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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的温馨
成都市川大附小清水河分校六年级2班吴思叡

九月一日，与青春的约会
成都市四川师大实验外国语学校六年级6班 郑雨茹

冬天的夜里，月亮圆圆地挂
在空中。我没心情欣赏这美丽的
夜景，疲倦地背着书包走进我常
去的一家米线店。几个小时的连
续学习，我又冷又饿，只想赶紧吃
完回家。

我刚点完餐，一个衣冠不整
的壮汉抽着烟走进店来，烟味很
快弥漫整个小店，越来越浓。“太
臭了！”我嘀咕着，顾不得慢慢品
味米线的美味，狼吞虎咽地几口
吃完，匆匆离开。

走出几百米后，我忽然感觉
背上轻飘飘的，本能地用手一摸：

“我的书包！”我大叫着，豆大的汗
珠，从我的脸上滚落书包里有我
所有的书、笔记本和作业呀！如
果丢了，我还怎么学习啊！想着
想着，泪水如洪水般倾泻而出。

我抬头看天，月亮还是像玉盘
一样挂在天空中，街头路边的小草
在微风中摇头，似乎在嘲笑我。我
伫立在街上，顽皮的风儿，在街上
吹，在我心里吹，吹走了欢乐、喜
悦，吹走了温暖、幸福，留下的，只

有绝望中的寒冷、悲伤、孤独。
隐约地，我看见前面有一个

人影，站在米线店门口朝我这边
张望着，手上提着一个包。我心
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苗，朝他飞奔
过去。

我看清了，笑了，他手里提着
的正是我的书包。他似乎看见了
我，朝我走过来，笑着，这是我见
过最美、最欢乐的笑：“小姑娘，你
把书包落在米线店里了。”我接过
书包，背上双肩。正要给他道谢，
他已经大步离去。

他那肮脏的衣服、烟臭冲天
的气味中，藏着善良、正直、助人
的思想境界和无私付出的热情。
他没必要拎着一个书包在夜色中
等待，他可以无视我的书包而离
去。他用他的善良和助人精神，
诠释了人间的爱是不以人的外貌
决定的。

每当回忆这一次难忘的情
景，我都期盼再一次遇见他，亲口
说一声：“谢谢！”

（指导老师 张新华、徐晓静）

夏的眸光中闪烁着惜别的深
情，秋日的私语在风中温柔地呢
喃。轻轻放下对假期的不舍，将
蒙上一层尘垢的旧钢笔拾起，带
着累累的行装，我朝生活的下一
个愿景走去。

九月一日总是如约而至——
莘莘学子们悲喜交加的一天。如
此猝不及防，而又不出所料。只
是一直望着窗外，落叶被初秋的
风带走最后一丝执念，轻轻贴在
静止的水面上，荡起层层叠叠、繁
繁密密的细浪。

哗啦啦，细数日历翻过的一
页又一页，恍然间，新学期迎面而
来。

九月一日，是一曲依依不舍
的送别。牛奶色的晨雾里，矮小
的母亲努力踮起脚来笑着朝我挥
手，久久凝望着我，过了好一会，
她才缓缓转身，背影消失在朦胧
的清晨之中。“浮云游子意 ，落日
故人情。”

九月一日，是一幅丰满的画
卷。焕然一新的秋日校园，一张
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都洋溢着
青春的活力。曾日夜期盼的与久
违好友重逢的这一天，当视线偶
然交汇，没有一句问候的话语，有
的仅仅是，不由得默契地扑哧一
笑罢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
麻。”

九月一日，是一次飞跃的质
变。年复一年的九月一日，从激
动到坦然，从慌乱到从容，从激烈

到淡泊……曾经无知懵懂的孩
子，终于再次在岁月的镜中审视
自己时，已成长为一个精神强壮、
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作为成长的代价，童年薄薄
的回忆随着时光逝去。在岁月的
洗礼下，我们悟到了珍惜，悟到了
坚持，悟到了宽容，悟到了质朴，
悟到了自然，悟到了生活。“花有
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九月一日，是一道初心的历
练。不忘初心，亦要不负初心。
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将决定我们未
来的模样。为了明日能搏击长
空、翱翔于广袤天地之间，现在的
每分每秒都要为自己竭尽全力地
奋斗。

心中长存梦想，才能永远充
满动力，充满信心，充满激情，才
能拥有战胜困难坎坷的勇气。“长
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

九月一日，是理想车轮的助
推器；九月一日，是生活节奏的节
拍器；九月一日，是一首或喜或悲
或轻柔或激昂的乐曲；九月一日，
是满载着崭新的希望、亲人的叮
嘱、老师的期待以及无悔的青春
的纸船……

不论时光荏苒，九月一日从
不特别，因为生活从未刻意，因为
秋天从不迟来。因为脚下的道路
是凹凸，因为行者的人生是取舍。

九月一日这一天，我与青春
有一个约会。

桂花飘香梦怡然
成都七中高2017级11班 张玮航

夏日的荷花已经悄悄地离开
了我们，秋天的影子来到我们身
边，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件宝
物，那就是可爱的桂花。

