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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百草园

如果说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花语，那么生活
呢？每当我拿起画笔，面对那些赤橙黄绿，我总是
固执的认为，这缤纷的色彩便是生活对我们的另
一种诉说，另一种启迪。
我的第二故乡武进有着同样的缤纷色彩。
那浓浓的绿色是清明山的颜色。一眼望去，看

那山上一片绿油油。草是绿的，树叶是绿的就连风
也仿佛是绿的，那么清新，那么自然。一到节假日，
便有不少的游客到清明山上来玩，男男女女，老老
少少，一家人在一起多么的欢快！一路上有说有
笑，不仅锻炼了身体，又放松了身心。人们生活在
绿色中，便随着绿的清新自然而动起来，随着绿的
生机而努力，眼前满是充满旺盛精神的攀登者；耳
边总是回响着青春活泼的孩子们的笑声。生活浸
没在绿色中，一切都变得生机盎然，充满活力。
那深邃的蓝色是西太湖的颜色。一望无际的

太湖水明亮如镜，春风吹拂，蔚蓝色的湖面荡起微
微的涟漪，画面轻柔美丽，富有诗情画意，令人感
慨万分。想象一下，人们在湖堤上闲庭信步，十分
惬意。突然，天上飘起了霏霏的细雨，蓝色的雨丝
落在湖面上，溅起一片片温馨的水纹，整个太湖显
得更加神情妖娆和百媚了。其实，太湖的风光，是
融淡雅、清秀与雄奇、壮阔于一体，碧水辽阔无垠，
烟波浩淼迷朦，峰峦时隐时现，气象变幻万千。

那相间的红色与黄色是寺庙的颜色，就如有
名的大林寺，天宁寺。给你的第一映像就是庄严，
宏伟。每天都有不少的人来烧香拜佛，祈求能够保
佑全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美美。

不同的色彩构成了不同的美妙环境与生活。
生命就像是一道彩虹：红橙黄绿蓝靛紫，变幻无
穷，而生活就像是雨后的天空，偶尔出现这么一道
彩虹，令人激动，令人喜悦。正是因为这么多的复
杂的心情，这么多的迥异的事物，这么多得情随事
迁，这么多得难以言喻，才是我们的生命更加五彩
缤纷，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生活是缤纷的，它并不单一；生命是纯净的，
它并不肤浅。我在学画中，发现生活中的色彩，也
在涂鸦中演绎人生的赤橙黄绿。生命可以不辉煌，
但不能枯涩灰暗，生活可以平凡，但要每一刻都充
实，才能使生活绚烂。

横山桥初级中学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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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刘凯铭

武进是我的第二故乡，她
在我眼里就一个字———美。

景色优美

武进有许多景色优美的
地方，例如西太湖、清明山、淹
城等等，其中我最喜欢西太
湖。西太湖是苏南仅次于太湖
的第二大湖泊，南接宜兴，北
通长江，东临太湖，西接长荡
湖，如同一块碧玉，静静地镶
嵌在苏南大地上。站在西太湖
边，眼前的湖水波光粼粼，一
阵风吹来，湖面卷起层层浪
花，白的纯洁，白的可爱，像一
堆堆洁白无瑕的棉花，又像一
片片一尘不染的雪花。站在湖
边还可以闭上双眼，静静享受
浪花拍打岸边轻轻的但不失
气势的声音，“刷，刷，刷……”
多像一位母亲正柔情地哼唱
着摇篮曲，我也仿佛置身于摇
篮之中，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

