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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
除夕那天，我和父母又回到了那片淳朴的土

地。
临河的街道，斑驳的白墙，青灰的瓦檐，没有

高大的香樟，没有沥青的柏油马路，更没有城市中
特有的车水马龙。天空像是被狂风吹了整整一夜，
干净的没有一朵云。只剩下彻底的纯粹的蓝色，张
狂的渲染在头顶上面，那些翠绿的麦苗则在千丝
万缕的蓝下顽强地向上。
这时，家家的砧板都在噔噔噔地忙着剁肉、切

菜。那热闹的砧板声，大街小巷传出的爆竹声和抑
扬顿挫的炮仗声，再夹杂着处处的说笑声，此起彼
伏，洋洋盈耳，交织成除夕欢快的乐章。吱呀呀的
大门被推开，门上的对联惹眼的照着大地。院内的
腊梅顶着略有些温暖的寒风屹立着，院内一地的
瓜子碎屑。抬头看，寥廓的天空中飘浮着缕缕炊
烟，走进去，外婆正蹲坐在灶头上，对着灶台口摇
着略有残缺的蒲扇，锅内茶叶蛋的清香溢了出来。
她看见我，慈祥的笑着:“回来了？赶快去吃吃你最
爱的糯米馒头吧，冷了就不好吃了。”我伸手朝锅
内拿了一个热乎乎的馒头，大口啃了起来。“慢点
吃，别噎着。”看我这么狼吞虎咽，外婆满脸的欢
喜。
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彻底消失了，一阵

阵鞭炮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我跑了出去，只见一
道道礼花的闪光划破了天空。礼花“啪”的一声在
空中爆炸，绚烂的花朵瞬间变成花瓣，洒落在人
间。一发又一发，整个乡村沉浸在烟火的喜悦中。
我紧紧地拉着外婆的手，一家人幸福地团聚在一
起。
迎着晚风，享受着欢乐的新年之礼，我们等待

着新春载着更大的喜悦向我们走来！
朝阳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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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杨思诚 指导老师 赵琪

我的生命中虽只有一个太
阳，而心灵中却有无数个给予我
力量的“小太阳”，他们撒下了无
限阳光化为父母的抚育，老师的
教导，同学们的关心……而我沐
浴着阳光的照耀，茁壮地成长。

父母的爱是一缕煦柔阳光，
让我的心灵即便是在严冬也能
感到温暖如春。遇到困难与坎坷
时，是父亲帮我解疑除难，给我
鼓励希望，使我的愁眉苦脸转化
为眉开眼笑。当我生病难受时，
母亲守护着我，时刻担忧着我，
日夜劳累；而当病愈，她欣慰地
笑了。父母授予我生命，给予我

关怀，呵护我成长，而皱纹却悄
悄爬上脸庞，白发偷偷发芽，那
都是他们所付出的阳光啊！

老师的柔情如一束柔和阳
光，轻轻地将关切撒向我的心
田。当我疑惑迷茫时，老师为我
指引方向，让我找到正确的道路
勇敢前行。当我取得成绩时，老
师鼓励我继续努力，让我懂得虚
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
理。是老师教会我要让学习如逆
水行舟一般，不进则退。是老师
在我以为无望时给予信任和鼓
励，让我重获希望。

同学的友谊如一米明媚阳

光，是我青涩年华中最明亮的。
同学挚友总是在我需要帮助时
出现，不会退缩，陪着我不离。题
目不会，同学间是会相互教予，
好吃的，我们是会相互分享。偶
尔的一些不和谐的小插曲也不
会相互计较，因为我们是一家
人，我们约定好一起冲刺中考实
现理想。

时光像离弦得箭一样，而我
仍旧成长在温暖的阳光下，就这
样贪婪地享受着，幸福地成长
着。

小河中学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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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朱文静

