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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翩翩

□潘亦燊

给混沌的社会血管注入了新鲜血液。对
于这种
“胆识之勇”，我投以钦佩。
然而，光有胆量的勇气，我们只能称
之为勇敢。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是
勇敢者，但智慧之士都懂得，勇气需要的
不仅仅是胆量，还需要智慧，而我们所追
求的便是有智慧的勇气。蔺相如从秦王
手中巧妙地夺回和氏璧，靠的是智勇；毛
遂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凭借的是智勇；
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若没有充满智慧的
勇气，哪能日后传为佳话？由此可见，有
智慧的勇气，
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勇气。勇气
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只有有了勇气，
才有能力从小我中解脱，随时接受先进思
想充实自我。有智慧的勇气，兼具“仰望
星空、脚踏实地”的理想精神和现实意识，
只有胆识和智慧结合，才有更科学的勇

气。
勇气不应仅仅局限于“勇于做什么”，
还要做到“勇于不做什么”。譬如历史上
的“淘金热”
“古董热”，在人们都对其乐此
不疲、忙于追逐所谓的“刺激”时，那些能
经得起诱惑的才是真正的勇者。
巴金后半生极力呼吁“讲真”，他自己
也写了一本厚厚的《随想录》，在它背后我
们可以读懂人生的智慧。讲真话并非不
懂人情世故的代名词，而是内心率真的真
实流露，这种大智若愚的态度，在当今社
会难能可贵，其中充满了勇气，可惜没有
多少人可以达到这一境界。
无智慧不勇气。我们可以将有智之
勇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之一，正如歌德所
说的那样：卑怯的人叹息、沉吟，而勇者却
向着光明抬起他们纯洁的眼睛。
（作者系上海市进才中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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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欣怡

期盼暑假

无智慧不勇气
勇气是一切美好品质的必要不充分
条件。创新需要勇气，有勇气了才能支
撑人们不断去尝试，而不被困难吓得退
缩；率真需要勇气，在当下敢于讲真话的
人才是真正的熊罴之士；奉献需要勇气，
唯有充满勇气，才会具备牺牲自我的高
尚境界……
勇气是如此重要，而在我看来，组成
勇气的元素有二：一是胆识，二是智慧。
林肯曾这样评价斯托夫人：
“ 一个小
妇人的一本书引发了一场战争。”当废奴
问题被顶上舆论高峰时，不少作家都站了
出来，为解放黑奴而呼吁，斯托夫人便是
其中一个。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出版轰动
了世界，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
这位看似弱小的小妇人，立场却如此坚
定，她深知奴隶制给黑人带来的苦痛，对
这一社会现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用文字

美编 / 黄辰毅

书皮脱落的课本
偷偷告诉我
——期盼暑假
因为在那时
课本可以好好地睡懒觉
不用每天早起
免去日日辛苦

轻轻地告诉我
——期盼暑假
因为在那时
台灯不用每夜都亮着脑袋
搞得头昏脑胀
疲惫不堪的我
默默地告诉日记
我也期盼暑假
因为在那时——
我可以掏鸟窝 抓知了
终于可以放肆地玩耍

呻吟不断的水笔
悄悄告诉我
——期盼暑假
因为到那时
水笔可以安静地休息
不必再每天面对我
这个时常折磨它的坏蛋

时间 你赶紧加快步伐
我们都迫不及待地
想对暑假 Say Hi！
（作者系上海市罗山中学学生）

耷拉着脑袋的台灯

成长日记

□张露珈

老师我想对你说
张老师，
还记得读一年级时我不会写
字，你就手把手教我写，同时也教会了我
不惧怕困难。还记得，
我刚做班长时手足
无措，你不仅鼓励我，还教我怎样管理班
级。还记得，刚跳级时你处处维护我，留
意我的每一点微小进步，
经常当着全班的
面表扬我，给我信心。还记得，四年级时
你毫不留情地把我的
“二条杠”撤掉了，
我
却因此而加倍努力，最后收获了“三条
杠”……
明年 6 月我就要毕业了，今天我想借
这个机会对你说几句话，
希望你能改掉几
个
“不良习惯”
。
张老师，你不许“熬夜”。每个工作
日的夜晚，你不是给我们批试卷就是改
作文，总是要到很晚才睡觉，十分辛苦。
希望你以后能早点睡觉，保重好自己的

鱼乐（国画）

身体。
张老师，你旅游时不许“三心二意”。
每年寒暑假，你就算在外旅游或度假，也
会给我们发写字的样板，
每天统计写字页
数，
难得休假也不安心。希望你以后能好
好放松，
全心全意享受假期。
张老师，你不许做“低头族”。上班
时，你每天都会在手机上发默写资料、默
写成绩、考试情况等。下了班，你还要用
手机收午餐费、校服费等。你颈椎、腰椎
本来就不好，
要多运动、多锻炼，
这样才能
更健康。
现在，
每次想到毕业将近，
我就有种鼻
子酸酸的感觉。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最想对
你说的话：
张老师，
感谢有你，
幸运有你！
（作者系浦东新区园西小学学生 指
导老师：
张伟兰）

