鼠接过花生，双手捧着，像啃玉米棒子一
样大口啃着。它有时会把花生咬碎塞进

嘴里，堆在腮帮子里，两个腮帮子鼓鼓的
像两个小气球，然后又吐出来慢慢享用。

小仓鼠跟着我们到了腾冲、瑞丽，畹
町，见识了好多的风景，也在短短十天里
经历了30℃的气温落差。

从小仓鼠到我们家算起，它已经快
两岁了。我希望它一直健康快乐，有机会
我还要带着我的小仓鼠去旅行。

我的虎皮鹦鹉“绿豆”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5年级 赵辛宇

指导老师 王燕玲

我曾经养过很多宠物，有兔子、松
鼠、金鱼、乌龟、螃蟹……但现在还养着
的宠物就只有“绿豆”了。“绿豆”是我爸
爸去年从青石桥宠物市场带回来的一只
虎皮鹦鹉，也是我养得最久的宠物。

“绿豆”长得非常可爱，有两颗亮晶晶
的像黑宝石一样的眼睛，当它歪着脖子打
量你时，你会觉得它非常聪明。那我为什
么叫它“绿豆”呢？因为它整个身体呈绿
色，当它耸起羽毛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圆
球，所以我叫它“绿豆”。“绿豆”穿着绿色
的肚兜，披着一身黑黄相间像虎皮花纹一
样的“衣裳”，在“衣裳”后面还拖着两根长
长的蓝绿色尾羽，尾羽上还闪着金属一样
的光泽。“绿豆”特别爱惜它这身好看的

“衣裳”，我经常看见它梳理羽毛。
我想虎皮鹦鹉之所以叫“虎皮鹦鹉”，

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虎皮一样的花纹，还
因为它们性格又“虎”又“皮”吧，反正我家

“绿豆”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把一些饼干
屑放在指尖上喂给它吃，它会在吃东西的

时候啄我的手指，让我感觉得到有点疼，
却又不至于疼得很惨，似乎只是想要给我
一点教训。有时候我主动找它玩，它又故
意不理睬我一声不吭，等我一离开就叽叽
喳喳叫个不停。不仅如此，“绿豆”还喜欢
自娱自乐，有时它会伸展翅膀做做运动，
有时它会自顾自地跳上跳下放声高歌，有
时候还会用它那鱼钩一样的嘴去叼拴笼
门的绳子，还嚼得津津有味。

每当我心情烦闷的时候，我都会去
看看它，去逗逗它，看见它总会让我心情
好起来。我希望我的“绿豆”永远健康快
乐，永远做我的好朋友。

我的鸽子朋友
草堂小学5年级4班 赵麟闰

指导老师 唐芳

现在很多家庭都养有宠物，或是狗，
或是猫，相比之下我的宠物就有点特殊
了，它能自我约束，即使飞出几千米外，
也能找到回家的路。哈哈都猜到了吧？
对，我养过的那个宠物就是一只鸽子。

这只鸽子刚来到我家时，开始它还
有点怕，我想应该是比较陌生的原因吧。
后来就好多了，每次我放学回到家，它就
咯咯地叫，还在笼子里跳来跳去，感觉想
要破笼而出似的。其实我了解它，它是向
我讨吃的呢。因为我只能每天早上喂点
吃的给它，然后它就空着肚子，一直等到
我放学回家，它才能再有吃的。渐渐地我
已经形成了习惯，就是每天上学前一定
会记得在它的小饭盒里边放一把玉米，
水槽里边加一点水。熟悉了以后我每次
一放粮食，它就高兴地在笼子里面跳来
跳去，一边跳一边啄玉米吃。

虽然家里有只鸽子让我很快乐，但
也有苦恼事。养过鸽子的人都知道，每隔
一天，最多两天，笼子下边的盘子里就会
有一层它拉的鸽子屎。那个气味，真是奇
臭无比啊！真个屋子都是，让我爸爸妈妈
都苦不堪言。但没办法，我每天还得捏着
鼻子去给它冲洗盘子。它晚上还经常会
叫几声，常常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有段时
间正好又临近期末，晚上睡不好觉，导致
第二天学习没精神。

