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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一朵荷花到你的梦乡

◎江利彬

夏天还是来了，来得悄悄的，不经意间，为我们送来了一池的荷花，顺带着点燃了她的芳香，一缕一缕，

甜丝丝的，轻轻地侵入我们的世界，眼前的一切顿时变得娇嫩，变得温存，美丽得无可挑剔。我，忍不住要把

这一池的荷花相赠与你，可又怕给的多了，吓跑了你。

可是，这荷花表达着我的天真与美好，我是真的真的想把她送予你。

六月的风浸润着一池的荷香，如烟一般，袅袅升起，随即又缓缓四散，飘飘然向远方，她到哪儿去？

到乡村去，到城市去，到校园去……

她将永不停息。

而我，几经思索，仍是决定了要摘一朵荷花到你的梦乡，我亲爱的孩子们，不管你是大是小，不管你

是否听妈妈的话，只要你愿意，你的梦里，时刻都有那醉人的荷香。

这是爱，也是希望，不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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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作者中，江利彬引起我的注意
是投稿比较多，而且有的稿件的确不错，
但由于我们的杂志是双月刊，作者投稿太

多，发表有所限制，我只选用了他的部分
稿件。

有次用了他一篇小说《小树长青》，
是以我市首个“中国好人”古槐基老师为

原型的，正好这个题材我写过长篇报告文
学，对这个作者，自然更加深了印象。

还有一次为一个扫黑打非的征文做评
委，有一篇小说《大扫把和小锄头》获了
优秀奖。因是匿名评审，评出后才知作者

是江利彬，自然又对这个作者的印象加深
一些。重要的是，编辑的职业习惯，让我

感觉到又发现了一个新作者。在作者中发
现好稿件是件愉快的事，发现写好稿的新
作者更是令人激动的事，毕竟预示着有好
米下锅。

待见到他本人，才发现是一位青春

逼人的97后时尚文学男青年。江利彬个
头不高，瘦瘦的，皮肤白皙，穿着打扮
及发型都比较刻意和讲究，有当下新潮
年轻人的作派，活脱脱一个非虚构的后

浪。
刚大学毕业的江利彬是广东揭阳人，

他称“写作和志愿服务是他生命的两颗

星。”现在在一家教育机构从事作文教
学，教孩子们写作。

最近，江利彬要出版他的首部个人
作品集，要我帮他写个序。如无话可说

也罢了，有话可说就讲讲吧。我发现这
个男孩的生活是如此的丰富。他喜欢读
书、听书，他读中外名著，读欧•亨利、
简•奥斯汀、君特•格拉斯、托马斯•曼、

斯塔夫理阿诺。他说小时候家里有很多
藏书，因为爷爷也喜欢看书，老家房子
的阁楼里几乎藏着一阁楼的书。那时候

他就读《三毛流浪记》、读冰心、读鲁
迅、读中国的四大名著以及一些国外的
文学作品。

他在朋友圈晒写作、晒教写作、晒
听书、晒做美食、晒拍摄的底层生活

照、晒做公益，最突出的是，他时常晒
在纸质媒体发表的文学作品。数字化时
代，个人申请一个公众号，就可以“自

发表”，新技术使“自发表”像打开自
来水管一样，哗哗哗大规模扩散。每天
在海量的“自发表”中，纸质发表就有

点“物以稀为突出了”。微信朋友圈也
在影响着编辑的选择和判断。

90后作为互联网的一
代，他们中大多数的写作都
是在网络上施展拳脚，而江

利彬不同，他是两栖，一边
在互联网上玩着新潮；一边
向传统文学出版物挺进。

都说潮汕人长着一双巧

手，什么食材到了手里都能
变出一道道美食来，什么菜
脯煎蛋呀，什么菜脯焖鱼

呀，咸水粿，还有菜脯粿
条……这个年轻人热爱做美
食，而且菜品极富卖相，不
是简单的家常菜。他会将小

小的芋头、菜脯、海鲜等食
材用各式烹饪及配料做出色
香味俱全的漂亮美食。他还
将对美食的热爱和研究融入
在他的笔墨中，写了《厨

缘》系列。他用调皮幽默轻
松的文字，将美食的制作及

品尝写得活色生香，完了还
吊着读者胃口，让你别急
“泡好了茶，听上一段潮
剧，听我慢慢道来。”让人
难以置信这是一个97后文学

男青年的日常。

制作和品尝这些美食，似乎能给他这个后浪的创作增加功

力，像那个文豪加美食家前浪金庸一样?
的确，生活的丰富，关乎创作的疏密。对于写作，热爱生

活，多积累日常经验当然是好事。江利彬的文路比较宽，这与
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无不相关，他对生活的态度，向他的创

