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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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一次又一次温暖的遇

见连缀的路途! """题记

旅行的第四天，我们来到了丝绸之路上
的重镇———敦煌。
奔波了一天，才小憩了一会，都已经六点

了。妈妈却并没有休息的意思，拉着我出了
门。外面虽然艳阳高照，但风冰凉冰凉的，我
们不禁打了个寒战，随意钻进路边一个高档
丝绸店。
店里生意很好，老板是位白皙美丽的中

年女子，身穿一条白裙，没什么花样，却很干
净、整洁，如一朵被清水洗涤过的白莲。妈妈
挑着衣服，我随意附和着：“不错！”老板迎上
来，笑着问：“您们来自哪里呀？”“常州。”她
又笑了：“从远方来的贵宾呵！”接着，她安排
了员工为妈妈挑衣，自己却和我聊起来：“我
看你嘴唇都干了，咱北方干，可得注意……”
她还向我介绍了当地特色食品：鸣山大枣,李

广杏,阳关葡萄……一连串的名字被她如数
家珍般地报出，就像月牙泉的泉水一样流淌
出来，似乎都带着一股清澈甘甜的味儿。看着
她绘声绘色却不失温文尔雅的神态，只觉得
什么也说不出了……
妈妈什么也没买，老板却似乎不在意这

笔生意，我们出了门，她还站在门口，双眸微
合，低着头，万种风情尽在不言之中。突然间，
她抬起了头，脸颊微微泛红，眼中竟含着不
舍，又有些不好意思：“祝你们旅途愉快！”她
目送着我们离开。
妈妈说越来越冷了，我却并不觉得冷，只

觉像在大漠夜行时遇到了温暖的篝火，暖意
融融。

听刚才美女老板说这儿杏皮水是一特
色，便在路边店买了一杯，挺便宜，在店门口
妈妈抢先饮了一大口，对我说：“这是假的
吧！”说得挺大声，别人都望向我们，虽并无恶

意，但我不禁有些尴尬。我有点心虚地望向店
主，他却憨厚的笑了几声，一撮小胡子随着他
的笑抖来抖去，煞是可爱、和蔼：“咱这里杏很
便宜的，所以杏皮水会便宜些，但你放心，绝
对不假。”
呵，多么浑厚朴实的声音，如莫高窟的飞

天反弹琵琶声。
不知怎的，我快活极了，蹦着，跳着，感受

著太阳的余辉，感受着小城的温暖。夜，来了，
灯火辉煌的夜市，摊主都是自来熟，走过去，
到处都有人向你问好，我也一一认真地回应
着。他们虽衣着简单，但即使我瞄都不瞄一眼
他们的货，但他们依旧招呼着，欢笑着。

哦，人在旅途，能感受到这种种的温暖，
真的是一种幸福。

新北区实验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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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胡文舟

一转眼就到了暑假的后几周，完成作业
正在无事可作的我们。正在思考要不要去哪，
当然我是同意去看老人的，虽然如此但是最
后还是只有一个人陪我去了。
我想去和爷爷奶奶们聊聊天，帮帮忙。尽

管我们所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可能也起不
了什么太大的作用，都是呢，我希望可以用我
的行动去给老人们更多的关爱，让他们不在
优愁。

八月底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到大学新村周

叔叔家去帮忙。因为奶奶喜欢植物所以到那
的时候买了一盆吊兰，上午我们帮老人捶背，
打扫，和老人一起听京剧，下午推着轮椅和奶
奶一起在小区里呼吸新鲜空气。时间很快过
去了，但是我们都流连忘返，在老人们的感谢
声中我们结束了又一次的活动，我们也真切
的感受到了“送人玫瑰留有余香”的内涵。
我想：其实老人笑起来也是挺可爱的吧！

武进区职业教育中心校 电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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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朕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让我们用执着去

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题记

梦想如花。每一个梦想都不应该被束
缚，每一颗心都拥有最美的礼物。其实梦想
并不遥远，年少的我们怀揣梦想，执着地等
待绽放。
李清照，这个温婉的书香女子。她出生

在书香门第，有着良好的文学基础。她也有
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女词人。她的一
生可谓是历尽坎坷。前夫早亡，后来一个丈
夫只为谋她钱财，国破家亡。“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这是她一生的呐喊。即使坎
坷再大，她仍然一直坚持梦想。她的词作一
首接着一首，与豪放的陆游和文天祥等人
不同，她的婉约独树一帜。“不徒俯视巾帼，
直欲压倒须眉。”这是后人对这“千古第一
才女”的评价。因为执着于梦想，这位柔情
似水的女子彰显“巾帼”本色，坚定不移，成
就奇迹。
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少年，梦想的种