于是我们决定把鸽子送奶奶家寄养
着，放假了再拿回来。哪知鸽子在送去奶
奶家的路上，不小心给闷死了！为此我伤
心了好多天。

虽然鸽子已经不在了，但经过养鸽
子，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我以前事事都需
要爸爸妈妈来管，养了鸽子以后，有些事
能自觉地去做了，因为鸽子需要我的照
顾，我的责任心必须要出场了。

周一晚上，和女儿一起看《一站到
底》。里面有个小学生选手，颇有大将风
范。虽然年龄小，但面对成人选手，一点也
不慌。长得也乖，胖嘟嘟的，两只眼睛又大
又清亮，每答对一道题就悄悄抿一下嘴，
可爱死了。正口水滴答地表扬着，女儿来
了一句：“咦，好像是《一年级》里的陈思成
得嘛，长这么大了！”听这么一说，再仔细
一看，哦，果然是陈思成，喊陈老师陈学冬

“陈爸爸”、自我介绍“我叫陈思成，陈老师
的陈”的陈思成。

其实以前看《一年级》的时候就特别喜
欢陈思成，当然这个“喜欢”里面，可能更多
的是怜惜吧。是的，就像陈思成在节目里说
的，他爸爸妈妈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吵
架，然后他们就分开了，“在我睡着了的时
候”。因此，在《一年级》里，就像陈学冬所
说，陈思成懂事，乖巧，但也比别的孩子胆
小，而原因就是父母的离婚，让他非常缺乏
安全感。因为有同样的经历，陈学冬把他认
作了自己的干儿子对他呵护备至，一遍又
一遍地鼓励并亲自带他去坐水上过山车，
就是为了培养他的勇气；给他在屋顶的天
台上做场面浩大、烛光摇曳的烧烤，就是心
疼他可能没人带他吃这样的烧烤，想加倍
地给他一份肉眼可见的爱。就算今年陈学
冬参加《我家那小子》节目，生日会上陈思
成也惊喜出现，两人又同睡一个被窝，陈思
成很委屈地告诉陈爸爸，“我们班上就我一
个人的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说过不会再
找别人的，但她还是找了别人”，还问陈学
冬，“你知道爸爸妈妈离婚，最伤心的人是
谁吗？是小朋友。”然后陈学冬安慰他，有的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坚强，要独立，好好
读书，以后靠自己；还告诫他一定不要学
坏，不要交坏朋友。

真的，这份不是父子但胜似父子的情
意，着实令人动容。父母有追求幸福的权
利，但由此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也是一辈子
无法抹去的。陈学冬说，因为我也是在单
亲家庭长大，我很清楚他（陈思成）的想
法，知道他最想要什么，所以我会尽大努
力让他开心。据说《一年级》结束后，陈学
冬还经常把陈思成接到上海玩，有时拍戏
也会带着他，只要去长沙，都会去看他。

其实很多小时候参加节目然后小有
名气的小孩，最后都变成了到处赶场子的

“童星”，功课落没落下不要紧，重要的是
能不能成为挣钱小能手。所幸从场上表现
来看，陈思成的学业应该还蛮厉害的。一
路过关斩将，虽然最后很遗憾地败给了一
名名人堂选手，不过就像女儿说的，人家
11岁时已经站在《一站到底》舞台上答题
了，很多人11岁了还只晓得瘫在沙发上打
游戏。所以，祝福你呀，陈思成，希望你有
一个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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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下饭综艺”回来了！
还是有那么一点小激动的，毕竟

《康熙来了》真的陪我虚度过青春。经
常从食堂打了饭回寝室，我都要随便
点开一集，室友们也搬来板凳往我身
边一坐，我们边吃饭边哈哈笑。好多
难忘的片段哦，现在还不时勾起我们
久远的回忆。

想当初，关掉这档合作了十多年
的节目后，蔡康永和小S分头进军大
陆市场，等到两人再度合作《真相吧！
花花万物》，播出前有多备受瞩目，播
出后就多让人无语凝噎。即便是像我
这样的“资深粉”，哪怕戴着高倍数的
粉丝滤镜，也是万万不敢昧着良心夸
出“好看”二字的。

