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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写作

现在很多人都在对“二胎”发表自
己的看法和感受。早在 !"#$ 年暑假我
就对“二胎”有了自己的感受。当时我
也不知道“二胎”一词，再说那时都是

“一胎”当道，何来“二胎”啊！总之，
!%$! 年 & 月底的一天，妹妹来到了这
个世上。

!%$$ 年的暑假刚过，我发现了一
个秘密：妈妈的肚子像吹气球一样，一
天比一天大。那年我才 ' 岁，哪里知道
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陆陆续续的从
大人们口中得知：妈妈肚子里有小宝
宝了。那时很多人都说妈妈肚子里的
是男孩，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判断
的。其实我喜欢的是妹妹，因为妹妹听
话，还有我们可以穿一样的衣服、我可
以牵着她的手到处去玩、我们可以玩
同一个玩具、我们可以有共同的爱好。

妈妈出院那天我才真正和妹妹见
面了。她很小，全身被厚厚的衣服包裹
着，只能看到头。她被大人们小心地抱
着，好不容易轮了一圈后，总该轮到我
了，我也好想抱抱她，就像抱着我心爱
的小布熊一样。可是大人们就是不给
我抱，说要被我摔一跤的，只许我看
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妹妹不

怎么好看，特别是那双眼睛，又细又长
的，还总是闭着，难得睁开一次，还是
单眼皮的，只是皮肤很白很光滑。

慢慢的，我长大了，妹妹也长大
了。妹妹长得越来越像我了，双眼皮、
圆圆脸、乌黑发亮的头发。真是女大十
八变，越变越漂亮啊！

今年，对，就今年开始，我和妹妹
经常吵架，有时也会打。我也不想这
样，只是每次都有原因。也许，妹妹大
了，翅膀有点硬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了。她开始不服输，我也不是好惹的
主。就这样我们天天一小吵，三天一大
吵。每次开吵，最累的是妈妈，她要第
一时间评判我们的对错，还要顾及两
头，既要安慰又要批评。爸爸则表现出
男人的豁达，还很风趣地对妈妈说：

“吵吵更健康，随她们去吵。你呢忙自
己的事去，让她们自己去解决。”

虽然我们每天必吵，但是吵归吵，
我们的姐妹情还是坚不可摧的。比如
有一次，妹妹在公交车上摔了一跤，我
在家得知后，一直担心，直到看到妹妹
无大碍才放心。每次妹妹有什么不懂，
第一个来问我。还有每次坐车经过七
小，妹妹都要神气地说：“这是姐姐学

校。”每次我听到这话心里很舒服。今
年 ( 月妹妹上幼儿园了，暑假里是我
教给她很多有关幼儿园的常识。现在
想来，我都还很自豪呢！每次妹妹去商
店买好吃的，她都不会忘记给我带一
份。

现在想想我应该感谢爸爸妈妈，
让我多了一个妹妹。虽然多了个女儿，
但他们的爱没有偏差。妈妈每次买东
西，无论是吃的还是穿的用的，都是双
份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姐妹装，羡慕
吧！我还要感谢妹妹让我体会到做姐
姐的酸甜苦辣，也让我明白了做姐姐
的责任和义务。我还要代表全家感谢
妹妹，因为你的到来，使我们家有了更
多的欢声笑语，也有了“争吵”，再次借
用爸爸的话说：吵吵更健康。是呀！吵
吵不但可以增进我们姐妹的情谊，而
且还让我们为了各自的观点寻找更充
足的理由，这让我们姐妹的思维更宽
阔。我不禁想起一句谚语：兄弟同心，
其利断金。我想假如我们姐妹俩同心
协力，那力量可能不止可以断金，断钻
石也有可能的，不是吗？

“二胎”风暴 实验小学（鹳山校区）六（6）班 汪乐妍

最近天气预报显示，一阵不明风
暴正在靠近，将会给大家带来严重的
后果，令我万分担忧。“二胎”风暴来
了，气势澎湃，汹涌而至……

我的身边随时都能感觉到“二
胎”风暴重大影响，外公外婆在讨论
这个问题，爸爸妈妈在讨论这个问
题，连同学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哦！我
的天哪！亲爱的爸爸妈妈，家里可千
万别多个弟弟妹妹！我可是会崩溃的
呀！

说起二胎，我虽然没有个亲生妹

妹，但是也是体验过的，我的表妹，那
可是惹不起！说起她犯下的罪行，那
可是把天下所有的人民币加在一起
都数不完。只要我一不满足她的愿
望，她那排山倒海的哭声就能惊天动
地；若她不高兴打了我，我一生气，她
还会“恶人先告状”，然后嘛，等着我
的就只有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咯！