子才刚刚在心中萌芽，未来是一个未知，我
们都不能完全把握。可是我知道，如果不努
力、不执著就一定不会成功。我们的努力就
像太阳，而梦想是一株株向日葵，有了太阳
的照耀，向日葵才会尽情地绽放。我们是热
血沸腾的少年，我们要彰显“年轻”本色，努
力向前，用执著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或许，实现梦想并非易事，但只要为了

这个目标而不断奋斗，纵使这条路上荆棘
丛生，执著与坚定的信念也会一路上帮助
你，披荆斩棘，让你一步一步迈向梦想的巅
峰。
你不一定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柔情似

水的女子，你也不一定是热血沸腾的少年，
但是，请你把梦想之花种在自己的心里，学
会执著和坚强。当你一路走来，梦想之花定
会在你的心头为你尽情绽放。

二十四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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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尚玥淇

指导老师 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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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老师推荐了几本经典名著，要我
们精选一些认真阅读,我从中选择了《老人与
海》，这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笔下的
著作。当我翻阅这本书时，就牢牢被作者笔下
的硬汉———捕鱼老人所吸引。捧着它，我常常
忘记吃饭；放下它，我感慨万千，脑中都是老
人捕鱼的景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一本叙事性小说，讲诉的是一位捕
鱼老人圣地亚哥的故事。圣地亚哥独自在湾
流中捕鱼八十四天，但始终一无所获，在一名
男孩的鼓励下，老人开始了第八十五天的出
海捕鱼，而这故事的开始便是在这第八十五
天出海捕鱼。

我非常投入地阅读这本书，常常觉得我
就是这本书中的圣地亚哥，想象着我在小船
上与大马林鱼搏斗的场面，想象着我为了保
护大马林鱼而与鲨鱼搏斗的场面。当我读到：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时，我仿佛进入了圣地亚哥
的内心世界。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屡受挫折，
他因为钓不到鱼而被同行嘲笑，在好不容易
钓上大马林鱼时却又被鲨鱼袭击，但这位硬
汉不甘失败，拿起手边的武器与鲨鱼搏斗。虽
然到最后仍没保住大马林鱼，但他仍把大马
林鱼的骨架带了回去，因为大马林鱼对他来
说不仅仅是猎物，更是他独自航海时的伙伴，
朋友。

读完此书，我回忘一下自己的过去：在面
临艰险的时候，我并没有像这位老人一样一
直奋斗下去，我只是一味地逃避与放弃，但圣
地亚哥捕鱼的精神让我觉醒：不管遇到什么
艰险，我都要迎面而上，不管最后的结局是成
功还是失败，都要坦然面对。因为我已经努力
过了，只要自己努力奋斗过，就是胜利者。

小河中学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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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义阳

指导老师 谭志前

暑假的最后期限,爸爸终于在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准备兑现帮我买
书的承诺。却……
随着暑假一天天过去,买书也

迫在眉睫。终于,爸爸抽出吃完饭的
时间陪我去买书，虽说下午什么都
没吃饿得很,但是买书刻不容缓,再
说爸爸都没叫饿，本以为看好了时
机没有下雨,可刚出门,豆大的雨滴
打在脸上,而且坐公交车太慢了,只
好披上雨衣坐上爸爸的电瓶车。事
情一切都不如意———赶上下班高峰
期，前方总有一辆一辆车突然“截
杀”在前面，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刹
车。终于“几经波折”来到最近的新
华书店，却关门了。
我和爸爸无奈只好去较远的一

家。可是一路上下着雨，爸爸有点看
不清路了，只好慢悠悠地骑着，依然
要不停地刹车。处在后面的我怎么
也没想到会在暑假度过一个“又冷
又困又饿的旅途”，不知道爸爸有何
种感受。
终于，买到书了，可夜幕也已降

临，尽管老天稍稍眷顾了我们，不再
下雨了，可感觉依然过着“冬天的生
活”。爸爸却截然不同，跟我笑着调
侃这天气。突然发现爸爸一直在面
前为我挡风遮雨，却一直没有抱怨
着冷、饿……
我恍然大悟———悟出了这风雨

中的道理，悟出了这风雨中爸爸为
我实现的承诺，不正在教会我答应
别人的事一定要努力办到吗？即使
很坎坷。

新桥中学九#

.

