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2018 年 5 月 17 日 星期 四
责任编辑：陆抒 校对：马艳萍

成长周刊/母亲节

“一切靠自己”
明天，就是 5 月 13 日母亲节了。 妈妈
今年一直没有回来过，但我并不感到孤独。
我知道她一直牵挂着我，关注着我。“一切
靠自己！ ”妈妈说的这句话，一直回响在我
的耳畔，并深深激励着我……
作为新华日报记者的妈妈， 她常年在
南京、苏州等地方上班，很少回家。 有一段
时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她才特地赶回来
团聚，却从未超过一个星期。每次短暂的欢
聚后，就意味着长时间的别离。望着泪眼婆
娑的我，妈妈总是鼓励我：“
孩子，我离开是
为了报社，为了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你
要学会坚强。你是小男子汉了，记住妈妈的
这句话：一切靠自己！”“嗯。”听了妈妈的这
句话，我渐渐不哭了。
记得 2013 年的母亲节， 那天晚上，妈
妈恰巧到苏州出差，不顾旅途劳累，拖着疲
惫的身体来到了掘港奶奶的家中。 我超级
开心，妈妈终于回来啦！我找来最好的椅子
请妈妈坐下。 妈妈一把搂住我，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 喃喃地诉说着思念
之情。 我感到特别温暖，特别幸福……“孩
子，不是妈妈不关爱你，而是工作所需啊！
明早， 妈妈就要走了， 但妈妈始终牵挂着
你。 你懂的，一切靠自己！ ”“
嗯！ ”我含着泪
直点头。
从出生一个多月起，因为没有奶水，也
因为妈妈工作繁忙， 我就从连云港被奶奶
带到了掘港抚养、照料。妈妈虽然常年奔波
在外，但一定会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看我，
为我买这买那， 嘘寒问暖……妈妈不在身
边，我却从不缺少母爱！
“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多么熟悉而又
亲切的问候，这是妈妈的声音！ 哦，奶奶不
知何时把手机放在了我的耳边。原来，妈妈
这段时间实在太忙碌了， 只好打电话跟我
致歉，跟我聊一聊。妈妈亲切的话语把正在
回忆的我给唤醒了。 妈妈关切地对我说：
“
孩子，我最近不能回来了……妈妈以前是
做得不太好， 但妈妈会努力改正的！ 暑假
里，我一定回来看你，或带你到苏州待一段
日子。是妈妈对不起你呀，但你一定要好好
学习，不要和奶奶闹矛盾，要帮奶奶做力所
能及的事情……” 我听了连连点头， 大声
说：“
妈妈，您放心吧！ 明天就是母亲节，祝
您母亲节快乐！ 我一定会用您教的方法去
做——
—一切靠自己！ ”电话那头，妈妈笑了
了……
如东县实验小学五（2）班 崔楚渊
指导老师 蔡玉萍

母爱如水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我们的成长离不
开爸爸的督导，更离不开妈妈的关爱。
妈妈的爱如绵绵溪水， 缓缓流淌，沁
入心田， 滋润着我的生活， 浇灌着我成
长。 是妈妈教会了我吃饭穿衣，是妈妈教
会了我尊老爱幼， 是妈妈打开了我知识
的大门……因为一直有妈妈的陪伴，让我
的生活快乐、充实。
每个周末晚饭后， 我都会和妈妈去学
校操场散步， 打篮球。 为了缓解路上的无
聊，我们会玩成语接龙的游戏，尽管一开始
我的词汇量少得可怜， 但她都会耐心地陪
我玩。记得有一次，我自以为自己的成语掌
握了不少，想在妈妈面前炫耀一翻，于是提
议玩成语接龙游戏。
我先开头
“一鸣惊人”，妈妈紧接着“人
山人海”， 又该我了，“海阔天空”“空前绝
后”
“后、后、后……”我支支吾吾，硬是答不
上来。
妈妈并没有马上告诉我答案， 而是鼓
励我说：“不急，再想想”，我绞尽脑汁却丝
毫没有头绪， 妈妈看我有点着急， 便提示
道：
“比如说如果我们人类因为眼前的一点
利益， 而污染了地球， 破坏了我们生存环
境，那将会怎样？ ”“后患无穷！ ”我脱口而
出，
“
厉害！ ”妈妈赞道。 我心里不禁在想：原
来正如妈妈平日里说的，学海无涯，知识的
海洋无边无际，看来我该去那“海洋”里遨
游一番了。
妈妈的爱如冬日的阳光，温暖着我，妈
妈的爱如黑夜的光亮，照明我前进的方向，
妈妈的爱如绵绵溪水，沁入我的心田，浇灌
着我成长。 我爱您，我的妈妈。
永兴小学五（四）班 熊柏宁
指导老师 李建梅