所以啊，想想你们那宝贝女儿
吧，我的爸爸妈妈！

不过话说回来，能有个随借随还
的弟弟妹妹还是挺好的。想想啊，以

后有个小朋友，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
我后面，“好姐姐，好姐姐”地叫着，那
该有多美啊。而且，弟弟妹妹有时还
是挺可爱的，瞧他们那胖乎乎的小脸
蛋，捏着还挺舒服的。如果他们发起
脾气来，我们往旁边一丢就行了，这
样多好啊！

哎呀，好矛盾好矛盾！这可怎么
办？谁能来帮帮我？

呀！糟糕！一个不小心，我也被卷
入这场“二胎”风暴中去了，快快，谁
能来把我拉出去！

我也谈谈二胎
对于不少小记者们来说，“二胎”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既期待有个弟弟或妹妹和自己一起

玩耍、成长，又担心有了弟弟或妹妹之后，父母会减少对自己的关爱。唉，生，还是不生，真是个问
题！当然，还有一些小记者家里已经有个弟弟或妹妹了，他们又是怎么相处的呢？

我要当哥哥了，可是…… 永兴小学 三（1）班 李艺涵

“反对，反对，坚决反对！如果有了
他，我该怎么办？谁来照顾我啊？”我用
眼睛瞪着妈妈，双手剧烈地摆着，显得
很焦躁不安。妈妈在一旁试着与我沟
通：“你瞧，你有了弟弟或妹妹，不就有
伴了吗？你可以和他一起玩耍呀……”

“不听，不听，我就是不听！”我捂着耳
朵，竭力地叫着。

但是，经过妈妈一段时间语重心长
地交流以及苦口婆心地分析，我最终还
是勉强答应了，但心里，还是极不情愿
的！

过了几个月，妈妈开心地对我说：
“宝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怀孕
了！”看着妈妈高兴的样子，我却很失
落。但是，妈妈最爱我，现在她怀孕了，
我应该是家里的小小男子汉了。

于是，自那天起，我就承担起了照
顾妈妈的责任：每天放学，我会把从学
校省下来的课间餐带回来给妈妈，对她
说：“怀孕了，就该多吃点！”路上，妈妈
走路总感觉很累，我就扶着妈妈，让他
能够靠在我身上；家里，我帮妈妈做家
务，洗碗，洗菜，拖地，我都学着去做；晚

上，妈妈早早地睡去了，我就悄悄地关
上妈妈的房门，然后自己静静地完成作
业，洗漱睡觉。妈妈很高兴，经常夸奖我
道：“长大了，越来越懂事了！”我也经常
鼓励自己：“我就要当哥哥了，再坚持一
下吧！”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放
学回家，妈妈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她语
气低沉地对我说：“小宝宝没有了，你当
不成哥哥了！”我的心顿时凉了下来，不
知说什么好，只是在那儿沉默不语：“本
以为我可以当哥哥的，可是……”

妈妈要生二胎吗？富春五小 五（1）班 荣雨欣 指导老师：李国萍

最近常听大人在讨论“二胎”
的事儿。面对国家的新政策，大人
有“生不生”的烦恼，而我这个五年
级女生的烦恼也不小。

我倒是不担心爸爸妈妈对我
的爱会被小弟弟或小妹妹分了，我
所担心的是万一小弟弟或小妹妹
很淘气捣蛋，毁了我的东西怎么
办？如果小弟弟或小妹妹犯了错
误，爸爸妈妈会不会怪到我头上？
还有，小小孩需要无微不至的照
顾，爸爸妈妈可能会很累，我也可
能忙得没有学习的时间。

记得在今年国庆小长假的时
候，舅舅一家来我们家小住了几
天。才一岁的小表弟对我们家的什
么东西都很好奇，这儿摸摸，那儿
爬爬。结果他喜欢上了我的风铃，
就天天让舅舅把他抱上我的小书
桌摇风铃。在那几天里，风铃“叮叮
咚咚”的声音不绝于耳，吵得人心
烦。我更是连作业也没法做了，只
好“搬家”。更惨的是我的小书桌天
天被小表弟踩，有一次他甚至差点
把尿撒在上面，这让有轻微洁癖的
我宁可呆在客厅里写作业。小表弟
还随地小便，舅妈只好跟在他后面

拖地，家里总弥漫着一股骚味儿，
熏得我想戴上防毒面具。幸亏舅舅
一家只住了三天，要不然我会天天
不得安宁啊！如果家里有了老二，
这次国庆小长假的情景会不会在
我们家再度重演呢？

我还有一个表姐，她有一个妹
妹，名叫陈梦平。陈梦平经常不是
摔碎了碗就是打碎了杯子。但是每
次陈梦平闯了祸，不管是表姐的错
还是她的错，姨夫总是不分青红皂
白地先训表姐一顿，结果表姐变得
很沉默，和姨夫之间建起了一堵