2

改版后的《花花万物2》悄无声息
地播出了5集，豆瓣评分从第一季的
4.3分，飙升到如今还算不错的7.0分。
回归了“康熙”特有的逼问式的提问
和调侃式的玩笑风格后，两位主持人
都最大可能地发挥了他们能力——
不光有各自擅长的套路，还有彼此亲
密无间的配合。

节目形式以访谈为主，主线为助
理主持人潜入明星家，翻箱倒柜找出
一些奇怪的物品，带到棚内作为“拷
问”明星的线索。主持人负责探究每
样物品的来龙去脉，并在探究中不断
铺设陷阱，引明星自曝。

5期来宾依次是郑爽、郭麒麟，乔
欣、杨迪和林允。每个人虽说不上多
大牌，但没有一位是带着新作来宣传
的，内容纯粹得多，提问也没有禁忌。
郑爽、乔欣和林允，是自身自带话题

的女星，她们荒唐躲闪两位主持人绕
着弯弯穷追不舍的提问，真的好笑；
而相声演员郭麒麟和综艺主持人杨
迪，是自身拥有超强语言输出能力，
反应快、包袱多、脑洞大，有他们的场
面，仿佛一场火花四射的脱口秀。

3

助理主持人在现场的职责相当
于当初的陈汉典，到明星家探访，也
类似“康熙”经典单元“探访明星的
家”，甚至连后期配音都直接“照搬”，
剪辑特效也都能看出“康熙”的影子。

陪杨迪来的主持人大左说，他曾经
采访过一位非常难访、极不配合的女演
员，故事一出，让蔡康永好奇心倍增，激
动地大喊：小本本要重现江湖了吗！

都知道“康熙”著名的小本本，明
星报料吐槽的同行、前辈，都会被写下
来递给蔡康永和小S过目。虽然作为观
众，我们从来不知道上面的任何一个
名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小本本的
好奇，抑制不住对这一环节的向往。

到了最新这一期，蔡康永真的让
助理主持人拿出了小本本，写下了林
允圈内两任前男友的名字。

连“康熙”最精彩的道具都现身了，
还不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吗？！

“大家说‘像’，我很高兴，因为我
把康熙的主持风格拿回来了。”导演
坚持认为，“这个节目本身还不是《康
熙来了》，《花花万物》有自己的精神
内核和想要传达的理念”。

嗯，这档节目确实具有积极意义
——被助理主持人搜来的物品，一旦被
小S盖章“舍”后（特别重要的物品，明星
有一次“赎回”机会），将被拿到二手交易
平台拍卖，在本季节目完结后，全部善款
将被用于乡村艺术教室建设。 （Atlas）

可爱的小乖
温江区光华实验小学2年级14班 张小语

指导老师 甘丽霞

小乖是有一次我和妈妈去徒步，在茶农
那里抱来的一只狗狗，那时它才一个月大，我
好喜欢。妈妈说：以后，小乖就交给你来照顾
啦！我满口答应。小乖真的好乖，不吵不闹也
不叫，听见我叫它，它就马上屁颠屁颠地从窝
里爬出来，咬我的裤管，在我的脚下撒娇。

说实话，我还没做好照顾它的准备。第一
次养狗狗，不懂它的脾气，我以为只是玩玩而
已，对它不需要负太多责任。但很快，我发现
我错了，养狗其实很累的，要给它洗澡，给它
喂食，给它喝水，不乖了，还要教训它，让它改
正。真是件特别麻烦的事。

过了一段日子，我逐渐适应了照顾小乖。
还记得第一次给它洗澡，我轻轻地把它放进
温水盆里，它舒展了腿脚，一副很舒服、很享
受的样子。我一只手轻轻按着它，一只手往它
身上擦沐浴露，它用爪子扑腾着盆里的泡泡，
可就在我给它冲洗的时候，它突然抖了抖身
子，把身上的水都“抖”到了我身上，我身上湿
漉漉的，我生气地拍了一下它的屁股，小乖看
着我，好像知道自己错了，乖乖站着不动了。