给妈妈捶背

我和妈妈的有趣对话
妈妈：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
经常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听到啊？
宝宝：没有啊，是不是你肚子上的肉比较
多，我隔得远，所以没听到啊？
妈妈：呃……
如东县实验小学三（1）班 陈羿彤
朵丫：两张免死金牌在手了，明天最后一
场考试万一考不好，能不能别骂我？
朵妈：我保证（点头如捣蒜）。
朵丫（沉吟片刻）：算了，你的保证一文不
值。免死金牌在你手中，就像朱元璋发给李善
长的铁券丹书，分分钟变卦。
朵妈： 我的诚信度那么低？ 敢情让你听
《明朝那些事儿》，是专门用来挤兑我的？
海门市海南小学三（4）班 殷米朵
妈妈：娃儿呀！ 你咋这么白呢？
我：玩雪的呀！
妈妈：那你额头那儿咋那么黑呢？
我：被刘海挡住了呗。
妈妈：可是，你哪儿来的刘海啊？
我：……
哈哈，我的“
坏”妈妈！
五接小学三(1)班 高昕怡
母亲节要到了， 我提前准备好了一朵康
乃馨准备给妈妈一个惊喜。谁曾想，被眼尖的
外婆发现了，告诉了妈妈。
妈妈喜滋滋地跑来对我说：“
宝宝， 这是
送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吗？ ”
我点点头：
“
是的。 ”
妈妈笑眯眯地说：“太好了， 我正好可以
拿来送给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再送给她的妈
妈。 这样大家都过母亲节了!”
于是，我的一朵康乃馨让妈妈、外婆和太
姥姥都笑开了花。
唐闸小学三（2）班 刘可欣
指导老师 王丽华
我：
“
你为什么要生我和妹妹？ 别告诉我
是因为爱！ ”
妈妈脱口而出：“是留我欺负的呗。 ”
永兴小学一（5）班 缪子懿
指导老师 胡剑萍
我和妈妈一起刷牙，刚刷两下，一个调皮
的泡泡落在我的下巴上，我仰起头，雀跃地叫
喊道：
“
妈妈，你快看！我厉不厉害？”妈妈一边
刷着牙一边转过头来看我，咧嘴一笑的时候，
嘴里一大片泡沫落在了鞋子上， 她反过来对
我说：
“
宝贝，你看我的鞋子，像不像绣了一朵
白莲花？ ”我们俩哈哈大笑！
永兴小学三（1）班 黄心蕊
指导老师 顾蓓蓓
可可： 妈妈， 我今天的抄写作业写得很
好，如果抄都抄错了，那不是笑死人了。
妈妈：你就是个小马虎，就算抄也有可能
抄错的。
可可：妈妈，你忘了上次我们去听的讲座
吗？ 大人不可以随便说小孩子不行的！
妈妈：……
永兴小学二（1）班 祖可可
指导老师 赵晶
我：妈妈，我学会了三阶魔方复原了！
妈妈：真的呢！ 只上了一节课，自己看视频
就学会了，真的很了不起。你可以教教别人玩了。
我：我才不要呢！ 我不会玩的时候，他们
也不教我。
妈妈：你自学会了，说明你的自学能力很
强。但是，你可别跟他们学呀！你就做个与众不
同的人，你去教别人玩，帮别人教会了，你就多
了一个可以切磋的人，会有更多的人一起玩。
我：说的也是。
妈妈：而且，你每教别人一次，你自己又
学了一次，步骤记得更牢了，你会玩得更好。
何乐而不为呢？
我：噢！ 妈妈你讲得很有道理！
永兴小学五(3)班 偶启嘉
我：妈妈，你说我长得像谁呢？是像你呢？
还是像爸爸？

