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后，不
一会，后方就传来对讲机的声音，
意思大概说，前方有红绿灯大家
要注意安全。后方老师一听消息，
立刻开始部署，同学们也准备好
了，到红绿灯时，大家全速奔跑，
一路上红白相间的校服格外的好
看，他比平常又增添了青春的感
觉，此时的大家将安静的校服穿
出了活泼，穿出了顽强的毅力。过
了马路就看到一位交警为了方便
同学过马路正在手控红绿灯，不
过同学们都不约而同的为了不影
响交通快速奔跑。我一转头便看
到校长对我们此举动欣慰的笑和
对其他车辆与交警配合的感激。
许是一个人思考的时候太久，一
旁的历史老师发现了我的出神提
醒了我一声，我才猛然意识到自
己不是知不觉中已落下了一大
段。队伍就这样不疾不徐的行走

着，偶尔会有轻柔的风吹来老师
与同学们的谈笑与感慨。

就这样在大家互相鼓励的关
心下，过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到了目
的地———西林桂花园。到达后，大
家心中都涌现出了深深的满足与
自豪。入了园我才发现这里像一个
生态园，我回想起入园时看到的牌
子意识到这原来是垃圾场后来变
废为宝成为桂花园，这让我和对远
足的好感又增了几分，看来本次远
足的宗旨除了“踏歌毅行，拥抱自
然，感受钟楼”外还要加一个“变废
为宝”呢。在漫长的远足后同学们
却依旧笑得开怀，爽朗的笑声随着
风一阵一阵的吹到耳边。我也被感
染了，忘记了脚上的疼痛加入了他
们。我发现不管是平时活泼的还是
文静的同学都开心的笑了。是的，
大家开心就是这么的简单，虽然相
聚可能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只要

“一路有你，一路相伴”就够了。
转眼间我们又踏上了回程的

路，大家也开始熟悉这样的远足。
我的脚开始有些痛，走得有些缓
慢，一旁的校长立刻让我上车了。
于是一旁的车上便下来一个家长
让我坐，我有些歉意的说了谢谢。
然后便坐在车上，看着依旧在下
面走着的老师和同学，我有了一
种与战友同甘共苦的想法，于是
在短暂的休息后，我又下了车回
到队伍中，再累再苦我们也是一
个集体。
回程的路好走多了，短短一

个小时大家便到学校了，看着熟
悉的学校变得倍感亲切，留校的
老师也为我的的顽强毅力鼓掌
了，我们也满足的为自己鼓掌，感
激的为一路相伴的老师们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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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朱紫涵

指导老师 周永祥

相伴而行
三十里路漫漫。毅行途中，绝大多

数学生都能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昂
首挺胸，跟紧队伍。八年级的毅行队伍
便像一条赤红的长龙游走在百花丛
间，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等到路途
过半时，同学们的体力渐渐被削弱，但
大家依旧咬紧牙关，坚定信念，从不轻
言放弃。有些班级还洪亮地喊起了振
奋人心的口号，不断激励同学们坚持
向前。约一个半小时过后，八年级师生
抵达西林公园。在公园内学生以班级
或小组为单位活动，有的陶醉于春景
之中，有的健身锻炼，有的与老师亲密
交谈。在公园休息整顿的一个小时内，
学生们展现出当代中学生的良好风
貌，体现了青春的无限活力，同时也维
护了学校的良好形象。紧接着，师生们
又重新踏上征途。不畏艰难，百炼成
钢，同学们怀着坚持到底即使胜利的
心情，踏歌毅行，成功在望。一路上，不
少同学互相搀扶、互相帮助、互相鼓
舞，让我们还看到令人感动的友爱与
团队合作精神。最终，八年级毅行队伍
于四时三十分左右重返学校，大家还
是像出发时一样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地走进校门，心中满怀喜悦与自豪。

毅行活动不仅让同学们触摸到自
然的心跳，还在毅行过程中锻炼了意
志品质，收获到友情与师生情。相信每
一位八年级同学在经历了这么一次意
义非凡的活动体验后，一定会感触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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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高云轩

