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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邹婧琪 万松园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 吴沙鸥

心愿，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

颗种子，它生根发芽，最后结出甜

美的果实。 而我心底的那颗“种

子”，就是成为一名作家。

在这个网络发达，网文盛行的

年代，大量的小说篇幅注水，内容

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没有内涵，这

使得大家对网络小说形成了一种

刻板印象。 而我之所以有这个心

愿，就是希望能帮助网络小说撕下

“注水”“哗众取宠”“三观不正”的

标签。 更希望能通过自己朴实而真

诚的文字， 让逆境中的人更加坚

强，让迷茫的人找到自己人生的方

向，让成功的人不迷失自我，向大

众传递一些正能量和一些正确的

价值观。 使读者在阅读完我的文章

之后，不仅仅只是图个开心，而是

能得到一些启发。 这也就是我为什

么想要成为一名作家的原因。

心愿是种子，若是没有水的浇

灌，也是无法开花结果的。 成为一

名作家是我的心愿， 更是我的目

标。

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这不仅

需要口号， 还必须为此付诸实践。

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要写好每一

次的作文和小练笔，把握好每次老

师讲解的机会， 平时要勤于笔耕，

不断提高自己的习作水平； 第二

步， 就是有选择性地阅读名家名

作，并且要读熟读透，了解作者要

表达的中心思想，适当地学习一些

写作方法；第三步，就是要在生活

中细心观察，要善于观察身边的事

物和一些很小的细节，为写作积累

素材;最后一点十分重要，就是要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念，写作

不能人云亦云， 也不可随波逐流，

要把自己的思想融入作品当中去。

成为作家是我的心愿，亦是我

的目标，我相信，在我的努力下，总

有一天，心愿的种子会结出最甜美

的果实。

在离别的时候 我会微笑着

黄越 骏景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陈文霖

六年级了。

记忆中， 我们昨天还在互相打听对

方的名字，转眼间，就要离别了。

陈老师上课还是那么热情、 一丝不

苟，可是，眼角却多了几条皱纹。 每天都

和老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直到上周，过了一个教师节才发现的。

教师节本来没什么，年年都过。 可是

这次不一样， 这是我们在小学的最后一

个教师节。 这还是我听了陈老师说的，才

猛然发觉的。

陈老师特意用了一节课和我们一起

过教师节。 陈老师告诉我们， 他今生难

忘的教师节是什么样子的， 很可惜， 那

不是我们给陈老师过的。 陈老师口中那

位优秀的班长， 请来校长， 自编自导，

举行了一次联欢会似的教师节， 很隆

重。

再看看我们，无非就是送礼，有谁知

道， 那是不是在教师节前一天晚上随便

买来糊弄老师的呢？ 可是，和陈老师、同

学一起学习、成长的我们，真的知道陈老

师喜欢什么吗？ 梁译翰等同学用虔诚的

心， 花了近两个小时做了一份精美的作

业， 也着实让我惭愧———我没有那份认

真、执着。

沉重，确实很沉重。 小学六年，最后

一个教师节，最后一个和老师、同学一起

度过的教师节， 我却失去了最后一次表

现尊师的机会。 “最后”，意味着离别。

很多同学都哭了， 不知是因为下一

个教师节，大家将各奔东西？ 还是听了陈

老师的一番话才如梦初醒？ 还是因为没

有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 当我们把礼物

送给老师的时候， 心中真的是充满感激

之情吗？陈老师努力让我们笑起来。殊不

知，多少同学在心中自责。

有人问我，毕业的时候，会不会哭？

在大家眼里， 我是一个不会哭的人。 我

想，在与老师们、同学们离别的时候，我

会微笑着离开。

成长，就是微笑着落泪。

有你，真好！

田钰涵 骏景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 陈文霖

不知不觉，又到岁末，这个冬

天来得特别迟，暖和的日子也特别

长。 六年级的学习，小升初的各种

考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难得周

末没课，偷得半日空闲，我捧着一

本书， 懒洋洋地坐在床上翻阅着，

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身上，暖

暖的。 突然，客厅传来了你的嬉笑

声，我循声望去，看着你的身影，不

禁感慨：有你，真好！

还记得 2014 年的那个寒冬，

你降临于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家

中的一员， 最高兴的莫过于我了。

自幼儿园起，我就一直期盼着能有

个弟弟与我做伴，那样，爸爸妈妈

上班了，我也不至于太孤单，现在，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犹记得初见

你的那个瞬间：小小的眼睛，胖胖

的脸，圆圆的鼻子，软绵绵的身子，

完全就是爸爸的翻版。 那个冬天，

虽然寒冷，但因为你的到来，我感

到暖暖的。 那个冬天，我也是最忙

碌的，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央求

阿姨让我抱抱你，教我如何喂你喝

水，如何为你换尿片……正因为有

你，我学会了独立，也学会了如何

去照顾别人。 有你，真好！

我还清晰地记得， 你 11 个月

的时候才长第一颗牙；1 岁时，牙

牙学语时，第一个学会叫的竟然是

“姐姐”；刚学会走路时步履蹒跚的

样子……自从你来到我身边后，整

天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我身后，不

停地在我身旁奶声奶气地叫姐姐

……因为有你，我感到生活十分美

好。 有你，真好！

依稀记得，每次去酒店吃饭或

去超市买东西时，你都会给我留一

份。 一次，你跟妈妈去超市

购物回来，你拎着一个袋子

递到我面前：“姐姐，给你。”

