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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
莫失莫溺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3）班 刘昊晟

传统恒昌

■淮安市清河中学高二（1）班 周
一袭青衣，染就一树芳华，两袖
月光，诉说绝世风雅。
在这个追求西方潮流审美的时
代，众多传统衣店被“欧美风”所取
代， 唯独一样仍能傲然立于潮流之
中而无所动摇——
—旗袍。
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它，曾经历波折，逐渐复兴至如今
遍及世界各个风尚之地， 细腻的布
料配以传统的中国纹饰， 与众不同
的襟形、领式，充分体现出东方女性
含蓄优雅的魅力。旗袍的袖式、襟形
改变多次， 唯独不变的是它那与生
俱来的中国传统特有的气息， 正是
它这份与众不同的美， 才能在接近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受追捧。
旗袍，因它气质的差异而美。
闲暇之时， 寻一处远离世俗纷
乱之地，翻开一本诗词集，浓浓的诗
思从远古流淌出来。
婉约如易安，心中忧愁，人比黄
花瘦；豪放如稼轩，金戈铁马，气吞

小作家

扬
万里如虎；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淡泊，苏子“造物者之无
尽藏”，“吾与子之所共适” 的豁达，
中国诗词史，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别
具一格的才子佳人， 才会如此丰富
多彩，而不是单一的枯燥无味，让人
能领略到诗词的奇妙。
诗词，因它意韵的差异而美！
时间的长河在这数千年间，已
将这座传统文明古国的历史刷新了
一遍又一遍， 那些并无独特之处的
平庸之流， 便会被无情地冲出人们
的记忆，半点不留痕迹。
现在的城市太过繁华， 灯红酒
绿，车水马龙，来来往往。 每天行色
匆匆的女人， 原本柔软的内心早已
被迫让尘埃覆盖， 那温柔似水的江
南旧梦需被唤醒， 而只有经历过沧
桑岁月后沉淀下来的美， 平淡中蕴
含着无穷魅力的旗袍才能唤醒女子
心中的宁静， 它所独有的古典传统
的气息， 可以让人的心莫名的平静

下来，没有世俗的眼光评价，只想静
静凝视着它。 这份心安，是现代的潮
流所给不了的。
而诗词也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
诗人们那份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坚
守、执着，言简而意丰，它们所流露
出的都是诗者最真实的心境， 就是
这份真的坚守， 才能让今天的人们
在厌倦了人云亦云的充满假面具的
世界后， 寻到一份能与自己真实的
内心所相应的精神食粮。
不论是旗袍还是诗词， 都有着
太多“现代人完全给不了你的这种
感觉”， 这种感觉需要坚守自我，独
特的勇气，要经得起时光的冲刷。 很
庆幸它们成功地守住了自我， 让传
统的物质、 精神文化都可以流传至
今，让如今的文化史变得那么多彩。
世界需要差异， 传统并不是落
后，一袭青衣穿出的是传承，愿莫失
莫溺，传统永昌。
（指导老师：葛志锦）

我家的吊兰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3）班
我家有一盆吊兰,是妈妈带着我
一起到花市买的。 它摆放在阳台的
桌子上，我和爸爸定期为它浇水，观
察它的生长，我可喜欢它了！
吊兰的叶子长长的，绿绿的，只
要风轻轻一吹， 它就像一位仙女挥
着绿丝带在空中翩翩起舞。 几个星
期之后，吊兰长出了新叶子，由浅变
深，但是非常细，非常长，叶子上还
有两根白色的叶脉。 在它的生长过
程中，居然还长出了小花，那雪白的
花瓣里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淡黄色
的花蕊，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真好

王瑞祺
闻！
有一次， 妈妈对我说：“吸烟不
仅对人体有害， 而且还对植物有
害。 ”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吸烟真
的对植物有害吗？ 我想做一次实验，
验证下到底是不是吸烟对植物有
害。
心动不如行动！ 我让妈妈去花
市又买了一盆吊兰， 送给爱吸烟的
舅舅，让舅舅放在他的卧室里。 要知
道，他每天都要抽好几根烟，根本忍
不住。 从此，我就关注舅舅家的这盆
吊兰了。

一个月过去了， 我家的吊兰越
长越茂盛，但舅舅家的吊兰呢，叶子
一天比一天黄。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
盆吊兰的叶子都变枯萎了， 花儿也
全落光了，整盆吊兰都快死了。
从这次的对比观察中可以看
出：植物也有一定的承受力，也受环
境的影响。 吸烟有害身体，也影响植
物生长。 我一定要建议舅舅把烟戒
掉。
我家的吊兰真美， 我爱我家的
吊兰!