指导老师 彭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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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的季节，常外钟楼分校的小记者们进行了三十里徒步的挑战与征服，一
路上，他们的眼眸中记录了沿途的风景，他们的双耳里镌刻下欢歌和笑语，他们的双脚
下铭记着隐忍、克服、奋进和荣耀……

感悟春天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出自

李白的《春思》。春天来了，这是一个美
好的季节，适合远足或者外出游玩。
踏一路春风，撒一路欢笑。在家

长、老师和警察叔叔的护送下向西林
公园进发。我们斗志昂扬，领头挥舞着
班旗，伴随着同学们的欢声笑语，我们
成为了这条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时我惊奇的发现我们一路上都畅通
无阻，很是奇怪。仔细观察了一下，发
现原来我们开了“外挂”———交警为保
护我们安全，把绿灯的时间调长了，顿
时心头有了一丝喜悦。
去的途中，我发现女生拎着包走

不动，会很累，便主动上前帮她们拿，
其实捧在手中并不是很重，但这是一
份重大的责任。路途过半渐渐地出现
了一个很正常的反应———腿酸。手里
的东西感到越来越有负担，马上就要
到目的地时，已经有些疲劳快支撑不
住了，但是我还坚持着，因为我不想让
女生因为我而自责。况且这是毅行，锻
炼人的意志品质，走了那么长的路都
不觉得累，现在眼看就要到了难道要
喊累吗？我坚决的说了声：“不！”到了
西林公园，我把包归还给了她们，这下
我不仅放下了手中的负担，还放下了
心中的那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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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赵侯辰

指导老师 彭红星

这个时节正是桃杏花开的
旺盛的时候，青苔爬满了水井，
茶渍泼上了书页，满枝满桠的
花，白中带粉，随着微风灿灿微
动却又恰到好处的没有落下，路
侧的黝黑泥土仿佛带着春天的
香气，泥土上铺着一片新绿，青
绿的小草冒出了尖儿，一簇簇不
知名的小百花也开了，云卷云
舒，还有欢快的鸟鸣，鸟儿是那
样自由自在，让人的心都快要飞
起来了。伴随着的，是足下的豪
迈与同学的笑脸，我们的踏歌毅
行远足活动。

本次的活动共需走 30里

路，一路上我看到了是暖暖的春
意，是额头上薄薄的汗，是关切的
问候，是坚持不放弃的执着，是属
于年轻人的坚毅与灵动……以梦
为马，诗酒趁年华。因为生活，所
以不常走动，长长的道路却没有
让同学们畏怯，挎着矫健的步伐，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同学们奔
跑，就如同跳动的音符，却又似捕
猎的虎豹，是那样的有力，让我感
觉到在我的左边肋骨下方的心脏
正咚咚跳动，我感觉到一切是那
么鲜活那么可爱。

一个半小时便到达了目的
地———西林公园，同学们向放飞

了的鸽子，胡乱扑腾着，欢笑着，
忘却了身体的疲劳。嬉笑、追逐，
他们把一种活泼发挥到了极致，
恣意挥洒汗水，感受着天空的蓝、
大地的绿。
没有多作停留，便开启了返

程的旅途，这是第一次，走这么远
的路，虽然苦痛却一直坚持，因为
想每一次的活动不留遗憾，想自
己这次活动会很开心，所以，我们
没有理由不执著。大地在我们脚
下，更是要为自己鼓掌。足下的豪
迈，胜利的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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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鑫宇

指导老师 周永祥

三十里路风与云
经过短暂的休息，回程时的气氛

显然活跃了不少。男孩子们聊天的声
音更大了，女孩子们也有小声说着话
的。队伍的最后方有医护人员随队而
行，全程还有交警为学生控制红绿灯，
更有学生家长义务开车保驾护航。过
马路时，交警会将绿灯延长以便我们
安全通过马路，而对面的司机也十分
自觉地停下来等我们走完。我们为了
不给司机添过多的麻烦，在过马路时
也都快速奔跑。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校
长、老师在路边为我们加油打气，激励
我们继续前进，不要轻言放弃。人们各
司其职，整个远足秩序井然。
但还未行进过半时，就有同学感

