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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淅淅沥沥的下着，朦朦胧胧地覆
盖着大地，似乎诉说着离别之情，但不管
怎么样，始终阻挡不了我们那激动的心
情。
来到无锡，让我这个见识算多的小

记者也惊叹了起来：延绵起伏的翠绿山
峦；姹紫嫣红的烂漫春花；气宇轩昂的古
老寺庙；白白嫩嫩的再在上面加一点劲
道的辣椒油的豆腐花；还有小巧可口、皮
薄肉鲜别提多美味的汤包……天呐！我
不能自已!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惠山泥人和
“天下第二泉”。

当惠山泥人在我面前出现时，我的
眼前一亮：泥人的表情、手指、动作，如同
真人一般！就连衣服也让人分辨不出真
伪。泥人的代表人物是“河孩”。传说在一
个村子里面，有个恐怖的怪物，专吃幼小
孩童，可是有一位叫“河孩”的人，他聪明
乖巧，勇敢顽强，用智慧打败了怪物，人
们就用泥做成他的样子，用来保佑自己
的孩子。瞧那“河孩”，塑造的多么惟妙惟
肖呀！
我特别感兴趣的当然是“天下第二

泉”啦！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慕名多次来
品泉，有“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
二泉”的诗句。

说到“天下第二泉”，我们就不能不
想到《二泉映月》这首二胡名曲，它的作
者阿炳，双目失明，爱好音乐，长大了在
“天下第二泉”旁创作了无数首二胡曲
子，那种生存下来的欲望，是值得我们学
习的。
参观完了所有景点，雨下的更大了，

整个公园都笼罩在烟雨中，大家沉默着
不说话，各怀所思：或许为锡惠公园的景
色所陶醉，或许为无锡人的智慧所折服，
或许为对即将到来的中考燃起了新的希
望……
正衡教育集团罗溪中学九"五#班 薛晨琪

指导老师 谢春花

细雨绵绵，桃花缓缓飘落……无锡，
我们来过。
无锡惠山古镇，保留着百年前的风

貌。就在这样的一个古镇里，有惠山古
寺，锡惠园林，天下第二泉等景点。锡惠
园林，是古时贵族之所。园内假山重叠，
池水清澈，花窗精致，古树林立。池上，有
一座石桥通向对岸，池内，鱼戏莲叶间；
池外，游人赞不绝口。在这样的一个神秘
的地方，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我宛然看
见百年前的文人雅士在园内拨动琴弦，
婢女在池边戏耍活泼的鱼儿。如今公园
的地面虽已布满青苔，但是经历了百年
的沧桑却更让人觉得美妙动人。
走在街道上，两边的树木葱茏。桃

花、樱花竞相开放，有些朱自清先生《春》
中的春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之势。花
瓣散落在地上，在春雨的滋润下，散发出
阵阵花香。不知道你嗅到没有，春天的气
息。
不知不觉间雨大了起来，朋友打开

雨伞走了过来。我站在伞下，感受着惠山
古镇的美丽与神秘。
“无锡，再见。我一定会再来的。”“我

们一起来吧。”朋友和我相视一笑。“好，
让我们相约在无锡。”此时，置身于春雨
中，我感觉得到，我的幸福。挚友就在身
旁，最爱的音乐就在耳机里，最爱的人就
在不远处。
无锡，我还会再来的，和你一起。这

里的一切都令我深深沉醉，待我再来时，
让我揭开你神秘的面纱吧！
正衡教育集团罗溪中学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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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吴文慧

指导教师 谢智华

那个人从头到尾穿着一
身黑衣，外面再套件黑布围
裙。他的个头虽不及一般人的
肩膀高，但那个腰杆儿挺得直
直的，带了少许皱纹的脸总是
很严肃。他就在离我家不远的
十字路口边替人修鞋，由于他
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再加
上是个汉族人，大家都叫他
“阿苏”，这两个字翻译成藏语
就是“矮子”。

我们给他起这个名字不
是对他的侮辱，只是觉得这就
是一种称呼。每一天他都会扛

着两个大竹篮到十字路口边
报到，竹篮里装着他的工具。
他在那里修鞋的时间已经很
久，从我上小学时，他就在那
里了。每当下课回家时我都会
看见他直在低着头工作。他是
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妈妈有时
候也会去他那里修鞋，我在旁
边看着他埋头苦干。他只问顾
客的要求，而且从来都是惜字
如金。因为他没有店铺，所以
每一个经过的路人如果鞋子
出现问题都能随时让他修一
下。当他修鞋的时候，他拿着

