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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成长
生命就如西方的交响曲，时而轻柔婉转，时而跌岩起伏，又似东方的古典乐章，神秘却又奇妙。
然而当生命之歌交替进行，
我们已不知不觉成长了许多。
幼时，我们在妈妈的摇篮曲中，从丫丫学语的婴儿长成步履蹒跚的幼儿。当劳累了一天的父母用他们疲惫却
仍旧充满力量的双手抱起我们时，我们咧着嘴，发出那无忧无虑的笑声，我们在笑，他们也在笑。父母给了我们生的希
望，我们回报他们的是希望背后的期望。时光流走，生命之歌在继续，
它谱写着我们的无忧无虑。
少时，
妈妈的摇篮曲早已不再吸引我们，
承担生活重任的父母已无法拥抱我们。虽然他们的双手仍然有力量，
但是，我们已不
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亲近他们。挣开他们充满爱的怀抱，我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天地。此时，
父母正在我们的小天地边观望。从他们
那关爱的眼神中似乎能看到一丝自豪，
一丝担心，却又夹杂着一缕失望。他们自豪，
因为我们在慢慢独立。他们担心，
因为我们离开了他
们为我们撑起的保护伞。他们失望，因为我们渐渐地忽略他们的存在。时光依旧穿梭，生命之歌亦未停止，无忧无虑的曲调早已翻
篇，
杂乱的音符在跳动。
现在的我们，
仍未摆脱少时的晕圈，天地却越来越小，似乎只容得下自己，父母只能在外踌躇。每天我们重复着看
似单调却也充实的生活。早晨，该死的闹钟总是催命似的响起，
在父母的轻声呼唤下，在早餐的阵阵香气里，我们起
床了。吃过早饭，迈着看似轻盈的步伐，走入教室。学习是累的，但也是快乐的。当和同学为同一目标而一起奋
轻轻地我来了，
正如我轻轻地走。春天，
就这样无声无
斗时，
我们会满血升级。时光看似飞逝，
生命之歌昂扬，正谱写着团结、
奋进。
息地向我们走了过来。
“生命”
，多么沉重的词语。小草刚刚发芽，
我们无法预示生命的承重，
但生命之歌总在萦绕，成长的
春天，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季节，因为春不像酷热
步伐不会停止。
难当的盛夏，也不像黄叶纷纷飘零的深秋，更不像北风凛冽的隆冬，那
朝阳中学八#% $班 薛馨怡 指导老师 李洁
什么才是春天呢？春天是春回大地、
绿满人间的季节，是生机盎然、鸟语花
香的季节，是百花争妍、
百鸟争鸣的季节，
是一个如诗般美丽、
锦绣的季节。
春天——
—一个音乐的国度，
春天的声音美妙而简单，
高调而不失内涵。看吧。
树枝上那密密麻麻的绿芽钻破了芽苞，
探出头来，细细的，
尖尖的。受到绿芽的影响，
小草也迫不及待的露出小脑袋，
绿绿的、嫩嫩的。婀娜多姿的杨柳，留起了长发，在风中
瀑布的生命，在于征服悬崖绝壁的阻挡，在于她落而不衰；当蓓蕾绽开青春
摇曳，
缓缓的、柔柔的。春天的声音是万物复苏时的信号。
的笑脸，甘露的生命却已枯竭，但在绿叶的心里，它得到了永生；昙花，从不奢望
古人用“吹面不寒杨柳风”来赞美春风，这一点也不假，和煦的春风已经吹遍了华夏大地。
生命的永恒存在，
却在集生命之美于短暂的一现中显示了生命的奇光异彩……
这风儿，
轻轻地亲吻孩童的脸颊，轻轻地梳理着美丽姑娘的亮丽秀发，轻轻地掠过被隆冬所催眠
我庆幸，
能够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体验着悲伤与喜悦。曾经我以为人生是
的潺潺清水。这一吻，似乎让人感到脸上带着丝丝泥土的清香；
这一梳理，似乎在与姑娘们玩了；
这
悲苦的，现在我觉得人生虽然困难重重，却给了我们一定的挑战性。坚强，
一次掠过，似乎唤起了沉睡的生灵，
绽开了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春天的声音是那扶柳掠波的声音。
也许我们可以躲避内心的脆弱。和命运说一声你好！然后坚定地跨入那一