我接过袋子一看，里面装满了你爱

吃的零食， 妈妈笑了笑说：“你看，

弟弟多爱你。 买东西时，他挑了自

己爱吃的，还吵着说，要买一份给

姐姐。 ”听了妈妈的话，我感动极

了， 你小小年纪就懂得与我分享，

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感到很快

乐、幸福。 有你，真好！

你还十分关心我。 一天夜晚，

月亮孤零零地挂在空中，我正奋笔

疾书，楼下广场舞大妈播放的音乐

吵得我心烦意乱，我在心中不停埋

怨着，怎么这么多作业啊？ 什么时

候才能完成啊！ 这时，门被推开了，

我扭着一看，原来是你。 我皱了皱

眉头，低吼：“你来做什么？ 难道又

是来捣乱的，出去出去！ ”你被吓得

全身一抖，随即，一脸委屈地将一

杯热水递给我：“姐姐， 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给你一杯水。 ”说完，对我

笑了笑。 我有些感动，又为自己的

行为感到羞愧， 你那么关心我，我

怎么能对你那么凶呢？ 我喝了一口

水，暖暖的，那水温暖着我的手，也

温暖了我的心！ 有你，真好！

你还是贴心的小棉袄。 我难过

时，你总会来安慰我。 一次，我因为

做错事被妈妈打了。 事后，我趴在

桌子上闷闷不乐。 这时，你进来了，

坐在我身边，轻轻地摇摇我，安慰

道：“姐姐，不要难过了，你下次做

好点，妈妈就不会生气，也不会打

你了。 而且，我刚刚也和妈妈说过

了， 让她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打

人， 这样是不对的。 你就开心点

吧！ ”听了你的话，我心中的难过一

下子就烟消云散。 有你，真好！

弟弟，感谢你，让我的童年不

再孤单；感谢你，让我的童年变得

多姿多彩；感谢你，让我的生活充

满了爱！ 有你，真好！

我不想长大

董学林 万松园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 吴沙鸥

在记忆的长河里， 每个人都有许多

美好的心愿，虽然有的愿望遥不可及，但

梦想总会让人充满期待。

“你长大了！ ”家里人总会这样赞我。

其实他们知道，我也没怎么长大，只是偶

尔帮忙打扫屋子的时候， 他们找不到什

么赞扬的话语， 只会说一句：“你长大

了！ ”他们不善于表达，只把自己心里的

兴奋深深地藏在心里。其实，我并不想长

大，因为童年给予我的太多，虽然有的时

候是忧伤和烦恼， 但更多的是无尽的快

乐。 所以，我的愿望就是———不想长大。

但我还是长大了， 我还没来得及抓

住时间，它就像流星一样从我眼前划过。

只是一瞬间的，不留下什么痕迹。六年的

小学时光就这样悄悄地从我身边走过，

剩下的只有最后那么一点儿缓冲。 我从

小就习惯了用微笑面对所有的难事，哪

怕我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也要表现出

对我来说“小菜一碟”的架势，我要让他

们觉得我很有本事。就这样，我走到了六

年级的下学期。 我脸上

的笑容好像在慢

慢变少，心里承载

的压力越来越大，

无论是家人，还是同学，都对我说：“你可

以的！”我才更怀疑自己的实力，他们对我

的期望值太高了，我怕我会让所有对我信

任的人失望。有人问我：“你考初中压力大

吗?” 我带着微笑并且很轻松地说：“不

大。”其实，我心里的压力绝不少于任何一

个人，只是我不善于表达而已。

我真不想长大，真想只做一个无忧无

虑的、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尽管我有

一万个不愿意， 时间也不会对我有所同

情。我只能自己找释放压力的方法。比如：

我总是在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回忆起以前

那些快乐的时光， 玩玩柜子里

的玩具， 看看手上攥着的零花

钱。 这些都会让我心情变好。

看 来

我不想长

大的愿望

只能在梦

中实现了。

烟花

董思桐 凤凰城中英文学校 六年级

拿起旧照片， 儿时的记忆全都浮现

在我眼前，成千上万的记忆中，我就是忘

不了那一天， 那个幼时除夕被第一次听

到烟花声的夜晚。

我正摆弄着手中的娃娃， “嘣！”

什么？ 我一惊， 这像极了我在动画片中

听到的爆炸声。 怎么办？ 我一时惊慌失

措， 连忙跑进睡房， 藏进平日安全又

舒服的被窝中。 应该安全了吧， 我长

舒了一口气。 我轻轻掀开被窝， 啊？ 外

面没事？

“砰砰” 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我的思

考，妈妈推门而入：“桐桐？ 要不要……”

“妈妈，什么东西那么响亮？ ”我打断

了她的话。

妈妈听了听外面的声音， 又看了看

我惧怕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她坐在

我身旁，轻轻抚摸着我：“那叫烟花。 ”

“烟花？是开在天上吗？”我更不解了。

“对，它就是开在天上的哦，不过很短

暂，要快点看才看得到哦。 ”

“啊，那我要赶快去看！ ”我急忙跑到

阳台看那美丽的“花”。 从此，我爱上了烟

花。

今年春天，因为疫情的蔓延，我已许

久没有听见烟花的合唱曲了。 想到这里，

不免有一些遗憾……

“嘣……”耳旁传来了烟花的声响，我

轻轻抬起头，“今晚，武汉将‘解封’！”电视

里的主持人激动地说。什么，武汉“解封”！

我的手遮掩住嘴，但还是有一滴水流入嘴

中，抿了抿那滴水，不知是甜还是咸。

那烟花似乎拥有着一种强大的力量，

触动着我们的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