翠绿的叶子上，衬着细小的一
朵朵黄灿灿的小花。仔细看，4片
花瓣像一个带着弧形的十字架，又
像一个橘黄色的小风车，在不停地
旋转似的。

每一次想去靠近它时，我都会
忍不住凑上去闻一闻它那香气扑
鼻的花香。一阵凉爽的秋风吹过
来，那些可爱的小花们撒满一地，
金灿灿的，像破碎的金子。那迷人
的香气越发浓郁，随着微风四溢散
去，越飘越远。

桂树的花朵很小，像一个个害
羞的小姑娘，躲在树叶的后面，生
怕别人看见它似的。花朵由四五
个小花瓣组成，几朵小花儿又拥成
一簇，争先恐后地在枝头绽放。我
靠近它，轻轻摘下一簇，好香啊！
顿时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心旷神

怡。
桂花不仅好看、好闻，还有许

多用途呢！能制成桂花糕，美味爽
口，能酿成桂花酒，甘甜醇香，还有
桂花茶清热下火，还有我特别喜欢
的桂花香囊，戴在身上那股淡淡的
清香让人倍感精神。

它不像月季那样绚丽，以迷人
的花姿吸引我们的注意，不像菊花
那样五颜六色让人流连忘返，不像
牡丹那样雍容华贵让人不敢亲近，
更不像荷花那样高洁，还被世人赞
美为“出淤泥而不染”。

桂花虽然很渺小，还不易被人
发现，但她默默奉献，把沁人的花
香无私地撒向人间，又不求回报地
枯萎。这正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精神呀！

山色浅秋随夕照，江河日夜变
秋声。桂花是报秋的使者，给我们
带来一个美好的季节，即便是枯萎
了,都能发挥她独有的芳香，一直
伴随着我们。 （指导老师 许李）

战胜紧张，战胜自我
成都市电子科大附小五年级4班 李禹洁

明天就要参加某学校的四升
五考试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总也睡不着，真希望明天永远不要
来。

一阵凉风吹来，我拉了拉被
子，看着天花板：从窗外照进来的
影子移动着，像一支笔来回地画，
被子像一张白卷，正等着我写下答
案。我想着恐怖的考试场景，好不
容易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好像刚刚才睡着，“叮铃铃”闹
钟就响了。我在床上躺了很久，突
然清醒过来：今天要考试！我飞快
地洗脸刷牙，急匆匆地吃早饭，直
奔教室。

教室里坐满了陌生的同学，大
家的眼睛齐齐地盯着我，好像在空
中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我赶
紧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去，我感到同
学们的眼光又一次射向了我，我红
着脸，赶紧低下头假装找东西。

监考老师说：“我点个名……
李禹洁！”点到我了，我吓了一跳。

“到！”我小声地回答，豆大的汗珠
开始滴了下来。

“李禹洁！”监考老师提高了嗓

门，“在不在？”“在！”我只觉得脑袋
一阵嗡嗡地响。

卷子发下来，我看着一道道空
白的题，像一块块冰块，让我全身
发冷。我颤抖着手，拿着钢笔一笔
一笔地写着。渐渐地，我发现题并
不难。“太好了，题真简单。”我小声
呢喃着，突然间不再紧张。

翻页了，一道阅读题出现在眼
前，完全不会做，我傻眼了。我想：
做下一道呗！但下一题也难。“完
了，完了！”我在心里嘀咕着。我的
手心全是汗，打湿了钢笔，打湿了
卷子，打湿了背。

“还有 10 分钟！”监考老师开
始提醒时间。“糟了，我还没有做
完！”我飞快地写着，手心的汗越来
越多，像积了一个“小水池”。

“交卷！”监考老师大声喊道。
什么？我全身一颤，我还没做完
呢！同学们陆陆续续交卷了，我也
只好跟着交了上去。

紧张真是个可怕的恶魔。我
想：今后一定要战胜紧张，这样才
能战胜自己，取得成功。

（指导老师 唐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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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里惧怕寒冷，如同惧怕黑
夜。得知要去三亚过春节时，被寒
冷凝固的血液瞬间被温暖激活。

刘叔开车，嗅着腥味的海风，
行在三亚湾临海路上。太阳出来
了，目光所及，路边为树，栏中为
花，石间为草，五颜六色在眼前不
甘沉默、不知疲倦、热情洋溢地肆
意盛放。遥想故乡，伙伴们的冬天
焉有这般丰美的色彩？这是眼睛
的福气！

最让人魂不守舍的是那随处
可见的三角梅。能从数百种植物
中脱颖而出，成为三亚的市花，三
角梅自有妖娆过人之处。

嫩紫的苞片怀抱着花蕊，连片
地簇聚在一起，努力地绽放着，绿
叶则成群结队地顺着枝条蔓延开
去。

刘叔久居三亚，10年间，他从
老家攀枝花带来过不少花，但久活
至今的只有小院里那簇由母亲移
种的三角梅。“如果日照长、肥大、
水足，三角梅的花期能长达半年
呢。”