妈妈：你觉得呢？
我：让我仔细看看我们拍的全家福吧。
（捧着全家福仔细端详一番）
我：妈妈，我看我的眼睛像你，因为你的
眼睛大大的， 我的眼睛也大大的， 爸爸小眼
睛，不像他；嘴和鼻子像爸爸，哈哈。
妈妈：那你究竟像谁？
我：像你吧！ 嘘……别让爸爸听见哦。
妈妈：你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
海安城南实验小学 四（11）班 丰子涵
我在做作业， 很懂事地说：“
妈妈你去看
电视，我一个人可以做好的。 ”
妈妈说：“我不爱看电视， 坐在这儿看看
书，挺好！ ”
我做个鬼脸，说：“你明明是爱看电视的，
我看见你在我洗澡的时候，一直看电视呢！ ”
妈妈笑着说：“我也是忙里偷闲， 偶尔看
看，其实我更爱坐在你旁边一起看看书。 ”
我靠在妈妈身上，笑了。
通师二附三（2）班 朱小墨
指导老师 张晓慧
“垚垚，作业写完了么？ ”
这是妈妈和我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
以前刚上学时，听到这句话，我都会马上
愉快地回答：“写完了！”看着妈妈脸上露出慈
祥的笑容我也开心地笑了！
可是渐渐地，随着作业越来越多，再听到
妈妈问句话时，就特别不耐烦：“没呢！ ”然后
就看见妈妈眉头紧皱，满脸的无奈，紧接着就
会说：“快去写作业吧！ ”
转眼间，我已经五年级了，每天放学，妈妈
仍然会问我：
“
作业写完了么？ ”我会不好意思
地笑着说：
“
还差一点点，但是回家一会儿就写
完了。 ” 听了我的话， 妈妈会冲我笑笑， 说：
“
好。 ”可是我分明从妈妈的眼角看到了许多细
小的皱纹，从妈妈的脸上感觉到了她的疲惫。
妈妈，今天是母亲节，请收下女儿内心最
想对您说的话：妈妈，您辛苦了！我长大了，以
后不会再让您为我操心了， 以后我的学习我
做主，我的作业一定会好好完成，请不要再担
心我的作业了，好么？
南通市实验小学五（10）班 孙晓涵
周末晚上，我在练毛笔字，妈问我要不要
吃西瓜。我说，好的。不一会儿，妈就端着一碗
切好的西瓜出来了。
我吃着粘着牙签的西瓜问妈：“这西瓜是
不是无籽的？ ”
妈把另一半没切的瓜捧来给我看， 说：
“
不是呀，我可是花了很多功夫才把籽儿给剔
掉的。 ”
我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脱口而出：“这就
是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吧！ ”
老妈哭笑不得，说：“
这是你吃瓜一分钟，
我挑籽儿十年功！ ”
朝晖小学二（4）班 张颢译
我：妈妈我肚子饿了，你陪我吃点东西吧？
妈妈：妈妈减肥，晚上不能吃东西。
我：那太好了，把大螃蟹拿来，我就勉为
其难地把你的一份也吃掉！
通师二附三（6）班 徐宸林 指导老师 姚丹
儿子(唱)：我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还
要带你去巴黎和东京……
妈妈：谁教你唱的？
儿子：我们班张同学，我唱得怎么样？
妈妈： 好像跑调了……你能告诉我这歌
里的 3 个地方在哪儿吗？
儿子：土耳其不就在亚洲跟欧洲交界吗？
东京就是日本的首都，巴黎就是巴厘岛……
妈妈：巴黎可不是巴厘岛噢，法国的首都。
儿子：原来是欧洲的啊！
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二（2）班 周正楠
我：妈妈，你最近变漂亮了！
妈妈：哦，是吗，有什么事儿说吧。
我：嘿嘿！ 带我买点吃的吧。
妈妈：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小馋猫。我最近
是不是真变漂亮了，哪里美？
我：嘿，心灵美！
海安城南实验小学五(6)班 储欣怡