到身体不适。小清同学不住地干呕，直
言“想吐”。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
有靠近的同学们关心地围了上去，递
上餐巾纸和水。小清在众人的搀扶下
勉强又走了一会儿，期间不断有同学
嘘寒问暖，但她最终还是因身体不适
放弃了徒步而坐进了家长的车。但坐
车对于晕车的小清来说，又何尝不是
一种痛苦呢？
身为学生的我们，生活在学校给

予我们的避风港中，我们的班级看似
相处和睦、共同进退，然而温室中的花
朵毕竟不能与经历过风吹日晒的树木
比拟。远足中的苦与累、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团结协作精神，我们在更深入
地磨合。这将令我们的班级成为一个
更加优秀，更具有凝聚力，同时也不忘
同学情谊的班集体。
在整个下午的远足行动中，没有

人叫苦不迭，个中般若滋味，每个人的
心里都有体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
还将更坚强地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挫
折；我们行吟风云，在鹰旗的领导下团
结一心；也愿大自然与我们的故事不
会结束，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
写：“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有
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
有精华！把非生命中的所有一切击溃。
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没
有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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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梓瑶

指导老师 彭红星

这一天虽非晴空万里，却也
没有连绵阴雨，再加上同学们的
热情高涨，的确是远足的最佳时
机。就这样踏上了征程。
这天的日界线，很高远。
一路上，同学们感受到了春

天的气息，源于身旁盛开的樱花
以及逐渐冒出地表的绿草。通过
交警部门的协助、学生家长的帮忙
以及学校老师的带领，在学生的坚
持和信念下，终于顺利到达西林公
园。西林公园位于南童子河东北
端，生态环境极好，各班也在此展

开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如八（7）班
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个捡垃圾小
分队，为城市环境的建设献上了自
己的一份力。短暂的休息之后，返
校的路程在向我们招手。回去的路
比来时的更难走，渐渐沉下来的天
也坏了心情，腿迈不开，仿佛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

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当抵达校园的那一刻，同学们的
笑颜终于露了出来。

常外钟楼分校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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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雪

指导老师 彭红星

远 足
队伍浩浩荡荡，如一条长龙一般在

宽广的道路上蜿蜒，好不威风。同学们
也像一只只出笼的鸟儿般叽叽喳喳，兴
奋不已。沿路的风景很美，大片大片的
油菜地，满眼望过去金灿灿的，好像还
有股若有若无的香气与热烈的氛围凝
聚在一起，似浓似淡。那茂盛的油菜花，
好像人走进去就要没了踪影一般，真是
能体会“儿童急走追黄碟，飞入菜花无
处寻”了呀！

渐渐的，我有些喘了，细细的汗珠
打湿了衣襟，脚也像灌了铁一般沉重。
周围不少同学也渐渐有些落队了，这时
随行的老师喊道：“加油啊同学们，已经
不远了！”同伴也牵起了我的手，掌心的
温暖与老师的鼓励让我心神一晃，两旁
挺拔的绿树也像守护神一样保卫着我
们，默默支持，给我们心灵上的慰藉。我
又想到红军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与
这短短的十几公里真是“小巫见大巫”
啊！区区几里路能耐我何？我心里又给
自己暗暗打劲，脚下好像轻松了，气息
也平稳了。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到
了西林公园，望着满园美景，这一路上
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在这胜利的那一
刻，我深刻体会到之前的苦都不算什
么，“不经风雨，怎见彩虹”呢？
此次远足受益颇丰，不仅增进了同

学间的友谊，更磨练了我的意志与毅
力，我自己征服了它！或许这将是我唯
一的一次远足活动，我相信，当多年后
回首这段甜蜜又苦涩的青春时，会记起
这段象征着我人生的蜕变与真挚情谊
的时光。哪怕最后只定格在了一张照片
上，也一定会是我迷藏多年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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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鑫宇

指导老师 周永祥

青春路上，我们相伴而行

一路有你，一路相伴

半暖春光

日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