指导老师 谭志前

每年总会有几天是集场的
时间，现在赶集几乎成了一个民
间特有的习俗，每到这几天，大
街上立刻变得热闹非凡，洋溢着
一股浓浓的民间气息。

正月十八是运村集场，放学
后，我带着无比兴奋与期待的心
情与妈妈一同去赶集。刚一来到
集场，我立刻被这欢乐的气氛感
染了。以往安静的街道上人声鼎
沸，人山人海，密集的人群挨在
一起。我们好不容易才挤到里
面，望着这人流如潮，四邻八乡
的人们纷纷蜂拥而至的景象，我

感觉自己也融化在了这热闹非
凡的场面中。我环顾四周，只见
商贩云集，鳞次栉比，五花八门
的商品琳琅满目：各种生活用
品、文具百货令我眼花缭乱；而
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娱乐活动
更是让我目不暇接。我勉强挤在
嘈杂的人群中慢慢前行，人们肩
擦肩，脚踩脚，一个个脸上都洋
溢着快乐的神情。在那些多种多
样的商品中，似乎长辈小时候常
见的绕糖人更受欢迎，在一个小
小的摊位前，聚集着老老小小十
几人，摊主则乐呵呵地忙碌着。

妈妈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小时
候的绕糖人，先把转盘一转，指
针指向哪个图案，他就为我们做
哪个图案。”我望着人们开心地
边吃边笑，那甜甜的笑容饱含着
幸福……

现在的生活已经进步了，人
们并不缺少什么，他们来到集场
也许不是为了买东西，只是为了
感受赶集的快乐与一种久别的
温暖。看着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我真希望洋溢在赶集中的欢声
笑语不会很快消失……
湖塘实验中学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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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沈雨珂

现如今，手机成为现实生活必不
可少一个的一个重要工具，有的人用
它办公，有的人用它聊天，有的人则用
它劈劈啪啪地发短信……在这突飞猛
进的信息时代。手机还在不断的创新，
它将与时代齐腾并进。成为我们身边
的朋友，从手机上市的第一款“大哥
大”到现在的iphone,ipad……我们
现在的确很方便，不论天涯海角，都可
以联系上，比以前的书信可方便多了，
可谓“咫尺天涯”，我们生活的世界就
在手机信号的包围下。它的功能之强
大根本就不是一个工具所能及的了。
不过手机给我们带来的，不一定都是
好处，有时也有坏处。手机改变了很多
人的观念，它也可以制约人们，我们要
恰当地利用手机，可不能沉迷在手机
的世界里，无法自拔，既对学习不好，
更对自己的身体有害，所以我们应该
有正确使用手机的概念！

手机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或多或
少会发挥出正能量或负能量。为了个

人的梦想而努力的过程中借用手机可
以迅速地找出自己需要的素材，方便，
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为实现梦想垫
一块石头。但是手机也会一块绊脚石，
让你止步不前，甚至退回到起点，前功
尽弃。你会迷恋手机上的游戏，聊天等
等。让你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困在里
面出不来。手机有很大的作用，好处，
但它同样也有坏处。手机可以帮助你
进一步实现梦想，但也同样可以让你
放弃最初所坚持的东西。我们应该有
坚定的信念，梦想，在实现梦想的过程
中，要抵制各种诱惑，眼始终朝前看，
步始终朝前踏，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
使。认准自己的目标，成功就在不远
处。等着自己，心无杂念的去使用手机
来帮助自己去实现梦想，这才是手机
与梦想最好的存在关系！

让手机带领我们寻找梦想成功的
出口吧！

武进开放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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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烨

时光飞逝，岁月无痕。转瞬之间，
现在的我已经成为了一名高职学生。
回忆我的童年时代，我曾经有过无数
美好的梦想。但是，它们都随着我的成
长而逐渐一步步被淡忘掉……

