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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妈妈说的话有道理……

编者按
母亲的爱温柔、
无私、伟大、坚定，
点点滴滴都渗透在
我们成长的岁月当
中。 5月13日是母亲
节。 江海小记者总
站面向全市小记者
们 征 集“母 亲 节 ” 互
动话题文字。 如妈
妈说过的哪句话，
你觉得很有道理，
晒一晒平常和妈妈
有趣的聊天记录
等。 征稿启事发出
后， 全市各小学积
极响应， 小记者们
踊跃投稿。 现选取
部分优秀作品予以
刊登。

妈妈曾经说过：谣言止于智者。 我觉得很有道
理， 有时候在学校里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事情，大
家会传来传去的，这样很不好。 我要做个有智慧的
人，明辨是非，做到谣言止于智者。
永兴小学二（1）班 郭晟睿
指导老师 赵 晶

我最喜欢游泳时妈妈为我加油。“加油！ 加
油！”乐得我呵呵笑，游得更快了。我最喜欢妈妈送
我上学，一路上，我们说着各种各样的事，这样真
好！ 妈妈最喜欢说：“把字写写好， 一横要稍往上
提，就像一个人，得有精神气！ ”
通师一附二（6）班 陈嘉乐

妈妈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
当心点”，虽然再
普通不过，但与我而言，却有双重含义。 这既是警
告我不要触碰她的底线， 又是包含着暖暖的爱，
希望我不要受到伤害！ 妈妈，我会
“
当心”的！
永兴小学五（1）班 王东辰

妈妈在我十岁成长礼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
信，摘录如下：“宝贝儿，人无信不立，一撇一捺的
人站在那儿，需要有担当，只有担当的人才会有担
当的勇气，而只有诚实守信的人才会担当。脚踏实
地的人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锲而不舍的人才
能在平凡中找出不平凡……”
通师一附五（15）班 周沫

妈妈说的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我们要学会
换位思考，多为他人考虑！在看问题或做事的时
候，把自己想象成对方，去体会对方的心情和感
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尽量给对方减少麻烦
和困扰。 例如：不随手扔垃圾，垃圾首先要放入
垃圾袋，袋口扎紧，再放入大垃圾箱，这样可以
减轻保洁员的工作量。
永兴小学五(3)班 葛刘忺
期末考试之后，我想问老师分数，但又不敢
打电话。 这时，妈妈在一旁鼓励我，说：“相信自
己，别说你不行！ ”于是我勇敢地拨通了电话……
永兴小学五(3)班 葛鑫楷
指导老师 杨玉萍
“没有一个人每次都会成功，没有挫折的、
一帆风顺的人生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泄气，不
要失望，没关系，要勇敢面对失败，保持一颗平
常心。 ”妈妈的鼓励陪伴着我一天天成长，再大
的风雨我也不怕！
南通开发区实小二（5）班 吴季妍
妈妈告诉我：
“
阅读课外书时， 我们不仅要
看里面精彩的内容，还要记住好词、好句。这样，
下一次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就能巧妙地运用上
去。 ”我接受妈妈的建议边读书边积累，我的写
作能力正在一天天提高。 我觉得妈妈说的话非
常有道理。
南通开发区实小二（11）班 管晨琳
妈妈教我学自行车， 我因为害怕摔跤就
跟妈妈说：“妈妈，我不想学了。 ”妈妈说：“有
些事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学了。 要想获得成功
就要克服内心的恐惧。 ”在妈妈的鼓励下，我
学会了骑车。
南通开发区实小二（1）班 朱思羽
母亲节这一天， 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您——
—
妈妈的妈妈， 外婆！ 您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是：
“
书中自有黄金屋！ ”第一次听这句话时，我
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现在，我渐渐地长大，知道
了您的目的就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我今后还要更加认真去读书， 长大后也要像您
一样做个人民教师！
南通开发区实小四（13）班 张王焜
指导老师 祝燕飞
我跳舞需要练习站着下腰的基本功， 可是
我总也做不到，每次都要妈妈的帮助才能完成，
妈妈陪我用各种方法练习了好多次。然而，前天
晚上我突然可以独立完成了！ 我雀跃着对妈妈
高喊：
“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今天怎么就突然
“
其实，这也不是你突
会了呢？ ”妈妈笑着说道：
然会的， 这是你之前的多次练习积累出来的能
量。没有哪一次成功是一蹴而就的，都是日积月
累的结果啊！ ”
通师二附三（6）班 郑可馨
指导老师 姚 丹
上学期时我语文成绩只考了87分， 这是
有史以来最低的分数， 我的眼睛就像一个水
龙头，自动出水。妈妈走过来亲切地说：“不要
哭，要坚强！你每天大声朗读课文，默写词语，
坚持下去，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我按照妈妈
说的话去做， 终于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取得令
人骄傲的分数。
通师二附 三（6）班 张曼慈
指导老师 姚 丹
一天，我和爸爸因为弹琴的事情吵起来了，而
且越吵越厉害，惊动了妈妈。 妈妈过来后问清楚了
情况，说：
“
你们不要因为一件小事而去引发一件大
事。 ”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和爸爸和解了。
通师一附二（2）班 陈张泰格