客人的鞋子脸上没有丝毫闻
到不好闻的气味时不耐烦的
表情，他总是替人安静地修鞋
也不跟客人说笑，眼里只有鞋
子，他一向不戴手套，即使是
严寒的冬天亦如此。那双修补
过无数双鞋子的手布满了厚
厚的茧子，像是在诉说他的艰
辛。

这次寒假我回到家，发现
他还在老地方，还是那身不变
的黑色。从初中毕业后，我就
没有看见他，以为他已经走
了，没想到这次回去还能见

到，比起三年前，他那只有几
丝白发的头，现在已大白了，
但他的腰还是直的，把那股沧
桑赶跑了。听说他的儿子已经
有出息了，想要让他安享晚
年，可他却要去那十字路口修
鞋。应该是他对这门手艺热
情，让他这样固执。虽然他没
有做过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
但是他敬业的精神深深地感
染到了我。
省奔中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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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德央拉

指导老师 芮锦锋

“什么鬼天气，说变就变。”
我一边在心里抱怨着这天气，
一边掏出书包里那早已被我遗
忘的雨伞，一路小跑着匆匆往
家赶去。在回家的那条路上，我
看见角落有个奇怪的人，他只
是静静地呆在那里，尽管雨淋
湿了他一边的肩膀，他却并不
理会，宛如一座雕像。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
走到那边去，细一看，是一位满
脸皱纹，头发花白的老爷爷，正
拄着拐杖在地上敲击着蹒跚前
行。我怕惊扰到他，就用很小的
声音小心翼翼地问他：“老爷
爷，下着这么大的雨，您干嘛不
回去？”那个老爷爷先是愣了一

下，然后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
“我是个盲人，虽然我有拐杖，
但是下着这么大的雨万一打滑
了摔跤了就麻烦了，所以我想
雨停后再走。”“这雨恐怕要下
很久哩！我还是扶着爷爷您走
吧！”老爷爷拗不过我的固执，
就同意我扶着他走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并肩
走在路上，走着走着我的脚似
乎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低头一
看原来是下水道的盖子被人给
拿走了，幸好旁边有些瓷砖，令
我只是绊了一下，不然我真的
很难想像自己掉进下水道的情
景。“这个下水道的盖子又被人
给拿去卖了。”我这样叹息道。

这位爷爷听了我的叹息后，扔
下手杖，弯下身来摸索着什么，
我刚要问他时，他就开口说：
“现在的人都把这些拿出去卖
了，那么人们怎么能方便呢？让
我来给它加个盖子吧！”我再看
他时他已经把那些瓷砖杂乱地
放在下水道的周围，并把不知
道从哪儿弄出来的一个铁片盖
在了上面，这个“建筑”看着不
怎么美观，但是在我的心里比
一座城堡都还要美丽。

看着他沾满泥巴脏兮兮的
“庞大的”手，我马上拿出我那
很小但很洁白的手绢向他递了
过去，不一会儿那个手绢就变
得很黑了，黑得明显，黑得刺

眼，我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一
个盲人还能为路人着想，而我
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呢，我又在
做些什么？我把他慢慢地扶了
起来，生怕他会站不稳而摔倒，
我们俩继续走向前。雨一直下，
渐渐沥沥地下个不停。

今天，在这个雨天里我是
他的引路人，但是对于人生的
道路中，他———这位盲人爷爷，
却是我一辈子的引路人。一个
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却能
够散发着令人沉醉的光辉。

省奔中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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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嘎珍

指导老师 芮锦锋

远足前的兴奋渐渐褪去，
忆起前几日的挥汗如雨，心中
还是泛起一丝淡淡的酸涩和欢
乐……
远足，顾名思义，就是步行

很远的路。20多公里，对于我
们说，是毫无概念的，然而这
次，却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番。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出

发了，轻扬的班旗，飘动着我们
欢愉的心情，阳光的笑脸，迸发
着我们四射的活力。早晨刚开
始走时，大家还谈笑风生，然而
天气越发的闷热，人也乏了。汗
珠从发间滚落，全身大汗淋漓，
脚上一阵的酸疼，然而却依然