作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这本文集《背影》，内容比较广泛，
共分六辑，收入了他写的散文、随笔、小说等。他写他刚进入
的这个社会、写城市的喧嚣和人情世故。然而对于城市生活的
书写，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该怎么展开它的叙述？该写什
么，怎么写，写了有没有意义？都值得他这个初入社会的后浪

思考。
虽然留在城市，“已多年不曾细细聆听那叶落下来时的声

响。耳朵里多是嘈杂的汽车喇叭声”，但他的乡情，在他的心
里。那里有他的身世和哀乐，他带着感情写他那些有血有肉、
有幸福也有痛苦的乡间和父老乡亲，其中那篇散文《背影》深
深打动了我。这篇散文虽然没有新奇的写作技巧，但是有较强

的艺术张力。在作者细腻的描写中，以生动的细节和情感的张
弛，将母亲的形象自然而然跃然纸上。这种情感写作的难，就
在于情感把握的度，那种母子情感，润物细无声地轻轻地融入
读者心中。《背影》写上坡的时候，“母亲的身体斜了下去，
像田里被风吹弯腰的甘蔗。黄昏已尽，长长的路望也望不到尽

头，好似永远走不完。推车上的竹竿又往母亲腰上撞了一下，
母亲受痛只能又挺直了腰。我的泪水不知不觉早已润湿了双

眼，心好似被竹竿撞了一下又一下。”这是一篇让人温暖，让
人内心柔软的文字。

他不仅写当代小说，还写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而且都写
得那么像模象样，无论情节设置、细节描写还是人物刻画都有
超出他这个年龄的写作视角。他还喜欢中国古典小说，这挺

好，中国汉语言文学是我们的语言根基，好好琢磨慢慢消化
吧。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系列乡村小说人物的刻画，如樱
子、舅舅、许菜、黄乐群、静璇、秋实、春生两兄弟等，刻画

得栩栩如生，各俱情态和性格。但有些情节设置和一些语言把
握还有努力空间，好在，他还年轻。

江利彬很努力很勤奋，我们为他的努力和付出喝采和欣

慰。毕竟，写作的90后后浪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创作方
式等都不仅仅是复制粘贴，都需要新建。年轻人，可以努力，
可以勤奋，但，不可以急躁，有时甚至还要慢一点。悖论吗？
教坏人吗？都不是。

江利彬还年轻，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期待。

2020年5月19日于可园客厅

作者简介:
刘明霞，新闻媒

体人，主任编辑，国

家二级作家。中国散
文学会会员，广东省
作家协会会员，惠州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惠 州 中 国 画 学 会 理
事。《东江文学》执
行 主 编 ， 《 惠 州 商

报》、《鹅城》杂志
专栏作家。六如轩文
学奖评委。民间文艺
沙龙《可园花事》发

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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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序

◎刘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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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梓伶

希望是什么？希望是火，

它点亮梦想的火炬;希望是光，

它照亮我们生命里的美;希望是

路，指引我们走向成功。

希望不是偶然，它存在于

生活中，无处不在。

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在

广阔的空地上散步，步子是极

慢悠悠的，走着走着，我忽然

发现前方，在一个不起眼的角

落边上，有一颗正在努力成长

的小树苗。我凑过去看，它十

分矮小，着实是不起眼。而且

这颗小树苗所在的环境十分干

躁，一滴水也没有。

可即使这样，他仍在向上

生长，不屈不挠，不畏这恶劣

的生存环境。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在

想：小树苗的生命力是有多么

的顽强，哪怕在这么艰难的情

况之下，还能生枝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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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棵小树苗呀，在这一霎那

间，便在我心中就种下了希望。

在一次文艺汇演中，老师推荐

我当主持人。我怕极了，心里像揣

着一只小兔子似的，蹦跳个没停，

手也没停过，一直在瑟瑟发抖。

这时的我，脑海里竟浮现出那

一天的情景，那一棵不屈不挠，饱

含希望的小树苗！

我的心里突然想明白了，人

呢，一定要对自己充满希望，然后

勇敢地面对一切，把困难和挑战一

并击倒。

希望不是偶然，它存在

于生命中，无处不在。

我满怀希望地上了台，

台上是我的搭档，台下是观

众，我学着那一棵小树苗的

姿势，腰挺得直直的，毫无

畏惧。

不知不觉间，演出竟接

近尾声了，老师鼓励了我，

“你表现得非常好，再接再

厉。”