啊！
物产丰美

武进不仅景色优美，物产
也特别丰富，有羽翼渐丰向天
歌的寨桥老鹅，一唱红天下的
雪山草鸡，闻香识品牌的湟里
牛肉，金爪玉脐行天下的黄天
荡大闸蟹，一味螺蛳千般趣的
芙蓉鲜螺，流传三百年香飘大
上海的横山桥百页……我所
居之地就盛产横山百桥页，因
而隆重推出横山桥百叶。横山
桥百叶的历史最为悠久，早于
明清时就名闻遐迩，因其独特
的手工制作传统工艺，独特的
“点花”配方、时文时猛的“煮
浆”功夫、恰到好处的“闷缸”
用时、力度均匀的“压榨”技
巧，使成品兼有白、香、嫩、糯、
滑爽且有弹性韧性，口味独特
而驰名大江南北。正宗横山桥
百叶因“营养科学；绿色环保；

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具有文
化内涵和历史传承价值”而被
载入《中国名菜大典·江苏
卷》。

人心更美

武进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涌现出了一批批先进人
物。漕桥初中的一位退休教师
孙国华老师就是一位杰出代
表。74岁的孙老师平时生活非
常节俭，家中唯一在使用的电
器是电饭锅。2013年 9月 9
日，他却做出了一个让身边所
有人都无比钦佩的壮举：把毕
生积蓄 190万元捐给武进区
教育局“树人教育发展基金
会”，定向用于漕桥中学奖励
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和对特困
学生的补助。这190万元，分
成96张存单，是这位74岁的
老人节衣缩食，辛苦存了一辈
子的积蓄。几十年来，孙老师

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珍惜每
一分钱，自己和家人过着清贫
的生活。平时，他和妻子、患病
的女儿一家三口每月开销基
本都控制在 1000元以内，除
去柴米油盐，再交点水电煤气
费，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为了
节省开支，孙老师一家经常煮
一锅稀粥、吃点青菜或是煮点
清汤面，鸡蛋、猪肉都舍不得
买，衣物缝缝补补穿了又穿，
很多年都不买新衣服。孙师母
当年用作陪嫁的布料，到今天
都还没用完，而她至今仍穿着
打补丁的衣服。这真是“春蚕
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
武进真是太美了！地美物

美人心更美！
横山桥初级中学七"一$班

时明霞 何丹丹

指导老师 蒋海萍

“走咯！去广场玩咯！”。隔壁的阿姨大声叫喊
着，老妈还来不及吃完嘴里的饭便连忙回应道：
“好嘞！马上来！”不一会儿，几个阿姨大妈们便穿
着漂亮的裙子去广场跳舞啦。其他人家也不例外，
吃完饭，都陆陆续续地往广场赶。大家像是去赶集
一样，不约而同的来到广场。
这时广场早已灯火辉煌，人潮涌动了！一番热

闹的景象，尤其是橙黄色的灯光的照耀下，在漆黑
的夜晚里显得格外温馨、愉悦！再加上有节奏感的
音乐声，更加调动着人们的情绪，是整个广场热闹
非凡不如说更像一个聚会。
大叔们抽着烟，爷爷们摇着蒲扇唠着家常。孩

子们无非是玩游戏，个个都像脱缰了的野马，尽情
享受着这自由的时刻！小一点的孩子们不是你追
我的，就是你追我的，打打闹闹，一会儿哭，一会儿
笑，还真是纯真可爱。大一点的男孩子们可没有那
么无聊，他们可都把力气花在了打篮球上了，瞧他
们那敏捷的身手，帅气的身姿，红通通的脸上满是
汗水，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生命的勃发。少年的情
怀可非如此简单。看那边有几个女生走了过来，边
说边笑，迷人的气质，可爱的脸蛋可让少年们陶醉
了，他们决定大展身手，好好显示显示自己的威
风，自己又多么的酷和帅。
全场的焦点还要数在那些跳舞的阿姨大妈身