咬牙马不停蹄地向前走。
但小路崎岖却也有好风

光，使我们苦中作乐———柳树
如古画中走出的清秀俊俏的仕
女，纤细秀美的干，梢上袅袅地
垂下柔韧纤长的枝，倚着河，用
养眼的淡绿渲染一片蓬勃的气
息。在斑斓石块砌成的墙头，迎
春爬满了，呵，多么烂漫，明黄
一片。如几座喷花的飞泉，绚丽
无比。还有蓝紫色的不知名的
小花缀在草丛间，海棠开得如
火如荼，灿若云霞……我们吮
吸着大片淡淡的油菜花的清
香，那是阳光的味道！

天气，越发得灼人，我们也

一路的挥汗，有些体力不支了。
同学们个个满头大汗，有的汗
水浸湿了衣衫，有的脸涨成了
“秋月的苹果”，有的“呼哧”地
直喘粗气，我也像被抽空了力
气，只觉得双腿一阵酸痛，像被
灌了铅一般的沉重，但，队伍还
在前进，虽然疲劳，但没有一个
人喊累，叫苦连天又能解决什
么，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就一定
能坚持下去。红军长征两万五
千里，我们这点累又算什么？更
何况老师们、领导们都还没有
停下，温室的花朵们，也是时候
接受些锤炼了！我深吸一口气，
心中又充满了前进的动力，我

们一定能抵达目的地！
终于，近了，我们终于来到

了烈士陵园。小憩片刻，我们为
烈士们，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
刚毅的魂灵们，那些衷心为国
的战士们，献上花圈，默哀一分
钟。想到他们顽强地为国捐躯，
大家都沉痛哀悼和缅怀……

远足接近尾声，带着残余
的一份成功的自豪，一份淡淡
的酸楚，一份莫名的愉快，我扬
起了嘴，远足的路，我们征服你
了！
新北实验中学七"

(

$班 叶庆

晨光熹微，太阳才刚刚露
出半边惺忪的脸，一支绵延沸
腾、浩浩荡荡的队伍便踏上了
寻找春之生命的征程。春是一
切新的开始，在这里，无数的
新生命正在悄悄凝聚着，勃发
着，准备跨出他们不平凡的第
一步。我怀着惴惴不安、满怀
期待的心情出发了。

天空是湛蓝的，如蓝色的
绸缎一般，寂静的天空中飘着
几朵云，纯白的，没有一点儿
瑕疵；几只顽皮的鸽子在天空
中翱翔，也是同样的白，与白
云相伴，经过了漫长的冬日与

懵懂的初春，天空的色彩变得
更加成熟，变得美丽可爱。虽
然无风的天气给我们带来一
丝压抑，但掩盖不住大家兴奋
地心情，蹦蹦跳跳，有说有
笑———今天不上课啊！走了大
约一个小时，我们有些渴了，
不知哪位眼尖的同学突然叫
起来：“柳叶儿！”我们都“咯
咯”地笑了，从无趣的境界挣
脱出来，一颗颗脑瓜儿全凑了
上去。

同学们的话匣子一下子
打开了，谈笑风生间，我小心
翼翼地端起一片柳枝，细细观

察起来：中间新生、嫩绿的柳
叶忸怩地缩在一块儿，仿佛在
商讨着春天。它们，是春的幸
运符号！再看看经历过冬天的
柳叶儿，深绿色的，暗淡得让
人担心，它们一个个都耷拉着
脑袋，但上半身仍顽固的挺立
着，不想向命运屈服，不想失
去青春的年华！皱纹似的叶脉
清晰可见，绿色的血液在它体
内经久不息地流淌着，这是要
传送给下一代吗？嫩绿的新芽
在它们地映衬下显得如此生
机勃勃啊！

四小时后，我们终于拖着

疲惫不堪的身子走进澄西烈
士林园。面对着高大的石碑，
我不禁感慨万分：从古至今，
有多少可爱的战士为了祖国
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创下
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就像枯
叶为新芽工作，老师为学生服
务。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平凡
的，他们无时无刻都在创造生
命的奇迹。我回头眺望大家一
起并肩走过的路，真想大吼一
声：
“我们，创造了奇迹！”
新北实验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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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嘉芮

雨中游无锡

醉在无锡惠山

平凡人的光辉

光辉

生命的发现

远足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