我微微一笑，笑容里渗

透着希望，那一种极具生命

力的希望，向阳而生，且生

生不息……

作者简介:

童梓伶，六年级，

系龙祥教育快乐魔方作

文学生，学习成绩优

异，性格活泼开朗，有

作品刊登在【奉天文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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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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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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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秋来了，她带着十二万分的萧瑟来

了，来到我的身前，来到我的身后……

秋的景色虽没有春天那样草木苍

翠、花草芳菲，也没有冬天那样大雪纷

飞、银装素裹；可我仍是偏爱秋天的景

色，无由头的喜欢，眷恋着，尤其是家

乡那座浸透在有着秋凉、秋色、秋意的

广场。 广场的门有着它特别的地

方，我一眼望过去，轻易便瞧

见了“和谐博罗”四个显眼的

大字。

广场一片开阔，呈圆形状

延宕到前方。四面是一个又一

个的花坛，花坛上种着月季、

牡丹、太阳花，各种姿态，在

阳光下显得愈发娇嫩欲滴，仿

佛连秋风都格外怜惜她，舍不

得吹落她。

午后的广场，蔚蓝的天空出

现了几抹薄薄的云彩，风摇一

摇，云变得又薄了些，恍若一条

雪白的丝巾，或是一缕丝绸，在

天际飘飘洒洒，丝毫不受约束，

自在得很。

黄昏的广场，让人略感凉

意。风儿钻进了我的鞋缝，跑进

了我的衣袖，调皮极了，左一下

右一下，窜动着挠我的痒痒。

太阳渐渐地往下坠，慢慢

的，慢慢地接近了地平线，天空

像着了火似的红彤彤一片，很快

的，酝酿成一抹鲜红。忽然间，

她害了羞，向大地母亲的身后躲

去，剩下大半边脸，小半边脸，

最后只剩一道余晖。

夜晚的广场，静极了，周遭的

花灯散发出五光十色的光，沿着花

坛蔓延开来，从近到远，又从远到

近，使整座广场在夜空中更显光彩

夺目。

风凉了，夜色亦是如此，凉如

水，我不禁沉醉在这广场的美景之

中，静静地回味着……

作者简介:

梁怡庆，六年级，系龙祥教

育快乐魔方作文学生，有作

品刊登在【鸭绿江】。



即将步入初中的我，又将
有多少时间能伴随他们呢？掐
指一算，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时