妈妈说的最有道理的话： 小毛病往往可以导
致大麻烦。 细节决定成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恶小而为之。
十里坊小学五（4）班 张玉宛言
妈妈说的最有道理的话：错误犯了一次，不要
再犯第二次，要学会吸取教训。
十里坊小学五（4）班 胡一凡
我觉得妈妈说过的最有道理的一句话是：学
习不能落后，同时在舞蹈和音乐上下功夫，这样你
以后的求学之路会更加宽广，两者缺一不可。
十里坊小学五（4）班 张袁
妈妈说的这句话最让我印象深刻：要么不做，
要做就要做好。
十里坊小学五（4）班 夏新乐
指导老师 孟林林
我觉得妈妈说过：“遇到问题分三步：分析、归
纳、总结。”很有道理！每次我遇到难题就引用妈妈
的格言，首先分析题目，然后归纳于哪个学习过的
知识再把它们关联起来，最后得出结论。
海门市海南小学三（4）班 郁刘江
指导老师 陆海燕
“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妈
妈的这句话告诉我，只要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就能
到达成功的彼岸。
海门市海南小学三（1）班 成宏洋
“
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有一次，我在
做风车时，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真正体验到了无穷
的乐趣。 因此，我觉得妈妈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海门市海南小学三（1）班 鄢嘉陆
妈妈说：“男孩子应该学会坚强懂得担当，不
要用你的眼泪来和我谈条件， 用你的成绩来证明
你的能力。 ”
市实验小学二（2）班 吴昭羽
“
人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你们这个阶段就是
把知识学好，爸爸妈妈这个阶段就是把工作做好，
爷爷奶奶这个阶段就是把晚年生活过好。”妈妈常
用这句话提醒我要好好学习。
市实验小学四（2）班 戴禾子
指导老师 顾雅旋
母亲节是个神圣的节日， 是全世界妈妈的节
日。今天，我帮妈妈拖地、擦玻璃、浇花……把家里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还为妈妈做了一张母亲节
贺卡，上面画了一朵美丽的花，它永远不会凋谢。
当我把贺卡送给妈妈的时候，妈妈很高兴，我心里
也美滋滋的！
北城小学二（2）班 方子昊
指导老师 姜 楠
妈妈经常对我说：“与同学、朋友相处要善良、
宽容。”从幼儿园到小学，在平时学习和生活中，宽容
让我交了很多好朋友。前段时间，妈妈带我看了一部
“
奇迹男孩”的电影，
“
对他人友善点，因为每个人都
在与世界苦战”，电影中这句话深深触动我的心。 确
实，待人善良，与人宽容，这世界就会美丽。
北城小学二（9）班 洪钰婷
指导老师 黄胜男
妈妈说过“
爱生气的小孩会越长越丑，爱笑的
小孩才越长越美”，为了让自己美美的，我整天都
笑眯眯的。 有时生气了，哭鼻子了，妈妈就会笑着
对我说这句话，每次都能成功逗笑我。
北城小学二（16）班 陈书颜
指导老师 张 娟