爱，这个字看似简单，却蕴含着
太多情感。 妈妈的爱，父亲的爱，爷
爷奶奶的爱，太多太多了。 让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那一次。
天空飘着乌云，下着小毛雨。 我
的心情像天气一样糟糕， 我在雨中
踏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回家。
到了家，我已经成了一个“落汤鸡”，
回想着那一刻， 老师报成绩的那一
刻。 想着想着，眼泪就不由地掉了下
来，妈妈看见了便问我：“怎么了？ ”
我心里很纠结，说还是不说？ 终于，

我和植物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3）班

王心瑶

也许，大家都爱美丽的玫瑰花，都爱清清的水仙，都爱
青翠欲滴的吊兰……但这些我都不爱。 我就爱那不起眼的
仙人掌。
仙人掌是爸爸买回来的，当时我一点也不喜欢仙人掌，
看到它就害怕，怕它那坚硬的刺。 爸爸还叫我好好养它，我
真希望那是一盆玫瑰花或水仙！所以我就天天不浇水，放在
太阳底下晒。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也没见仙人掌死。 我就很
奇怪，为什么仙人掌不死，别的植物几乎都会死的呀！ 我便
去问妈妈，妈妈告诉我，仙人掌是生活在沙漠中的，它一点
也不怕干旱。 听了这些，我就仔细的了解一下仙人掌，它看
起来是个
“
山”字，旁边刺就当作是上面挤满了爬山的人。为
了更加了解仙人掌，我上网搜索。原来，仙人掌是多肉植物，
经常生长在沙漠或干旱的地方，它有很多别名，叫鲜巴掌、
仙人扇、霸王树……哇！ 名字听起来都好霸气。 仙人掌是茎
肉质，呈球状，柱状或扁平，多刺，仙人掌也有很多类，如:叶
仙人掌、毛萼叶仙人掌，麒麟掌……仙人掌还可以治病哦！
怎么样， 你们对仙人掌有所了解吗？ 我爱顽强的仙人
掌！

熟悉的陌生人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爱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7）班

假日里，我随妈妈来到外婆家，一眼就看到了窗外一簇
簇桃红色的花，特别引人注目。 我忙问外婆这是什么花？ 原
来它叫三角梅。
外婆说，三角梅又叫叶片花，因为它的花朵像叶子，只
是颜色不一样。 刚长出来的叶子嫩绿嫩绿的，非常可爱。 叶
子慢慢长大，呈现出深绿。它的枝干与众不同，主干比较细、
短，但上面分出了许多枝条，枝条和主干差不多粗细，向四
面扩散，弯弯曲曲，一根根枝条能弯几弯。
三角梅叶子稀少，但花朵却很密，一团团的，每一团都
有几个拳头大。每片花瓣形状与叶子一样，上面有与叶子一
样的脉络，怪不得叫“
叶片花”。 远远望去，一团团花朵就像
一朵巨大的云彩，美丽无比。
花儿凋谢的那段枝条光秃秃的， 很细很细， 像脚丫一
样。三角梅的生命力很强，花期较长，一般可以开一两个月，
而最多竟可以长达四个月。
三角梅一点也不起眼， 但是几十朵三角梅密密麻麻团结在
一起，就会彰显出它的夺目光彩。这多么具有团结力量大的
精神啊！
这是我家的三角梅，一种具有团结精神的植物。

■淮阴小学六（9）班

苏美琪
我鼓起了勇气：“妈妈我考试又考砸
了。 ”妈妈拿了一把椅子坐到了我的
身旁对我说：“学习，要一步一步来，
是要日积月累地， 并不是一日就可
以换来好成绩的， 如果不通过努力
就换来收获， 如果不经历失败就换
得成功，那学习将是乏味的，学习要
踏踏实实， 脚踏实地将每一个‘旅
程’ 学好。 我们一起加油， 努力好
吗？ ”“妈妈，你的话我都记住了，我
一定会努力的！ ”
那一夜，我沉思良久，爱，是一

种依靠，是一种信任。 妈妈对我的爱
就如泉水从小山流下来， 滋润了小
山的每个角落。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诗，来
形容母爱最恰当不过了！
母亲的爱，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用一辈子来报答。我爱您--母亲！您
是一个平凡的人， 给予我的却是不
平凡的爱！

丁涵

我最熟悉的人是我的妈妈，她给了我许多，吃的，喝的，
住的，穿的……但是，她还有我不熟悉的另一面。
记得那天是周末，妈妈让我跟她去菜市场，菜市场里很
脏，路上都是烂叶子，苍蝇飞舞，也没有人来管。 菜市场不仅
很脏， 而且很吵， 有很多卖菜的人都在吆喝。“五元钱，谢
谢！ ”妈妈买好菜给了五元钱，卖菜的人却又找了五元钱给
妈妈，我想他一定是搞错了，但妈妈竟然没有把钱还给他，
而是收起来。我从未想到我的妈妈是个贪小便宜的人。我忽
然感觉妈妈很陌生。
还有一次，我放学了，但是妈妈教的班级还没有放学。
我看到妈妈正在批评学生。“世上为什么会有你这样不求上
进的人？ ”妈妈正在严厉地批评这位同学。 没想到这位学生
被训哭了。 我躲在墙角，我从不知道我的妈妈会这么厉害。
我感觉妈妈是个陌生人，仿佛不曾相识。
每个人都有令人陌生的一面。 有些人既令人熟悉，又令
人陌生，这就是熟悉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