手机，作为21世纪的通讯工具，
是让我们在辛苦工作之余放松、娱乐
的。它可以使勤奋学习的孩子放松身
心，比如听音乐、K歌，也能陶冶情操。
现在，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都喜欢
捧着手机上网，上班族趁下班途中或
闲暇时间，就看起了电视剧。每当工作
学习疲惫的时候，我们都拿出手机，或
许为了放松，听听音乐，哼哼小调。也
可以是作业上的难题不会，用手机来
解答疑难。
“唱，唱，唱，是我们的讯号，就是

追逐永不放慢的步调。筑梦的城堡，努
力就会闪耀，我要让全世界看到……
不怕前方有再多艰难，筑梦让中国更
强。”一首梦想启航，说出了男孩们的
心声：我们只是用其他同学玩的时间，
在做着自己的梦。作为一名资深的四
叶草，我关注奋斗男孩都是通过手机
上的咨询，就连他们寒假的行程我都

了如指掌。
现在许多人在亲朋好友面前聊天

变少了，玩手机的多了，原本在亲朋好
友家是聊聊家常，谈天说地的。因为科
技发达，手机不再是以前的大哥大了，
功能也越来越多。可以用QQ、微信发
表情、图片、语言，甚至可以打电话给
好友，跟好友视频通话。
又要开学了，这个学期比较短。我

要努力，就会闪耀。为第二年的学习打
好基础，等这个学期过去后，就算又过
去了一关———计算机等级考试。在这
个学期，我要把我的优势学科———英
语发扬光大，一定要在第二学年的英
语等级考试中取得满意的成绩。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从初中刚毕

业到现在，已经渐渐熟悉了新同学，课
程也有更多的专业课。开学后，课本内
容越来越深奥，越来越接近我们所学
的专业，也越来越贴近生活了。

时间过得好快，希望我自己在新
学期学习上更上一层楼，生活上更加
享受校园生活。

武进开放大学
(*

经贸 章幸逸

我的世界

在明媚的阳光下，我追忆
着。静静注视着眼前雪白的画
纸，我润润手中的画笔，吸饱颜
料，我的精彩世界将从这一刻开
始。

第一步，手中画笔在纸面上
轻轻划过，留下海一般宁静深远
的蓝色。我在纸的上边涂上蔚
蓝，它是我心中最为神圣的颜
色。我的希望在蔚蓝的天空放
飞，我的理想之花在蓝天下绽
放。

记得那也是一个晴朗的日
子，天空明净到不染纤尘，妈妈
骑着车载着身背小画夹的我，来
到了文化馆的画室。窗明几净的
画室里，坐着十多个和我一般大
的孩子。我们坐在画夹前，跟着
老师开始认识各种色彩，学着老
师那样调色，然后在画纸上涂上
均匀的色块。我暗下决心，我要
努力学习，争取拥有那样妙笔生
花的魔力。

接下来，我用深深浅浅的绿
勾勒七座高低不一的山峰，就像
琴键上跳跃的七个可爱音符一
般，在生活的乐章中演绎优美的
旋律，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不知不觉，我学画已有七
年，从开始的图案、素描到色彩，
从临摹、静物写生、风景写生到
创作，七年间我不知用尽多少管

颜料，用坏多少只画笔，用过多
少叠画纸。在绘画的山峰上，我
艰难地攀登着。记得有一次素描
写生，费了很大劲也没有找准物
体明暗的调子，没有画出物体的
立体感。回家后，我特别沮丧。爸
爸妈妈看出了我的失落，耐心地
鼓励我，还给我讲达·芬奇画蛋
的例子。后来，我反复尝试，终于
有了很大的进步。

最后，我要画一个带着风筝
向前奔跑的小女孩，路旁野花盛
开，天空小鸟追逐。在小女孩的
身后不远处，站着孩子的爸爸妈
妈，他们含笑注视着飞奔的孩
子，目光中满含着关爱，清风微
微撩起他们的衣摆，一切是那么
温馨，那么美好。

小河中学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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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张晶