上，虽说不是明星，不是专业的舞者，但也引来不
少的人围观，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广场舞其
实很好学，它有固定的舞步，动作简单易懂，这不，
许多围观的人也开始加入到队伍中去，在后面学
着学着也就会了。队伍越来越庞大，这才是广场
舞，这才更有气氛。随着音乐的变换，他们跳的舞
也就不一样，时而激昂时而嘻哈，时而柔美，时而
悲伤。无论怎样，阿姨大妈们都很认真的挑，很是
享受，在他们脸上总是浮现着幸福快乐。在她们飘
忽的身姿里我看到了自然率真，悠然随性洒脱。这
种广场舞使她们放松了自己，激昂烦恼劳累的随
风而散。她们因舞蹈而快乐，因快乐而舞蹈。
欢乐的广场时刻是和谐社会的缩影，愉快的

跳着玩着，乐曲洋溢出心中的喜悦。
横山桥初级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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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奚晓云

当我感到乏味时，总会不经意间拿起桌
上的报纸，翻开一页又一页，就在这时，一个
亮点吸引住了我的眼球。
据记者报道：在湖塘镇小留村的一条小

巷子里，隐藏着一家老式理发店。悠悠转动发
出响声的吊扇悬在头顶，那流露着几十年历
史痕迹的理发椅油漆都掉光了，老师傅手中
老式的手推剪灵活地在一位老人花白的头发
上翻飞，斑驳的桌子上，剪刀、刮刀泛着岁月
的光泽……师傅名叫徐良兴，今年61岁。14
岁起就跟着师父学手艺。梳、洗、剃、刮、掏、剪
等剃头匠的十八般技艺，徐师傅样样精通。时
过境迁，年轻人都喜欢新式发型，徐师傅的理
发店生意逐渐冷清，客人也变成了一些老人
和小孩，还有附近工地上的民工。即便如此，
徐师傅还是习惯每天守在理发店里，有顾客
上门就做生意，没生意就听听收音机，与村民
谈天说地。
我很好奇，这位剃头匠为何生意都渐渐

清淡了，却还如此坚守着他的理发店？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是

他个人的原因，或许是他为人民着想……看
着旁边的插图，仿佛看出了他的乐观，他的坚
定……虽见他头发花白，但他的眼神里却有
股难以形容的坚定意志。被岁月磨砺过的脸
上，一道道深陷的皱纹，犹如被雕刻家雕刻过
一样，深深地刻在了这位老人的脸上，但他从
未因为自己的年龄渐渐增长，皱纹渐渐增多，
而放弃自己的梦想，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理发
店，而是默默地坚守着这家店，为老百姓服
务，好似是一个天使，在大家需要的时候，总
会出现，尽力帮忙。那粗糙的双手背后，给多
少人洗头，剃头，做了多少鲜为人知的事情，
但他从未埋怨过，总会露出一脸的喜悦，也会
自豪地告诉记者：“我已经给人剃了40多年
头了！”可见，这位老人已经把这份工作融入
了他的生命中，已经成为了他所自豪，所骄傲
的职业。
世界上，又是有多少人像这位老人一样，

不为金钱，只是为了好好服务老百姓呢？！
正是因为有这些愿意默默无闻所奉献的

人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如此的缤纷多彩。剃头
匠的坚守，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也像
剃头匠一样，多做些力所能及，为他人所服务
的事情，那会是多大的快乐啊！

横山桥初级中学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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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黄安琪

指导老师 韩亚文

晴朗的周日，暖流充溢着世界。眼
前的一切，仿佛都被一层金色的轻纱
所笼罩。虽说是如此美丽的景致，然
而，又给人一种毫无光泽之感，就好似
歌手扯着嗓子却不带感情地高歌一样
无趣。被奶奶拽出门的我，望着路边的
一派生机，久不出家门的我，心中却是
说不出的烦闷。

半个上午，跟着奶奶串门拜访了
张大爷、刘阿婆以及诸位“老友”后，便
踱向菜市场挑菜。九点，是菜市场的高
峰期，喧嚣是免不了的。面对着我一向
拒绝的杂味和这么一大帮难得一见的
大爷、阿婆，不得不说，我并没有要久
留的意思。紧跟着奶奶的脚步，当她问
我“这个要吃吗”“那怎么样”时，我也
只需负责点头摇头便是。
“要吃鱼吗？”奶奶转过身子问我。

