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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我也不例
外，只不过我的偶像不是什么明星，而
是我们学校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胡校
长，胡校长不光是我们的校长、老师，还
是我们的好朋友。

如果你走到我们校园里，遇见一个
举止特别优雅，说起话来和风细雨的女
士，那就是我们的胡校长，她长发披肩，
中等的个子，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
笑，举手投足间总是想让你和她抱一抱
或者说说话。

在幸福路小学，我可以充分感受到
它就是我的家，我的家我做主！

前几天，学校大屏幕上打的是“快

乐大课间，运动你我他”，我心里想要是
“阳光大课间，快乐你我他”这是不是更
好呢？终于下定决心去和胡校长说说。

当我走到胡校长的身边先深吸了
一口气：“胡校长！”我的声音小得感觉
只有我自己能听见，但是胡校长像是听
见了叫她，连忙回过头看着我，“有事
吗？”那声音在我听来就是天底下最温
柔的声音了！“我能提个小意见吗？”我
又鼓了鼓勇气说道。胡校长连忙俯下
身子听我把我的发现说了一遍，胡校长
脸上一直是妈妈般的笑容，边听边不断
点头。这真让我受宠若惊。我心里激动
极了，忍不住感慨我作为一名小小的学

生，我的意见居然被胡校长采纳了！这
真让我体会到了在我们学校每一个人都
有发言权，每一个人都是学校的主人。

白岩松曾说过：“好的校长，自然
会让我们的学生笑着成长！”这就是我
的偶像——敬爱的胡建玲校长，让我
们笑着成长的校长，把我们学生放在
心里的校长，最有情怀的校长！我爱
您！胡校长。

点评：选取事件典型，用细节刻画
人物形象，语言流畅，行文舒展自如。
结尾引用名言，实属点睛之笔，对偶像
的赞美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我的偶像校长 幸福路小学 范雨筱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偶
像，这个人也许带给我们鼓励，使我们有
勇气；这个人也许带给我们灵感，使我
们有所启发。不管怎样，他身上一定会
有我们想要学习的地方。如果你问我
我的偶像是谁？我会说是周恩来爷爷。

我为什么会崇拜周恩来爷爷呢？
或许是因为他那些伟大的成就，或许是
因为他爱国的高尚思想，也或许是因为
他令人佩服从未改变的志气……

周恩来长大后之所以成为一位伟
大的人物，是因为他从小已经立下了令
人震撼的志气。

“自古英雄出少年”。周恩来在上
学的时候，校长问学生们:“为了什么而
读书？”整个操场上就炸开了锅，有的说:

“为吃饭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
书”。还有的说:“为有钱而读书。”这时，
少年周恩来以自己洪亮的声音镇定自
若地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读到这
里时，我被周恩来的话语给震撼了！

“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这不仅仅
是一句话，更是一个目标。

周恩来，他以自己爱国的高尚品质，使
所有人敬佩，赢得了所有人的崇拜。他告
诉我们要从小立志，他告诉我们要有爱国
的高尚品质。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评语：开头点明作者本人对于偶像
的理解，开头直奔主题，让人一目了然，
起到总领全文的作用，语言简洁规范，
抒发真情实感。

我的偶像 郑州冠军中学七七班 闫慧恩

■第九期“豆状元杯”创意写作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开奖了！
第九期“豆状元杯”
创意写作大赛
获奖名单公布
亲爱的小学士们，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豆状元杯”中小学生创意
写作大赛正式启动以来，活动得
到了广大中小学生的热情参与
与踊跃投稿。第九期主题“我心
目 中 的 偶 像/榜 样 是——”受 到
广大中小学生踊跃投稿。经过
组委会认真初选和评委会慎重
精选之后，本次“豆状元杯”大赛
共产生：10 名最佳创意写作奖，
32 名优秀作品奖。

10名“最佳创意写作奖”
获奖名单

（名次不分先后）

1.段留钰 惠济六中
2.户雨萌 惠济六中
3.闫慧恩 郑州冠军中学
4.王嘉乐 蒲公英小学
5.耿唯佳 郑州豫翔实验学校
6.牛一诺 幸福路小学
7.范雨筱 幸福路小学
8.贾琴媛 幸福路小学
9.何坷然 幸福路小学
10.王嘉雨 二七区实验小学

32名“优秀作品奖”
获奖名单

（名次不分先后）

1.李文慧 惠济六中
2.习龑祥 惠济六中
3.靳梓鑫 惠济六中
4.陈蕾 惠济六中
5.王子娇 惠济六中
6.刘晓豪 惠济六中
7.付宇博 惠济六中
8.邓茹心 惠济六中
9.孟耘硕 惠济六中
10.苏诗霞 惠济六中
11.尹馨怡 郑州豫翔实验学校
12.郝政 郑州冠军中学
13.王嘉杨 蒲公英小学
14.肖珍妮 蒲公英小学
15.王有晨 蒲公英小学
16.石博言 创新街紫荆小学
17.周沫言 二七区实验小学
18.史怡煊 幸福路小学
19.王家卫 幸福路小学
20.马若宁 幸福路小学
21.王嘉盛 幸福路小学
22.高健翔 幸福路小学
23.贾瀚哲 幸福路小学
24.刘锦峰 幸福路小学
25.王雨乐 丰庆路小学
26.杨小渔 幸福路小学
27.刘昱轩 幸福路小学
28.何恃 幸福路小学
29.李青玥 幸福路小学
30.马宇聪 幸福路小学
31.姜佳林 幸福路小学
32.李波宇 文化绿城小学