间了。一万多个日子已从他们

手中溜去，他们的日子滴在时
间的长河里，一去不复返，时

间都去哪儿了？
我，看着父母老去的容

颜，心头不由得一震，鼻头不

由得一酸。我必须得为他们做
点什么了。

在学校，我要认真学习，
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在家

里，我要尽一己之力，尽可能
分担家务活，让父母安心工

作，不用为我操心。
百善孝为先。我们一定要

趁着光阴，好好孝敬父母，回
报父母。

时间请慢一点吧……

◎苏梓均

远山如墨，乘小舟顺水而
行；碧绿入眼，鸟声、水声、

摇撸声，细细微微侵入耳畔；
我，脑海中又随之浮现出一件

又一件件难忘的事……
仔细想想，时间的流水滴

在春天，流过夏天，穿过秋

天，逝在冬天。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从没有停的时候，这
像极了我的成长过程！

大声哭啼，咿呀学语，蹒
跚学步，初入校园……我与父
母一起长大，成长的道路上，

他们的细心照料，用心栽培，
耐心教导，让我明白了——百

善孝为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

渐的长大了；他们，却也渐渐

的老了。

你若拆下一枝放在花瓶里，一

个礼拜后你可奇迹般看到那须占满

了整个瓶底。

是的，栀子花开，如此可爱！

这一招竟也奏效！一日下午，我要浇水

时，发现栀子花居然开了花，极嫩的花瓣，一

重叠着千重，薄薄的，似仙女浴后穿上的纱

衣，好美呀！

那绿油油的枝叶，簇拥着两三朵小白花。

那花，雪白雪白的，格外清的可爱。

我忍不住想靠近她，可又怕惊吓了她，只

好慢慢地走，悄悄地走，步子小了又小。

终于，我成功地靠近了她。

哇，这香味是多么的淡雅，好一阵清香，

无声无息，萦绕在我的心怀。

除了这些，她的根也很有特色呢。那大棵

的栀子花的根跟普通小树的根没什么区别。

六月的天，阳光明媚，亮

着丝丝的光芒，微笑着点艳了我

们家那颗还没有绽放的栀子花。

虽然，她还没有绽放，但是

我却时常能闻见她散发出来的幽

幽香气，闻着极舒心。

我是盼望着她开的，清晨时

分，日暮时分，我都是要跑到她

面前瞧一瞧的，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这一瞧，竟把她瞧怕了，她吓

得掩住芳颜，不敢见人。

于是我决定离她远些，除了

日常浇水外，便不再“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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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芯仪

作者简介:

刘芯仪，三年级，系龙

祥教育快乐魔方作文学生，

性格天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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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树的心思 ◎张子南
从前，有一棵小树，它在一条小河边孤独地站着。
有一天，小树觉得它站了许多年，已经很累了，于是它想着：唉！要是我能坐着，那应该很舒服吧！
话音刚落，一群伐木工就来到了小河边砍树了。可是他们东张西望都没有看到树。他们有些灰心丧气，正当他们准

备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看见了小树，他们高兴极了，便把小树砍下来拖走了。
最后，小树被做成了椅子，而椅子被人买走了。

椅子又坐了许多年，它又想：要是我能躺着就好了。没过几天，那户人家买了新椅子，他们就把旧椅子锯成了木
板，做成地板了。

小树的愿望实现了。

为我的想象插一双翅膀
◎苏俊豪

假如人类可以飞，那可有多好啊！
那么，我再也不用担心上课会迟到了。
那么，我再也不用怕因为走路慢而错过操场上每一个好玩

的游戏了。
那么，我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
如果，你忘记拿东西了，你就可以直接飞过去拿你要的东

西。
那样的话，不仅可以透透气，还可以欣赏天空和地面上的

风景。
你可别小瞧了风景，那风景可美了，近距离地接触到天

空，你瞧，火烧云很多的形状和颜色，有的半黄半红，有的半
红半紫，还有的半青半红的。

对啦，它的形状也多着呢！一会出现大马，它似乎没有站
起来，等人站上去了，它才站起来，但它的马尾巴一会儿就不
见了，正在找它的尾巴时，却发现连马也不见了。

突然，又冒出来一条狗，它特别凶，后面似乎还跟着许多
小狗。此时我的眼睛模模糊糊的，我轻轻地揉揉双眼，抬头一
看，这些小狗也不见了。

突然，又冒出来一头狮子，是和庙门前的狮子
一模一样的，那么镇静，那么威武。它似乎要起身
了，在火烧云的照亮下，一切事物都变成金色的
了。包括叶子、树枝、大树、小鸟等，全都变成金
色的，就连胡子也变成了金色的了。

而地面上的风景更是仙气飘飘，花开遍野，可
多了，有油菜花、玫瑰花，各种颜色，美丽极了！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会非常开心！

东山公园导游词
◎黄玥瑶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东山森林公园，我是
你们的导游，我姓黄，大家可以叫我黄导。接下
来，就由我来为你们介绍东山森林公园吧！

东山公园是广东著名风景区之一，也是全市
的游览胜地。它位于博罗县城东边美丽的东江河
畔，是 2002 年 4 月经省林业局批准建立的省级
森林公园，占地 2735 亩，由惠州市康顺投资发
展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超过十亿元人民币。

远远看去，她好似一颗美丽的珍珠镶嵌在东江河畔上，
人们给予她是城市中的“市肺”、“绿肺”的美誉。

走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五万多平方米的北门广
场。那绿叶的清静，似乎能抖动身上的灰尘，能驱走一天的
疲劳，能洗静身心的烦恼！

脚踏石阶，登山而上，沿着葱葱郁郁的树荫，在林中穿
行，倘佯在幽绿的松林里，倚坐在新修葺的凉亭上，什么也

不思，什么也不想，微眯着眼，将一切杂念抛之脑后，闻花
香，听鸟鸣，仿佛置身于人间的“天堂”。

极目远眺，把大好山河尽收眼底，风光无限，令人赏心
悦目。

向西面望去，葫芦岭和东山并排，犹如两名士兵守护着
榕城的南大门。

俯瞰东江水利枢纽工程，宛如一条明晃晃、光闪闪的银
龙橫卧在上方。

东山公园美极了，她就是一架巨大的绿色竖琴，处处跳

荡着生命交响乐的旋律。
我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请大家自行游览参观，同时

请大家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要注意安全，不乱涂乱画，
做一名文明的游客哦！

祝您玩得开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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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旅客：
大家好！我是你们此行的导游，我姓缪，大家可以叫