“墙”。有了老二，表姐的今天会不
会就是我的明天？

不过，老二的到来也不全是烦
恼：在我孤独的时候，会有人陪伴
我，给我温暖；在我难过的时候，会
有人来安慰我，为我分忧；当我拿
不定主意的时候，多了一个人为我
出谋划策，给我建议；将来，当我遇
到困难的时候，关心、帮助我的人，
又多了一个……这样看来，老二好
像也不是那么讨厌呢！

妈妈，你到底要不要生二胎
呢？你烦恼，我也烦恼啊。

我也谈谈“二胎”富春四小 五（5）班 毛泽政 指导老师：骆春华

可以生“二胎”了，于是，它成了
家家户户的热门话题。我们家也不
例外。

我当然是觉得这件事值得庆
祝，因为我十分想有一个“跟屁虫”
每时每刻跟在我的后面，任我“差
遣”，想着就觉得开心！跟他在一起
时候可以尽情地玩！

我曾经多次不厌其烦地问过
我的妈妈：“妈妈，你想再生一个
吗？”妈妈听了，懊恼地说：“你能不
能别问了，我的脑仁都要被你吵炸
了。如果再生一个)我受不了折腾！
因为当初带你就十分累，再带一个，
你是让我累死啊！”我心想：累什么
累啊，我看这根本就是福气吧！

我又跑到二楼，大声地问爷
爷：“爷爷，爷爷，如果家里再多出一
个‘福娃’来，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
他？”爷爷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喜欢
你啦，你是大孙子，还有一个是小孙
子，当然喜欢大的啦！”我又反问他：

“难道你不觉得小孙子很可爱吗？”
“不觉得！”爷爷直接反驳了回去！

我又去问对面的奶奶：“奶奶，
你是喜欢大孙子还是小孙子呀？”奶
奶听了，摸着我的头说：“你想想，你
上大学了，可那个是小孙子可能连
六年级都没上呦！当然喜欢你喽* ”

我又转念一想：如果妈妈生了
一个淘气的弟弟，那么我的日子将
不再安宁；如果是一个淘气的弟弟，
那么他将会对我伸出“恶魔之手”；
如果是一个淘气的弟弟，那么我将
会受到他的“欺凌”。如果是一个乖
巧的妹妹，那么她有可能以文静的
性格夺走我的一切，包括父母对我
的爱。

此时的我内心真的好纠结，内
心的想法好复杂：我想要一个乖巧
懂事的弟弟或妹妹，又不想他从我
这夺走任何的一切东西，包括一切
的爱！但我明白，父母在这两者之间
一定会付出相等但不同的爱……

你好，阳光

下期话题：

经历了漫长的下雨天，阳光
终于又露面了！早上一起床，走
到室外，就闻到阳光的味道，冬
日的暖气，不炽烈，轻轻柔柔的，
像是在抚摸着、呵护着。有了阳
光，不会担心衣服晾不干了；有
了阳光，不用一走到室外就得躲

到雨伞下，湿哒哒的感觉，让人
好不舒服；有了阳光，不再有阴
冷，不用披着大棉袄却还是颤抖
抖的。你好，阳光，久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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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有个弟弟 实验小学（鹳山校区）三（3）班 王艺翰 指导老师：朱湘妹

我一直以来都很想有个弟弟，很
想很想。

如果我有一个小弟弟，我就可以
天天抱抱他，看看他的笑脸，听着他喊
我“哥哥！哥哥！” 捏捏他肉嘟嘟的脸
蛋，那肯定很软很软。

如果我有一个小弟弟，我可以和
小弟弟一起出去玩，不像以前，出去玩
身边都是大人，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可
以和弟弟玩摔跤、捉迷藏、警察抓小偷
等好多好多游戏。假如我有个天大的

秘密，我一定把那个秘密告诉我的小
弟弟，让他和我一起保守秘密，那样会
很好玩。

如果我有一个小弟弟，就可以去
教训一下那个臭脾气的小开昕（小妈
妈的儿子）了，因为开昕才两岁，老是
打我，妈妈告诫我要让着他，不要和他
计较。唉！我教训不了他，所以我想到
把这个愿望托付给我的小弟弟，替我
出出气！

如果我有一个小弟弟，爸爸妈妈

就不会老是骂我了吧，他们肯定也会
骂弟弟。看着弟弟满脸泪痕地站在老
爸面前，想想也挺好笑的。

如果我有一个小弟弟，我一定把
我所有的玩具全给他玩。

如果我有一个小弟弟，我会把我
的零花钱分一半给他用。

如果我有一个小弟弟，我还会把
我无限的爱都给了他。

总之，我想有一个可爱、搞笑又帅
气的小弟弟，很想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