后来，因为我学习紧张，只好依依不舍地
把小乖送养了。现在，我仍时时想起我们在一
起的快乐时光。

我的狗狗叫“泡椒”
同辉（国际）小学5年级 杨依萌

指导老师 向小兰

我家有只狗，名字叫“泡椒”。泡椒有一身黑
白相间的毛，油光发亮的，活脱脱像一只大熊猫。

泡椒十分听话，平常喂食都是叫它吃它才
会去吃。有一次我把狗粮放在它的碗里以后，却
忘记叫它吃了，直到我和妈妈出门打完羽毛球
回来，发现它还趴在那里等着，即使口水流了一
地都没去吃狗粮。就因为我的粗心，让泡椒饿了
一个多小时，为此我内疚了好长一段时间。

泡椒还是一只讲卫生的狗，它从不在家里
大小便，只会在我们带它出门散步的时候在隐
蔽的草丛里大小便。它还特别喜欢洗澡，只要你
叫它去洗澡，它立马就会笑呵呵地跑进浴室，乖
乖地等着我们给它冲洗。洗完后吹毛的时候，也
总是一脸享受的模样，可爱极了！有时候洗澡时
间间隔久一点，它就会自己衔着它的擦水毛巾
过来，请求我给它洗一洗。在泡椒的带动下，我
现在也跟泡椒一样爱干净，饭前便后都会用肥
皂洗手，也爱上了洗澡。

泡椒就像我的“小弟弟”一样。它让我变
得细心、自律、爱干净和遵守交通规则。它是
我家的“开心果”，也让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此外，这期《一站到底》还有一组选手
也让我印象深刻。

男选手是来自东北的煎饼大哥赵玉
琨，张口就是一首接一首的沾满了生活油
星星的打油诗，长得很壮实，笑起来是一
脸褶子的憨实。正以为他是一位自带喜剧
细胞的北方糙老爷们时，背后的故事却让
你猝不及防地流了一脸的泪。

是的，这位很爱笑的北方汉子，其实有
个自闭症儿子。儿子长年不说话，但有一次
在看《乡村爱情故事》时，却突然“呵”的一
声笑了。从此，这个糙老爷们就开始苦苦挖
掘自己的喜剧细胞，把自己当成《乡村爱情
故事》里的人来处理，然而“儿子还是从来
没对我笑过”。特别是当他说“有天晚上，我
正在出摊，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妈，腿上
枕着他四十来岁的脑瘫儿，那一刻，我就想
到了二十年后的孩子他妈……”妈耶，还要
不要人活，全场泪崩啊！

接下来，开始比赛了，对手是北大女
硕士吕翔。北大人，给人的印象向来都是
伶牙俐齿、绝不认输。果然，自我介绍时，
吕翔就说了，她是一个特别用功的人，任
何碎片时间她都会利用起来学习，连上厕
所都在背单词。当然她这么用功的结果就
是，她患上了知识焦虑症，她现在正试图
给自己做减法。

然而比赛开始后，焦虑的女硕士毫无
闪失，一路笑意盈盈，轻松应对，东北大哥
赵玉琨作为挑战者仅有的一次错误机会也
被用了。

在这个时候，轮到吕翔了，是一道电影
题，说电影《海洋天堂》里，男主角为了逗自
闭症儿子开心，扮作了什么动物进行表演？
这道题难还是不难，关键看你看没看过电
影。很显然，吕翔是看过电影的。她开始侃
侃而谈自己当时在看这部电影时的感动，
并辅之以选手们答题时惯有的运筹帷幄的
手势。然而，当答题时间倒计到还剩三秒
时，吕翔还在那儿侃侃而谈。现场观众包括
主持人李好晓敏都惊呆了，齐刷刷地把她
看着。最后，答题时间到，吕翔没给出答案。
啊！？全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我和我女儿都一
脸问号——北大的，居然会犯这种低级错
误，时间都没掐准？

还是赵玉琨明白，只见他双手一合，
对着吕翔说了一句：我知道，你是故意让
给我的。全场这才恍然大悟。吕翔也开始
红着眼，表达了自己希望借这道“正合适”
的题表达对赵玉琨这位伟大父亲的敬意。
最后，她说：“赵大哥，我可以拥抱一下你
吗？”那一刻，我很庆幸，我和女儿都看了
这场比赛——给得不露痕迹，受得彬彬有
礼，这就是知识带给人的风采。 （夏周）

那一刻那一刻，，我很庆幸我很庆幸
我和女儿都看了这场比赛我和女儿都看了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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