刘叔说，母亲在世时，这些小
家伙被侍候得巴巴适适，他接手后
小家伙们长得更茂盛了。只是，他
迄今为止再没有回过故乡。

忽然想起舒婷的那首小诗《日
光岩上的三角梅》：只要阳光常年
有/春夏秋冬/都是你的花期/呵，
抬头是你/低头是你/闭上眼睛还
是你/即使身在异乡他水/只要想

起/日光岩下的三角梅/眼光便柔
和如梦……

除了植物，三亚的斑斓还来自
全球的游客。冬日的三亚，海水有
些凉，但没能阻挡人对海的热情。
浪花间，金发高鼻的一家 5 口，嬉
笑打闹；沙滩上，两个小黑妞构筑
她们的涂鸦：这是城堡，那是桥；这
是鱼，那是鸭……

无所谓神似抑或形似，阳光
下，圆润的沙砾紧紧包裹着她们的
小脚，海水则欢快地呼应着。

“你知道吗？海的颜色是不同
的！”静静地斜躺在沙滩椅上，正心
甘情愿地被阳光包裹着，耳边响起
了小茜的声音。

小茜来自山东烟台，她说，烟
台近岸，泥沙多，所以海水在深蓝、
浅蓝至微黄间变幻着不同的层
次。三亚靠近大洋，悬浮物少，海
水多呈蓝色。

三亚的海水也有不同的颜色，
比如，海棠湾的海水是深蓝色，蜈
支洲岛的海水则是晶莹透明的浅
蓝色，清澈纯净。

小茜说她爸妈会在春节到三
亚来，“我妈总是在韭菜盒子里加
点虾米，香呢。”小茜说得眉飞色
舞。

正如小茜的期待，不管是否情
愿，人们不停地整装、启程、跋涉、
落脚，再迁徙。

但无论走多远，故乡的味道，
顽固地牵绊着记忆深处。

“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
叶层层。”站在桂花树下，静望随风
飘扬的桂花，品味咏桂的诗句，觉
得此时此景再恰当不过了。

阵阵淡雅的桂花香袭来，更让
我感到无比的舒适悠然。“桂子月
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诗意，又漫卷
过来。满身心沉醉在桂花的世界，
所有烦恼仿佛瞬间消解，我的思绪
随着那一阵阵花香，又回到那无忧
无虑、充满乐趣的童年。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父母带
我到公园里玩耍。刚进大门，就看
见大片大片的桂花盛放着。那绚
丽的金黄小花朵雅致密集，像漫天
繁星在碧枝上合唱。这独一无二
的美，令四周的花朵黯然失色。

最要命的是，它还有勾魂夺魄
的香味。随风飘送的桂花香，轻轻
地钻入鼻中，痒痒的，让我感到舒
适与甜蜜，神清气爽。打那刻起，
我就喜欢上了桂花。

我欢快地奔到草地上，在桂花
树丛中，笑着、跳着，仿佛整个世界
都只属于我和桂花。跑累了，我和
父母一起坐在桂花树下，闻花香、
观花舞。我偎在妈妈怀里，做了一
个又一个香甜的梦。

那天，我觉得爸爸、妈妈的笑
比哪一天都灿烂，仿佛我感到高
兴，他们就更幸福。从此以后，每
年我都会缠着爸爸、妈妈，让他们
带我去公园里看桂花。年幼的我
一年又一年在桂花的香气中长大，
记忆中许多欢乐的时光都与桂花
有关。

直到有一天，我进入了高年

级，一天比一天繁重的学业压得我
喘不过气来，一天比一天多的补习
班更让我感到压力。我每天都在
与作业纠缠，一道道题仿佛无穷无
尽，让我感到无助与绝望。

我再也抽不出时间去看桂花
了。那无比淡雅，清新的桂花香，
仿佛只是童年的一个梦。

今年秋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
午，我下定决心，又来到公园，来到
魂牵梦萦的桂花林。桂花依旧开
得很灿烂，那股熟悉的清香又飘入
我的鼻中，让我感到无比亲切。

一朵朵金黄色的桂花绚烂地
盛开着，像一个个小精灵，随着清
风共舞。有些还未开放的，则像一
个个含羞的小姑娘，不肯出来见
人。我久久伫立在桂花树下，仿佛
又回到自由自在的童年，感到一阵
解脱与轻松。

一阵风儿吹来，枝头下起桂花
雨。看着那些躺在地上的桂花，我
有些惋惜与惆怅，刚刚它们还好好
的啊！然而，望着依然美丽挺拔的
桂花树，我突然释怀，“成长难免经
历苦痛挣扎”，这于花如此，于人又
何尝不是呢？

桂花没有因为自己的细碎单
薄而拒绝绽放，也没有因为有风雨
相欺就愁眉苦脸，相反，它开得盛
大，香得醉人，成为凄秋最沁人心
脾的风景。

我又一次陶醉在桂花香中，原
本浮躁不安的心也伴随着这桂花
香平静下来。亲爱的桂花，来年你
飘香时，我还要来这里，让你见证
我的快乐与成熟，你欢迎吗？

行走三亚
成都市川大附中2016级14班 曾雅路

桂花
成都市高新区中和中学初2017级5班 宋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