春天还有一个神秘的礼物——
—春雨。春将这经过精心调制的春雨绵绵不断地洒向每个角落。如同
道门槛。
千万根银针，恰似透明帘子。宛如薄雾烟云。春雨，落在花瓣上，在花瓣的映衬下格外剔透；春雨，
落在田
生命也是幸福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天地之间充满灵气，草露清清，
野里，慢慢滋润着庄稼。春天的声音是春雨沙沙飘洒的声音。
云霓浅浅，碎风点点。生命在简简单单地延续着。活过了这么多时光，
春天的声音啊，好比诗般瑰丽，
极似梦般甜美，犹如酒般香醇。春——
—我要礼赞你无与伦比的美！
我想，
我已没有理由为自己找一些莫须有的借口逃避。面对人行道，
新桥中学八## $班 王占 指导老师 何亚玉
也该有种坦然，有种坚强。
我成长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就是社会的一份子，那我就应
该为这个社会出一份力。蓝天碧水依旧美，仰望蓝天，
数着种种
生命，
幻想着种种未来。一片落叶飘到了我的阳台，我不禁潸
然泪下，仅仅因为一场风的到来，它便失去了生命，走向了另
冬天的冷寂在这几天尽显，冷风
一条道路。我固然感到惋惜，我不甘，我也要与生命一搏，我
吹来，寒声雨潇，
如莲的心事便悄悄地
相信毅力创造奇迹。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
被忧伤怀抱，淅沥沥听着窗外扑簌簌
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灵魂，这种灵魂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将你带进书
追求什么的过程。人生是长是短，关键还得靠自己。
的雪点抛，如花般的记忆打湿了似梦
的世界里。《老人与海》一书，
就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
朝阳中学八#" $班 沈姚姚 指导老师 李洁
般的想念，想念老师往昔的声音……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也正是这些给我们
面对着气温地骤降，雪花悄然降
带来了各种情绪，
许多人因为消极、
自卑而缺少了对生活的热爱。
临，
许多人都措手不及，我们的语文老
《老人与海》就刻画出一个始终坚强不屈，即使在最最艰苦的环境下依然选
师更是如此。平常之躯的她，伴随着紧
择奋力生活的老渔夫形象。一开始他总有着捕不到鱼的霉运，
可他没有放弃，他
张的期末复习累倒了——
—得了风寒，
还是选择坚持。三天三夜的拼搏后，
老渔夫得到了生活对他的褒奖——
—一条大马
至嗓音尽失，无法出声。身为语文课代
林鱼。可厄运似乎还远没有结束，
老渔夫又遭遇了一群鲨鱼，一番精疲力竭的殊死
凭栏灯火处!
表的我则如五雷轰顶，而心中是犹如
搏斗后，
老渔夫最终只收获了一副光秃秃的鱼骨……
更回明清梦"
撒了五味瓶，是说不出的酸楚，
忧愁。
也许老渔夫的身上就有我们现在缺少的一种毅力。有的人只要遇到一点困难
窗格听雨时!
语文课开始了，语文老师像昔日
就喊放弃，和那个生活已经很窘迫的老渔民相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
只恨太匆匆"
一样，手抱教案，挎着扩音器走进教
的困难。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考试失利，而对自己失去信心，或者因为别人的批
想把一片花瓣珍藏，不忍去采，也留下一段花
室，
但在隐隐约约当中，似乎透着些不
评就自暴自弃，那个时候，想想在艰难坏境下生活的那个老渔民，他是怎样面对生
香。明清的梦，
繁华梦。一把油纸伞撑起的是那烟雨
寻常。对，是眼神。不再像往日那样炯
活的挑战的，那么自己的心，自然会释然不少。
回忆，配上苏州评弹，双流水兮。
炯有神，眼眸中缀上了些许黯淡，黑白
现在想想，
我们的生活简直就是衣食无忧，因此我们要更热爱生活，并且坚强地