“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要回报，那便
是母爱；有一个人，一生一世值得去爱，这
就是母亲。”今天我们学了《第一次抱母亲》
这篇课文，我感受到母亲的伟大和无私。我
决定今天要为妈妈做一件事， 来感谢她对
我的付出。
妈妈下班回家，一开门，我就发现她一
脸疲惫的样子，我想：今天我就给妈妈捶背
吧。于是我上前拉着妈妈的手，让她坐在椅
子上，自己则绕到她身后，趴在妈妈肩上甜
“
妈妈，我给你捶背吧！ ”说完我握
甜地说：
紧双拳， 攒足了劲儿在妈妈的背上有节奏
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妈妈惬意地闭上了
眼睛。看着妈妈的笑脸，我的手就像加足了
马力的发动机，敲得更起劲了。还变着花样
捶。 我时而亲亲拍打，就如海浪按摩沙滩；
时而快速揉捏，就像在和一团轻柔的面；时
而“
重锤出击”，就如雷霆出击般。
我捶着正欢呢。 妈妈突然喊：
“
轻点儿，
疼！ ”我赶紧停下来。 妈妈展开双眉，开始指
挥起我，一会儿让我捶上面，一会儿让我捶
下面，让我一下子找不着了北，好一阵忙乱。
我手都捶得发红了， 手臂酸得快抬不起来
了，但看到妈妈很享受的样子，我咬咬牙，继
续坚持着。 最后我捶了捶妈妈的肩，又捏了
捏肩，说：
“
妈妈，好了！ ”妈妈转过身幸福地
看着我，说：
“
辛苦你了，我的好儿子！ ”我笑
着搂着妈妈说：
“
下次我还给你捶背。 ”
看着妈妈满足的笑容， 我不由得想起
了孟郊的诗句：“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
晖。 ”此时此刻，我似乎也感染到了妈妈开
心的情绪， 我感到帮妈妈做事真是件幸福
的事！ 南通市实验小学四（8）班 邹家豪
指导老师 周亚平

母亲节的约定
今天放学，我送妈妈一枝花（是我自己
用泥土做的）。
妈妈很开心地说：
“
谢谢! 怎么把这个送给
我？ ”
我说：
“明天是母亲节， 这个礼物送给
你。 妈妈，您辛苦了！ ”
妈妈看了看， 指着另外两朵花说：“这
两朵送给谁的？ ”
“
这两朵分别是给好婆和燕燕的，因为
她们一直照顾我。 ”我说。
“
那为什么花一个比一个大呀？ ”妈妈说。
“
妈妈，小花给燕燕，中花给你，大花给
好婆，因为好婆最辛苦！ ”
“
对的，俊宝等你大了，好婆老了，你要
孝顺她。要不，从现在起，我们能做的事，绝
不让好婆做，行不？ ”
“
好的，那我们说定了，拉钩，妈妈！ ”
就这样，我和妈妈的约定开始了……
通师一附一（7）班 卢俊瑜

和妈妈爬山
周末早上弹完钢琴的我， 意兴阑珊地
躺在沙发上，感觉好累，好辛苦，沮丧得一
点也不想动，妈妈看到后说：
“
轩轩，咱们去
狼山爬山吧。 ”
我立马从沙发坐起：
“
啊， 爬山， 好累
呀！ 能换个轻松点的活动吗？ ”
“不行噢，今天一定要去爬山，你好久
没有锻炼了。 ”妈妈说的话，让我没有丝毫
挣扎的余地，背起小包拿上水和干粮上路。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我两腿发软浑身
没劲：
“
妈，我有些坚持不了了。 ”
“再坚持一下，你可以的，上面的风景
会不一样哦! ”妈妈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我只能振作精神， 拍拍身上的灰尘继
续上路，又过了很久，汗流浃背的我终于爬
上了山顶，
“妈，你说的很对，在山顶确实感
觉豁然开朗了，呼吸的空气也不一样了，我
刚才真不该有半途而废的想法的。 ”
“孩子，妈妈知道你比别的孩子辛苦，
别人在玩的时候你在练琴， 别人睡觉的时
候，你在做习题，学习就像登山，很费劲。但
是千万不能因为辛苦就放弃， 轻言放弃就
看不到最美的风景，你说是吗？ ”
“
妈妈，我知道了，谢谢你能带我来爬山。”
听完妈妈的话，我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以后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到底，永不放弃。
南通市实验小学四（2）班 陈智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