$班 张嘉雯

指导老师 蒋雯

关于中秋节，我国古代有许多
美丽的传说，其中最广泛流传的就
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因此，每到中秋
佳节，人们就会对圆月遥寄思恋，或
者是全家人欢聚一堂共享月饼和共
赏明月。
不论如何，如果中秋节不吃月

饼、不看月亮，就像元宵节不吃元
宵、不猜灯谜一样，不算过了个完整
的中秋节。说到赏月，最好是与全家
人一起观望，要不然就得成为“今夜
明月人尽忘，不知秋思落谁家。”中
说的“谁家”了。不过，如果真的相隔
一方，也能打个电话，互相祝福，甚
至可以用电脑视频聊天，毕竟现如
今也不是远古时代的后羿与嫦娥那
般，只能遥遥相望，就连声音也听不
到，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
晚上，我们一大家人，围着圆

桌，吃着热腾的饭菜，饭后又每个人
尝了些月饼。我仰望天上皎白的圆
月，想着：现在天上的明月是圆的，
地上的人们也围成一个圆，再加上
一个又一个圆圆的月饼，还不够团
团圆圆的吗？恐怕现在身处广寒宫
的嫦娥也不禁开始羡慕、嫉妒我们
吧！
过了一会，皎白的月亮被一座

大楼所挡住，我不禁有些失落。但当
看见家人眼中那浓浓的亲情和那浓
浓的爱，又想：其实，赏月只不过是
一个为了让家人相聚的一个借口罢
了，所以只要有家人的陪伴，就算乌
云遮住美丽的圆月，又有何妨？家人
眼中的爱与亲情远胜过任何美景。
中秋节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天上

皎洁美丽的圆月，更不是地上的月
饼，而是“家”与“家人”。或许这才是
古代人民创造这个中秋节的真正动
机吧，难道不是吗？

新桥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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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梓馨

指导老师 何亚玉

咔嚓———“哈哈哈！”厨房里传来一阵笑
声，原来奶奶和外婆在包饺子呢，她们有说有
笑，脸上荡漾着喜悦之情。只见她们把圆圆的
饺子皮放在手中，往皮的四周沾上水，再将五
彩缤纷的馅料放入其中，然后两头一捏，将没
合上的皮子一层一层叠起来，一只只小巧的饺
子诞生了，它们头顶着一条美丽的花边卧在盘
子中央，像一弯未圆的月牙静静地躺在夜空
中，十分的精致。我走过去，为奶奶、外婆和饺
子们拍了一张照片。
咔嚓—————瞧，为了我们方便吃月饼，爷

爷正戴着老花眼镜专注地摆弄着月饼，大的
小的，方的圆的，广式的苏式的，五仁的玫瑰
的……都被爷爷整齐地摆放在盒子里，望着这
些油光满面的月饼，爷爷脸上笑开了花，乐呵

呵地说：“现在条件真是好啊，想吃什么味就有
什么味啊！”我赶紧跑过去为爷爷和他的各色
月饼照了张相。

咔嚓———夜静了下来，鸟儿回到它舒适的
窝中，虫儿们在一起低吟着乐曲，屋里不时传
来哈哈的笑声。家人们坐在沙发上，看着中秋
晚会，吃着月饼，讲讲之前有趣的事情，大家都
被逗得合不拢嘴，满屋子里充溢着甜甜的味
道，每个人都显得格外开心。我悄悄走过去，将
这个温馨的画面拍了下来。

今年，我们全家团聚在了一起，共度了这
个难忘的中秋节，带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将永远珍藏这些美好的瞬间。

横林初级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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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孟辰

指导老师 陆小芳

时间，如林中小溪，如指间流沙，又如白驹
过隙。一眨眼间，两个月的暑假就这样过去了，
金秋踏着欢快的脚步，伴着成熟的果香而来。

生活，是一支交响曲，它由代表困难，代表
心酸、泪水、汗水、艰苦，外加代表甜蜜、快乐、兴
奋的跳动的音符组成一篇篇人生的乐章。初三
的生活更是一首充满着笑和泪、酸和甜、苦与乐
的交响曲，它谱写出一曲人生之歌。
十五岁，一个多思的年华！
十五岁，一个多梦的年华！
在父母眼里，我们还年幼无知。在老师眼

里，我们放荡不羁。但是，我们确实长大了，我
们已经是初三的学生，我们已步入了青春的门
槛。
在这里，我们跟着老师走进知识的殿堂，在

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至今，目光中仍燃烧着太
阳的颜色。温室中的日子，我们不再留恋，生活
中有狂风骤雨，有碧海晴天，有迷惘苦涩，也有
轻歌曼舞。我们坚信，不经历风霜，怎能见彩虹？
三年同窗好友，这份情意岂能不浓？曾记得，我
们怀着同样的执着昂着头笑傲风雨，负起对生
命的承诺。我们一起学习，互相帮助。为了共同
的目标，为了人生而努力奋斗不息。
初三生活，如歌的青春。就让我们用只属于

自己的音符奏响只属于我们的初三交响乐吧！
横林初级中学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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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朱雨菲

指导老师 张剑敏

中秋有感

风雨之中我懂了
相机里的中秋

初三交响曲

不甘失败的硬汉
!!!读"老人与海#有感

把花种在自己的心里

“暖”在旅途

关爱夕阳红

小记者·百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