指导老师 郑伟琴

就这样长大

手机与梦想

梦想启航

幸福就在这一瞬间

赶集

说起我的老爸，真是奇葩
又奇葩，无人能比。

他的工作

我爸爸没有工作，所以他
只得担当起“家庭主夫”的责任。
别看我爸胖胖的，但他干起活来
却像一只敏捷的大猫。家里衣服
脏了，他会有条不紊地拿出一个
大盆和一个小盆，一个盆专门洗
裤子，另一个专门洗上衣，而且
所有衣服只要是经过他手洗过
的都会变得崭新如初。老爸早上
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然
后扫地、拖地，从楼上到楼下，也

真够不容易的，所以他每次都会
累的气喘吁吁。正是因为老爸的
勤劳能干，才得以让我们的家保
持整洁，不遭蚂蚁的“袭击”。

他的厨艺

要说我老爸的厨艺，真可
以堪称“一绝”。老爸最擅长的就
是切豆腐，一块厚厚的豆腐，在
他手里，只要用菜刀那么轻轻
“刷刷”几下，薄如蝉翼般的豆腐
片儿就应运而生了。接下来它们
就要披上一层金色的外套，成为
可口的美食了。老爸打开煤气，
往锅里倒上油，然后把豆腐片儿

放到锅里，只听“啪啪”几声，豆
腐片儿就开始绽放出了黄色的
笑靥，再加上些调料，一股沁人
心脾的香味便扑鼻而来，馋得我
都垂涎三尺啦！老爸的拿手菜终
于上桌了，我用筷子夹上一片儿
放在嘴里品味品味：香香的、酥
酥的，美味极了！

他的绣功

有一次，妈妈买了幅十字
绣回来绣，才绣没两天，妈妈就
没耐心了。爸爸看了看，向妈妈
请教了针法，便兴致勃勃地绣了
起来。老爸的细心、耐心倒真有

点逆天！看吧！这是他绣的一棵
小松树，细密的针脚，靓丽的色
彩，惟妙惟肖，连妈妈都心生嫉
妒呢！平常，有事没事我都会看
到爸爸在绣十字绣，那认真、忘
我的劲儿，我都要佩服得五体投
地了！就这样，大约过了半年，一
幅长1.5米宽0.5米的“迎客松”
图就大功告成了。看着这么大一
幅十字绣展现在我的面前。嗬！
真不知道用什么辞藻来形容了！
我的奇葩老爸，我爱你！
牛塘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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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卢千千

指导老师 吴坚中

小时候，当我呱呱落地时，根本不知
道人和动物之间有什么区别，因此做出一
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傻事来。

那是一个夏天，我随妈妈去了姥姥
家，见姥姥正在小溪边洗衣服，便独自一
人在小溪边漫步，走着走着不料脚底一滑
便摔倒在溪水中，幸好溪水比较浅，我只
是衣服湿了一大半，身体并无大碍，此时
我无意间抬头，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不明物
体在移动，便好奇地走了过去，一看，原来
是只小狗在沙滩上打滚。

为什么要在沙滩上打滚呢？是不是很
好玩呀？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决定亲身试
验一下。

说干就干，我立刻躺在地上，闭眼打
了好几个滚，才睁开眼爬了起来，接着我
就发现身上已经沾满了沙土，而且连脸上
和头发里也都沾满了沙土，在阳光下显得
刺眼。这时，我欣喜若狂地跑到妈妈面前
展示了我的杰作后，妈妈又好气又好笑的
排斥了我一顿:‘你这个傻孩子，看又把新
衣服弄脏了，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听

了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呀？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狗为什么要在沙
滩上打滚，是因为要敢做身上的狮子和跳
骚。这一个简单的答案使当时的我冥思苦
想。

成长之路记录着我们纯真的笑容和
稚嫩的语言，同时也刻下了痛苦，沿着成
长的脚步，缓缓走向我们将要成熟的未
来。
牛塘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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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冯蕊 指导老师 周小芹

我的奇葩老爸

在成长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