我心中的偶像
二七区实验小学三一班 王嘉雨

我爸爸是一名交警，每天不管是
刮风还是下雨，都总是像一座大山一
样，屹立在路旁，指挥着来来往往川流
不息的汽车。如果你要问我心目中的
偶像是谁？我一定会大声地告诉你：
我的爸爸。

说实话，我很羡慕一些同学，羡慕
那些同学的爸爸能够每天陪伴着自
己，但我的爸爸是一名警察，每天都在
工作，早出晚归。我多想爸爸也能多
陪我，带我出去玩。爸爸对工作非常
尽职，一年到头总是很忙。 因为这常
常遭到我的埋怨。爸爸每天都早出晚
归，每天我都会打电话问他：“爸爸！
你可不可以早点回家？”爸爸总是回答
我：“我下班就回家！你等着我！”可
是，我却很少能等到。

爸爸在工作上却很尽职。工作中
每一件事情他都做到亲力亲为、勇争
第一。夏天，他冒着炎炎烈日保障交
通；冬天，他顶着刺骨的寒风巡逻守
卡……爸爸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拼
搏、敬业、奉献，从不计较个人的名
利得失。爸爸这种敬业奉献、奋勇
争先、淡泊名利的品格不正是我要
学习的吗？

我敬佩爸爸，他不是什么伟人，也
不是什么天才，就因为他是一名交警，
所以我才崇拜我的爸爸，更敬佩他那
种爱岗敬业的精神，一种光荣的人民
警察精神。

评语：小作者从生活和工作两方
面描写了自己的爸爸，突出了爸爸敬
业奉献的精神，让人物形象更鲜明。
文章语言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读来令
人倍感亲切。

是谁在我学习遇到拦路虎时伸出援
手？是谁在我伤心难过时给予安慰？是
谁在我获得成功时投以最真诚的赞赏。
他就是我的好伙伴，也是我学习的好榜
样——张景森。

他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高高的
鼻梁下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他也是我
们班的学霸, 他喜爱研究诗歌和古文，
课外知识非常丰富。这就是我学习的好
榜样，一个聪明睿智的伙伴。

他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运动却不
如我。他长得不高，腿也不长，所以跑得
不快，而我与他恰恰相反。后来，我在小
区里看见他在跑步，真是太令我惊讶
了。这就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一个勤奋
的伙伴。

他告诉我，他家有许多乐高积木，我
一直想去见识一下。一个下午，我敲门
进去，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他家到
处是书和卷子，还有一张张学习归纳、学
习计划贴满屋子。我和他摆弄着高科技
的乐高积木，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下午。
这就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一个有计划乐
于分享的伙伴。

希望我俩的友情能一直保持，毕业
后也能在一起高谈阔论，开心玩耍，切磋
“技”艺。

评语：用设问句开头，文章从各个方
面描写人物，而且每个方面都用叙事来突
出人物的形象，表达人物的一种特点。叙
事与抒情相结合，语言生动，可读性强。

我的偶像是多变的，有时是李白，
因为我羡慕他的浪漫；有时是张居
正，因为我羡慕他的聪明；又有时是
王守仁，因为我羨慕他的知行合
一。可唯独看见杨涟时，我在心中
发了誓，我不会变了，因为杨涟的
心，让我敬佩。

第一次，我看见他是在书上，并
不帅气的外表，也没有让我过多地关注
他，我并没有把他当成大人物，毕竟比

他伟大的人多的是，中国从不缺人才，
而他又怎值得一提？在看到后面时又
觉得他太死板，为何不变通一下，也
许可以活下去，可杨涟却没有这样子
做，我开始并不理解，可后面我又明
白了，是道义支持他那么做，是道义
让渺小的他站在别人的对面苦苦支
撑着，为了不负先帝的重托，为了这
个懂他的人，也就是知己明光宗。是心
中那道光，是道义，是希望，是知己，这

就是我的偶像杨涟。
我敬佩他的气概，敬佩他的纯粹，

敬佩他的勇气。他是我心中永远的偶
像，即使身死，光芒却永照万代！

点评：小作者写作紧扣主题，杨涟
虽然与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却
能把这个人物鲜活立体地呈现给我
们。文章层次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行
文洒脱，表现力强。

“榜样”伙伴 郑东新区蒲公英小学五一班 王嘉乐

我的偶像杨涟 惠济六中七七班 段留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