我小缪导游！

我们今天要游玩的景点是长城。众所周知，长城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建筑工程,拥有两
千多年的历史！

在游玩之前我先提一点点建议，请大家务必遵守，就
是在游玩过程中，大家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带

小孩的旅客呢，请看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乱扔垃圾，可
自行准备一个小垃圾袋，不要破坏文物，做一个文明的游

客。
好，我们回到正题。长城位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它

全长一万三千多里,又称“万里长城”，它的主体非常陡
峭，像一条长龙徘徊于各山峰之间。相传,秦始皇修建长
城时，青年范喜良和女子孟姜女刚新婚没多久，范喜良就

被抓去建长城，还活活累死了，被无情地埋在长城墙下。

孟姜女千里迢迢寻夫，却得知丈夫已死，孟姜女伤心欲
绝，不由得悲从中来，放声痛哭之下，好家伙，竟是把长

城哭倒了一半。
听完这个凄美动人的传说，我们再往前瞧一瞧。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些古堡，就像一个个士兵守卫着

长城一般！古堡的作用主要是防御外敌进攻，因此它们质
地很坚固，且规模宏大。

长城之旅导游词
◎缪嘉涛

除此之外，旁边的烽火台之间距离10公里，同样是
为防止敌人入侵而建的，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

夜间点火，一台接着一台，很快就将敌人入侵的消息传

出，援兵看到了就会马上过来救援呢！
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各位亲爱的游客，很快

我们今天的旅程就结束了，请大家注意安全，玩得开

心！

小土豆滚呀滚，滚到了小溪边，小溪可清澈了，
她瞧见小土豆，不禁停下了流动的脚步，问小土豆要
去哪儿。

小土豆憨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哩。”

就在这时，小蚂蚁也跟了过来，他偷偷地爬到土
豆的背上。

善良的小溪流轻轻地问道：“要不要我送你一

程？这样你就不用滚得那么辛苦了。”

小土豆连忙说：“谢谢，谢谢，你可真好。”

于是，他们随着小溪流漂啊漂，漂啊漂，一直漂
到了一个美丽的小镇上。

这时候，小土豆才发现了背上的小蚂蚁，他们还
结成了好朋友呢。

在小溪流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小镇最好玩的集
市上，集市上有许多许多的东西，有好吃的食物，好
玩的玩具……数也数不清。

小蚂蚁又一次瞪大了眼睛，小土豆开心极了，在
半空滚过来，又滚过去。

最后呀，小土豆和小蚂蚁决定在小镇上生活，他
们过得可幸福啦！

滚来滚去的小土豆
◎林靖轩

夏天到了，天气
热得不行，太阳公公
肆意得散发着他身上

的光，到处是热腾腾
的白气。

小土豆热得受不
了，在桌子上直打

滚，滚个没停，从这
儿滚到了那儿，又从

桌上滚到了地上，滚
呀滚，滚到了蚂蚁洞
前面。

有几只小蚂蚁见到小土豆，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好
奇地问：“队长，这一个是什么？”

另一只带头的蚂蚁挠了挠头，回答道：“我也不知

道。”

小土豆也探出脑袋来看蚂蚁们，发现他们长得和自
己不一样，而且长得那么渺小。他呀，摇摇头，缩了缩

身子，继续往前滚去。
谁也不知道他是要去哪，好巧，他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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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时序变换法