□赵梓杉（作者系浦东新区明珠小学学生 指导老师：
张毅）

稚趣童言

□周叶繁

给弟弟的一封信
亲爱的弟弟：
你好！
虽然你刚出生不足三个月，但我这个
哥哥，却有千言万语想对你这个只会“一
会哭、一会笑”的襁褓中的婴儿说。
弟弟，你可真是我的亲兄弟。虽然我
比你大 10 岁，但是大人们都说你的鼻子
和眉毛和我的很像。更出乎意料的是，你
的生日和我的生日就差一个星期，我真不
知道是妈妈刻意为之，还是你自己算好日
子“神”一样下凡。
自从你来到我们这个家，就把我们家
搞得“鸡飞狗跳”，让家里人心神不定。妈
妈成天围着你转，
她每天都喂奶给你喝，
都
说自己成一头“奶牛”了。可即便是这样，
你还总是半夜哭闹，把妈妈吵得头痛。奶

奶也没闲着，
白天给我们烧饭，
半夜帮妈妈
哄你入睡。爸爸几乎成了“超级奶爸”，只
要一下班，就给妈妈当助手。每当你哭的
时候，
爸爸就拿出杀手锏——冲奶粉，
把装
满奶的奶瓶，
塞进你那可爱的嘴巴。我呢，
常听见你的哭声，经常睡不好觉。放学回
家写作业时，也会被你那无休止的哭声弄
得心烦意乱。
无 奈 ，全 家 人 现 在 都 成 了 你 的“ 保
姆”。但是你的降临，还是让我们全家人
脸上常常挂满笑容，你成了我们家的“开
心果”
，因为你可是我独一无二的亲弟弟。
弟弟啊，你以后可要好好感恩，特别
是妈妈。妈妈生下你的第一天，我们一家
人赶到医院，只见妈妈脸色苍白，嘴唇也
没以前那么红润了。就连最简单的上厕

奇思妙想

所，还要扶着周围的病床一步步缓慢地向
前走，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滴。我心
想：
生个孩子真不容易呀！
生完你没几天，妈妈回到家休养。有
一次，你把小便尿在桌上，地板上都是。
妈妈生完你后本来就腰痛，但还要不厌其
烦地擦地板。我不禁感慨：母爱如春风
般，
滋润了幼小的你，
也陪伴了你的成长。
弟弟，等你长大后，我们一起孝顺家
里人吧。当你长大能看懂这封信的时候，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欢声笑语。哥哥会耐
心等着你长大。
希望你健康、
懂事，
祝你开心每一天。
你的哥哥：
周叶繁
（作者系浦东新区澧溪小学学生 指
导老师：
刘敏）

□陆思圆

辛勤的汗水（版画）

20 年后的我
卸了妆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家里的沙发
上，
慢慢回想着刚刚结束的精彩演出……
随着芭蕾舞《天鹅湖》的音乐进入尾
声，舞蹈演员们一字排开站在舞台上，舞
台中央的位置空着。大家把期待的目光
转向舞台边缘，华丽的灯光随即转了过
来，我抬起头、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舞台
中央，又以一个优雅的大跳站定在那个空
位上。霎时间，台上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
掌声、欢呼声，有的观众站起来向我致意，
还有的跑过来向我鲜花。我微笑着拉着
身后的“小天鹅”们，做了个漂亮的后交叉

分腿，随即轻轻地鞠了一躬。
我今年 30 岁，热爱芭蕾。
“ 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我的生活中，每天有 8
小时都在舞蹈。从早上睁开眼的那一刻，
我就在思考怎么将动作做得更好。每天，
在练习一位、二位、三位、四位、五位，横
叉、竖叉、半蹲、大蹲、半提脚尖，二位分
腿、四位分腿、划圈、大跳……一遍又一
遍，直到能熟练掌握。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芭蕾？
小时候，我曾看过一部名叫《了不起的菲
丽西》的动画电影，影片的女主角是个孤

□王雯倩（作者系三林中学东校学生）

小编有约
儿，梦想成为芭蕾舞明星，最终靠自己努
力实现了梦想。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芭
蕾梦，梦想也能和菲丽西一样，跳舞时能
做到体态如羽毛般轻盈，气质如天鹅般优
雅。
如今，芭蕾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以后
即便我老了、跳不动了，也希望能从事和
芭蕾相关的工作。再老一点，如果我的孙
女愿意跳舞，我很乐意教她，我要把芭蕾
的美传递下去。
（作者系浦东新区进才实验小学学
生 指导老师：
孙其芬）

小编的邮箱里，最近又收到了不少
同学和老师的投稿来信。真诚感谢大
家对“学生文萃”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认
真对待每一篇来稿！今天的版面上，就
有几篇自发来稿的作品，其中有你的
吗？
如果你还在犹豫，赶紧行动吧！无
论是散文、随笔、诗歌、读后感，抑或是
绘画、摄影和书法，都可以在这里尽情
展现。稿件一经录用，我们都将开列稿

费、
赠予样报！
投稿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716 号 B 幢 3 楼 吴 燕 收 。 邮 编 ：
200135。
信封上请写明“学生文萃”投稿，稿
件中请写明姓名、
学校、
班级、
联系地址、
邮编等信息。非文字类作品建议拍成图
片格式发送至邮箱，
原稿恕不退回。
邮箱地址：
xueshengwencui1@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