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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牛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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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海瑞学校 六（7）班 朱庆晨

母爱是慈爱的，而父爱是默默
无闻的。父爱就是在你不经意的那
一秒、一瞬间，它比母爱更深沉更
内敛，那个不经意的夜晚，我触碰到
了它……
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深夜，突然
一阵关门声惊醒了熟睡的我。从房
间门缝里看出那是一个高大的背
影，原来是爸爸回来了，天天说忙，
忙呀忙，一忙到半夜。他小心翼翼
地来到我和弟弟的房间看了看，蹑
手蹑脚地将门关上。原来爸爸先爬
到弟弟床上，迷迷糊糊中我可以看
清他在给弟弟盖被子。
忽然我想到了一个“坏”主意
——找爸爸的茬。谁叫他天天忙，
没空陪伴我们。门又开了，爸爸爬
到我的床上，轻轻地、慢慢地给我盖
上了被子。我猛地睁开了眼睛，假

装生气地说：
“你把我吵醒了！”爸爸
看了一眼弟弟，小声地对我说：
“嘘
——弟弟在睡觉，有事明天说！”听
他这么一说，
“可算找着茬了！”我转
了转眼珠子想。
“我饿了，给我煮碗面！”我跟爸
爸撒娇道。
爸爸把我拉到客厅，对我说：
“看看现在几点了？我今天忙了一
整天没休息了，你要干什么，明天再
说，可以吗？”
“不行，我饿了，现在就要吃！
”
爸爸拗不过我，只好带着疲惫
消失在了我的视线，走进了厨房。
我靠在客厅沙发上等爸爸做的面
……
一会儿，我又躺在沙发上，迷迷
糊糊的，透过微弱的光线，看到熟悉
的背影在厨房忙碌着……

第二天一早，我被妈妈的唠叨
声吵醒：
“也不知道是谁？发什么神
经的，半夜做了一碗牛肉面，把我准
备做早餐的牛肉用完了，你看，做好
也不吃，放在保温杯里！
”
望着那还有余温的牛肉面，听
着母亲的唠叨，我的鼻子突然一酸，
眼前一片模糊……
爸爸这么省吃俭用的人，会为
女儿吃上一碗面把早餐用牛肉全做
完？爸爸这么聪明的人，会不知道
我在糊弄他？一连串的问题，模糊
了我的双眼，似乎一切的答案都藏
在这碗牛肉面里。
我真后悔昨晚睡着了，真想趁
热尝尝那碗“爱”的牛肉面。那碗面
不仅有肉、有菜、有汤，还有浓浓的
父爱……
（指导老师：
黄恒宝）

我的老师是
“疯子”
■ 海南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三（9） 郑圣廉

洒下来的星河
■ 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一 552 班 李方垣

那天，我与家人和朋友来看这片
星河。它不在天上，也不铺在地上，就
挂在一处山崖。
刚来到黄果树小镇，虽然没有课
本里描述的那一层薄薄的水雾，但丝
毫不影响我对它的期待。
来得很早，
天上才只有淡淡的橘黄
色光晕和零零散散的淡淡薄云。慢慢
散步在林宇之间，闻闻淡淡的花香，吸
吸清爽的空气，
听听鸟儿早间欢乐的鸣
叫。阳光打开层层叠叠的枝叶，辛辛
苦苦地照亮这一番天地。
也不知是我听到了水声还是它调
皮地钻入了我的耳朵。那本就湿润的
空气又附上一点点微小的水珠，显得
更加美丽。那片星河它散落下来的每
一颗星星都那么闪烁。
仔细一看，透过枝叶的间隙，那星
河已能微微看出一点轮廓，正在马不

停蹄地奔流着。流着那么平凡的水，
看起来却那么伟大。
地面已满是苔迹，好在有一块块
防滑垫的覆盖。两边的树木也越来越
大，就似一列列整齐的卫兵，拿着那片
天空断开那片星河。
终于，来到了它的面前，原本的水
雾已是绿豆般大的水珠，是那么平凡，
是那么普通。也正是这一颗颗的朴
实，成就了那铺天盖地的星河。
也正是你，我，每一个平平凡凡的
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的警察、环卫工
人们，就像那洒下来的星河一般，看上
去那么的普通，却一起成就了咱们今
年国庆的辉煌，也正如网上所说的“迟
来的春运”。当别的国家还处在疫情
的水深火热之中时，看看咱们伟大的
中 国 。 此 刻 我 只 想 说 ，我 爱 我 的 祖
国！
（指导老师：
蔡晓珍）

快要开学了，我兴奋地想：
“新班主
任会是怎么样呢？是温和善良的，还是
严格古板的？我千想万想也没想到，我
们的新班主任——贺老师，她竟然是一
个
“疯子”。
第一次上语文课，贺老师就让我们
读第八课，是的不是第一课，是第八课，
《卖火柴的小女孩》。她说先从最有趣
的童话开始。
那是一篇很长的课文，大多数同学
都读得吭吭哧哧的，
可贺老师偏偏让我们
玩开火车的游戏，谁接不上就要被老师
“火烧屁股”
。结果，
同学们可认真了，
生
怕被老师“火烧了屁股”。我算了算，至
少有 10 个同学被老师“烧屁股”了。虽
然不是拿真火烧，还是把我们吓了一
跳。就连我前面最调皮的那位同学，
都
没敢开小差，
你们说这老师
“疯”
不？
再说说贺老师选班长的事儿。关
于班长，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想当，我早
早就盘算了：
“我有两年当班长的经验，
这回到新班，一定也能当上班长的。不
能当正的，至少可以当个副的!”自然，

我是当上班长了。可同我一起上任的，
竟然还有 15 个班长！我们班才 39 人
啊！我的天哪，这也太疯狂了吧!
我本来是很有“官”瘾的人，可这一
下，让我的“官”瘾减了至少百分之八十
五!我想：
“ 哇！贺老师也太疯狂了，她
让几乎所有人都当了‘官’。我这‘大
官’
变得就不大了。
”
贺老师的疯狂里经常还带着幽
默。开学第二天的语文课，有几位同学
把刚买的作业本放家里了。贺老师笑
着说：
“这几位同学可能是没钱买本子，
大家要多多帮助他们!”大家正信以为
真的时候，她又对那几位同学说，
“今
天，你们就写在手上或者衣服上吧!”哈
哈 哈 ，大 家 觉 得 贺 老 师 是 不 是 太“ 疯
狂”？那几位同学，有的真的写手上，有
的写衣服上，还有的写在了面巾纸上。
但开学第三天，大家就都带本子来了，
谁也没有忘记。
这就是我的班主任贺老师。一个
幽默、善良、有智慧，还很“疯狂”的老
师。我很喜欢她! （指导教师：
贺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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