【特点】

采用时序变换法描写植物，要有计划地在不同季节对同一植物进行仔细观察，并记下观察日记。

六招写景法
◎梦悠文苑编辑部

1、移步换形法

【特点】

采用移步换形的方法描写

建筑物，可以不断地变换立足

点和观察点，对建筑物进行多

方面的观察描写。同一个建筑

物，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到

的印象是不一样的。因此采用

移步换形法描写建筑物首先要

把观察点和立足点交代清楚，

使读者明白你所描述的建筑物

形象是从哪一个角度看到的。

否则，容易把读者搞糊涂了。

其次，采用移步换形法描写建

筑物时，一定要抓住建筑物的

最主要的特征来写。如果采用

面面俱到的方法来描写，文章

容易变成一本流水账。

2、说明介绍法

【特点】

采用说明介绍法描写建筑

物时，要注意紧扣文章确定的

中心进行必要的说明介绍，切

忌东拉西扯。在说明介绍的过

程中要简明扼要，切忌拖泥带

水。采用说明介绍法描写建筑

物时，还要注意整体的连贯

性，也就是说在说明介绍完毕

以后，文章要返回到描写建筑

物上来，并与前文衔接。文章

从描写建筑物转到介绍说明，

或从介绍说明回到描写建筑物

要有过渡词或过渡句。

3、环境衬托法

【特点】

周围都是绿色，中间的一点红

色就特别鲜艳夺目，所以说“万绿

丛中一点红”。对建筑物周围的景

色进行适当描写，建筑物就显得突

出。描写建筑物周围景色的目的是

为了突出建筑物，因此描写景色时

要能衬托建筑物的特点，切忌离开

建筑物而大写特写景色。造成喧宾

夺主。在描写建筑物周围的景色

时，要把观察点和立足点交代清

楚，便于读者了解建筑物的位置。

4、彩笔描绘法

【特点】

植物总是由根、茎、叶、花、

果组成的。运用彩笔描绘法时，要

把根、茎、叶、花、果各个部位的

最主要特点写出来，要写出它们的

形状，写出它们的颜色。采用这种

方法描写植物，要仔细观察。要分

辨出植物各个部位的颜色，同样是

红色，要分出是火红的，还是粉红

的;同样是黄色，要分出是桔黄

的，还是金黄的;同样是绿色，要

分出是碧绿的，还是嫩绿的……要

仔细区分各个部位的形状特点，同

样是花，花骨朵与盛开的花就不一

样。观察得仔细，描写得具体，读

者就好像看到一张植物的彩色照

片。采用这种方法描写植物，还要

运用恰当的比喻，要写出自己的情

感。

5、远近结合法

【特点】

采用远近结合法描写植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植物的

形状和颜色的特点，给读者以完美的印象。采用这种方法描写植

物要把观察点交代清楚，也就是要说清楚是远看的还是近看的。

其次要注意叙述的顺序，或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这样文章才

能条理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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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我的天！
这一个长着乌黑短

发，圆脑袋，弯眉
毛，小嘴巴和一双

黑葡萄似的眼睛的
人是谁呢？不错，

这就是天真、可爱
的本仙女啦！

--黎钰莎

瞧！这个小女

孩，一米五左右，身
材不高不矮。有一张

圆圆的小脸蛋，一双
水汪汪的大眼睛，小

小的嘴巴，可有气
质！

--蔡乐瑶

看，这个小女孩，头发很短，一双

大眼睛，显得很机灵。嘴巴像樱桃似
的，是一个整天很调皮、很自信的女

孩。她特别喜欢画画。
--童佩梓

瞧！这一个小男孩，一米二
三的个子，一双黑溜溜的大眼
睛，一张帅气的脸蛋，大大的手
掌，洁白的牙齿，有些调皮。我

是个乐观派，整天笑嘻嘻的。很
聪明，很顽皮，也很自信。

--李骏

大家好！我就是用文字带你们吃遍

天下美食的李梓彬，你们还不知道我的
真面目吧？今天我就告诉你们。

--李梓彬

瞧！镜子里的这个小姑娘就是
我啦。一米四五左右的个子，头发
扎成一束漂亮的“马尾”高翘脑

后，一双眼睛充满了神采，显得很
机灵。唯一美中不足，是嘴里那排

洁白的小士兵，有两个长，有两个
短。不过呀，我天生就是一个顽

皮、可爱、聪明的小姑娘。

--苏靖涵

瞧，那个女孩！留着一头清爽的
短发，两条浓密的眉毛，两个有神的

乌黑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着，一个红

润的嘴唇。穿一件浅绿色的条纹上
衣，搭一条灰白色的裤子。是的，那
就是我！

--苏素昕

看！这一个小男

孩，身高大约一米
三，头发弯曲，弯成

一个锅盖一样。眼睛
小小的，眯成一条

缝。高高的鼻子像一
座小山峰。一双大耳

朵看起来挺有富气。
你知道他是谁吗？请

跟着我的步伐，继续
走下去吧！

--陈振瀚

瞧 ！ 我 这 小 男

孩，一头乌黑的头
发，一双大大的眼睛

像钻石，那大大的鸡
蛋脸，小小的耳朵，

可帅了！我天生是个
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叶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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