好久没吃鱼了，这次买两条也好，我便
答应了。奶奶带我走到鱼摊，便是一阵
腥味，两侧是叫卖的摊主，各自吹嘘，
有的似乎是热情过度，自顾自地聊起
天来，多是琐事，也无谓去听了。奶奶
凭着自己的“买菜经验”，找了一个好
摊主。那摊主也没少叫唤。远远的就看

见他那双挺大的眼睛，人称是“大眼
睛”。奶奶替我挑了两条大小适中的鲫
鱼递给了“大眼睛”，见他十分麻利地
将鱼装进袋子，称好后递了过来：“二
十三块八。”他用抹布擦了擦手，接过
了三张纸币，数了几个硬币给奶奶，奶
奶接过便拉着我走了。

离开了摊位，正聊着怎样烧鱼，背
后便是一阵喊声，“喂，你钱少拿了。”
“大眼睛”走过来又给了我两枚硬币：
“刚刚没反应过来多算了你们两块钱，
想到找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已经走了。
还好你们没走远。呐，给你们！”这时，
我不觉有些惊愕，其实两块钱也算不
了什么，如果是到缺斤少两的摊主那
儿去买鱼也同样挥霍掉了，然而，就连
平时斤斤计较的奶奶也没有发现的两
块钱在他眼里到底是什么呢？是敬业
的标志，诚信的是灵魂。他只要自己应
得的。

遐想间，两枚硬币相碰发出清脆
的声响，他已转身而去了。

横山桥初级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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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范翛霖

指导老师 丁晓燕

周末的时候，我经常和朋友们在
家旁边的公园里一起玩耍。

这天，我很渴，买了一瓶饮料，“咕
噜咕噜”很快便喝完了。正准备扔的时
候，却听见一个声音“唉，别扔！”我转
过头，看到一个老爷爷正面向我吃力
地跑来！我很是疑惑，他想干嘛？接着
他拿过我手中的瓶子，放到了一个大
的黑色的塑料袋里，我顿时有些怒火，
觉得他很不礼貌，但也没多说什么！然
后我撇了一眼，发现里面全部都是塑
料瓶！我很是鄙视，心想：一个塑料瓶
能卖几个钱啊！但老爷爷还是微笑着
面对我！

晚上，我吃过晚饭，出来散步，觉
得有些热了，便拿出纸巾来擦汗，又是
在我准备扔的时候，一声“唉，别扔”让
我的动作停下来，这回我可真的恼了，
但我还是很体面的说道：“老爷爷，你
这是干嘛啊？饮料瓶给你么就算了哇，
你连纸巾都要啊？”老爷爷并没有做过
多的解释，而是微笑的离开了。我匪夷
所思地看着他的背影，很是疑惑。

第二天，我又一次碰到他。从外面
补课回来，刚进小区便听到一段对话。
“老李，又出来捡东西啊！那些用

过的纸巾，空的塑料瓶没什么用处啊！
大热天的不好好在家里歇着！”
“呵呵，反正在家没事情做，捡回

去还能卖钱呢！”
“老李啊，你家的条件又不缺那么

几个钱！”
“这些东西堆在外面多影响咱们

区的环境啊！我为社会做点贡献是应
该的!你就甭管了，这是好事！”

我顿时愣住了，只觉得这位老爷
爷很伟大！

晚上散步的时候，我又碰到了他，
我朝他笑了笑，他愣了愣，也朝我笑了
笑，虽然当时有些尴尬。

从此以后，每当我扔塑料瓶，纸巾
一系列的东西时，耳边总会响起“唉，
别扔！”

横山桥初级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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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文君

指导老师 钱柯华

———小记者“话家乡”

家乡美，美在生活，美在人心生活如画

欢乐的广场时刻

地美物美人心更美

剃头匠的坚守

喧嚣背后的美好

扔不掉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