恋上的不过是一曲小桥流水，
恋上的不过是迎
分明的眸子里闪烁的是纠结，是疲倦，
去面对一些挫折，不要畏惧困难，要相信自己！
面来的彩蝶，恋上的不过是一排青灰的瓦，一面粉
但当她走上讲台时，
黯淡取而代之，眼
选择坚持，
选择努力，
生活的惊涛骇浪，
也许就会望而却步！
黛的墙。一口沁人的茶，
一本温润的书。雨中屹立的
眶里装的是慢慢的坚定。我有些丈二
郑陆初级中学八#& $班 蒋静蕾
亭台楼榭，亦是一叶小舟，一株古树。木浆划动，泛
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前几天得了
起的涟漪，漾起了回忆，那年的码头，又有多少人
风寒，嗓子不好，
大家先准备默写。”扩
走。是不是看见的姑娘伫立在窗口，水亦在流，岁月
音器里传出的是沙哑，带着些许颤抖
怎么偷。是不是痴痴等候，
浇一盏离愁。花枯荣，雨飞
的声音，也许是疼的吧。这时，我也随
纷，
枯藤层层，依旧草木深。春风欠城廓的吻，是否洗
之清楚：她往常亮悦耳的讲课声会消
去了战火的痕，
泪涔涔，过客皆浮尘。
失吧，坚定的双眸里流露的是不言弃
“一、二、三、四……”我一边走一边数着脚下的台阶，它们虽然很小，走得久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梦有无限，只梦一朝，梦也
的坚守……我也顿觉，矫小的语文老
了，也会累，于是，
为了求快，
我开始一步跨 2阶、甚至 3阶，
“啊！”
一个踉跄，
我差
梦到清明时的梦，醒不来是伊人的绯红。爱也爱上江
师多么高大！15分钟后，大家复习好
点摔倒。
南镇的弄，恋不尽是思慕
了，
她便在黑板上写要点，让一位同学
这使我又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事:
的瞳孔。
朗声读出来。黑板上苍劲有力，行云流
那次，
数学老师将一个知识点反复的讲，连续几节数学课它都是主角，于是
多年前的面容，
无
水的粉笔字渲染着老师对岗位的执
我开始厌烦了。回家之后，
我索性自己预习后面的知识，并且不到 20分钟就把
动于衷，无动于衷。
著，不能说，没关系，
还能写！默写时教
两本练习上的题写好了，不禁沾沾自喜。第二天得意的来到学校，
老师讲新课
正衡中学 七 !"#$ 班
室里有的只是笔摩擦纸张的声音，显
了，我凭借着那点“优势”，在底下“神游”，全然不顾新知识的重要性，因为我
霍奕霆
得一派寂静。讲试卷时，老师让一位同
学代讲，并每人发一张参考答案。我看 “懂”了……
整整一节课，老师在讲台上眉飞色舞，我也在座位上“优哉游哉”
。下
着那纸张，顿觉悲凉，往日活泼生动的
课了，我飞快的将前一天晚上写好的作业交到了办公室。回教室的途中，
汉字，今日变了，徒留僵硬，那么苍白
我想：以后还是要
“自主学习”，
这样上课就有“神游”
的“资本”
了。
无力。同学的讲课也因少了老师的笑
很快，批好的作业发了下来，前一秒我还在得瑟，丝毫没有想到在
意盈盈的脸庞，少了老师悦耳动听的
下一秒，我就被作业上那一个个鲜红的“×”秒杀了，顿时，我整个人
讲课声，而不再妙趣横生，只剩沉沉的
仿佛凝固了一般，
一动不动……
寂静。
在那之前我总认为小小的台阶，一级一级，没必要非得一步
无声的课堂，是无奈的现实。也
一步地走，生活、学习也是一样，不是什么事都要循规蹈矩。然
许，
只有失去了才会珍惜吧。无声的课
而，现在我明白了：人类创造台阶，就是为了能使自己一步一
堂，虽无声，但因有老师那坚守的身
步、踏踏实实地往上走，走向成功；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因为
影，而在我的心中点亮点点温馨，点燃
浮躁、
自满而落得一败涂地！欲速则不达！
星星火焰。
郑陆初级中学八#' $班 陈钰 指导老师 吴赛花
新桥中学八#" $班 邓真真

春之礼赞

生命如歌

无声的课堂

选择坚持，选择努力

春风欠城廓的吻

台阶

指导老师 万超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