妈妈曾对我说，学习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
自己。 平时多看书，要善于多思考，不要像故事中
的那只“
小蚂蚁”一样，虽然它睡在书里，但是它并
没有用心，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五接小学三（2）班 王鑫宇
妈妈告诉我，做事要一件一件地完成，不能这
件事没做完，又想着做另一件事，到最后一件事也
没做成。 妈妈对我的教育，将让我一生受益。
五接小学三（1）班 姜兴媛
亲爱的妈妈，您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地帮我拉
扯大。 您照顾我生活，教我做人的道理，您告诉我
女孩子要学会坚强，要学会独立。 妈妈辛苦了，希
望您工作顺利！
五接小学四（1）班 马欣怡
我的母亲学历不高，但她特爱读书。母亲教育
我说：“老实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比那些投机
取巧，自作聪明之流要好得多。”母亲引导我，使我
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五接小学五（3）班 赵睿
在我心中，最伟大的人是妈妈，她的千言万语
装点着我的成长道路，但还是那句话，时刻铭记在
我心中。
那句话是：穷人不是天生的穷，富人不是天生
的富，只要勤快，再穷也能变成富人。意思是：万事
都要靠自己的勤劳、努力、奋斗；否则，不会得到自
己渴望得到的、希望得到的。
母亲，您的话，我不会忘记，它们将陪伴我一生！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五（1）班 汤梦凡
指导老师 卢海莉
妈妈常说
“
细节决定成败”。 我总不以为然，很
快就遇到了挫折，在生活上丢三落四，在学习上屡
战屡败，那段时间，常常感觉到失落和挫败。 于是妈
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丢失了一个钉子，亡了一个
帝国。 原来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可能决定你的
成败。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重细节，在生活和学习方
“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座
面，果然取得了进步。 我要把
右铭，时刻提醒自己，为了理想和目标努力奋斗！
海安县城南实验小学五(4)班 刘缘
不久前，拉丁舞班发出通知，要组织大家参加
六一晚会， 我觉得自己跳得不够好， 不敢上台表
演。 妈妈语重心长地说：
“彤彤， 你跳舞跳得挺好
的，为什么不敢展现给大家看呢？ 要有自信心，不
能胆小，把上台表演看作一次锻炼的机会，慢慢地
你就不会害怕了。 ”我听了妈妈的话，觉得挺有道
理，就报了名。 我也想跳给同学们看，告诉他们其
实我也可以做得很好！
朝晖小学二(4)班 秦旭彤
我的妈妈经常会跟我讲很多很多道理。 有一
次，我回到家就开始玩，妈妈说“你要养成好的学
习习惯，放学到家先要把作业做完才能玩。 ”我一
直不敢独自一个人睡觉，妈妈说“你现在长大了，
是个小小男子汉了，应该要学会独立！ ”有一次我
说话不算数，妈妈说“要做一个讲诚信的人，这样
才能交到朋友。 ”
朝晖小学二（4）班 高任翧
妈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不能成天到
晚闷在家里，要多出去看一看大自然！我觉得妈妈
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如果不出去走走，很多有趣
的事情你都会错过。
朝晖小学二（4）班 张雨桐
宝贝，虽然这次考得有点不理想，但是不要气
馁，下次努力点，一定能考好的，加油！
刘桥小学五（3）班 刘陈璐
小时候苦一点，长大后就会很幸福。
刘桥小学五（3）班 刘斯琦
儿子，你有理想和目标吗？ 你为它们奋斗过吗？
刘桥小学五(3)班 周宇辉
指导老师 凌 平
女儿，你只能靠自己努力爬上山顶，没有人会
拉你一把，妈妈爸爸永远在终点等你！
刘桥小学五（3）班 曹颖雯
孩子，大海能容纳百川，天空能容纳大海，能
容下天空的就是人们的心灵。
刘桥小学五（3）班 马鑫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