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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色彩
天府新区实外高级中学高一八班 王泽楷

温暖
成都市中和中学初一七班 邓文瑶

我甚喜雨，尤其是秋雨。巴
蜀多夜雨。初秋时节，天气清
爽。夜里，在窗边写作时，若能
有雨陪伴，便是一大幸事。本已
昏昏沉沉，却隐约听见远处落雨
声，滴滴答答，错落有致。凝神
细听，能听见雨打芭蕉、窗玻璃
和雨棚的声音。雨随风至，恰似
精灵的舞步，消褪了九月残余的
暑气，心底顿生无尽的静谧安
详。这是我的雨——一份希望
永不被打破的闲适。

随着纷繁却不杂乱的雨声，
思绪飘到了千百年前那个雨
夜。诗人羁旅于巴山蜀水，夜雨
来临，愁绪也随之而来。与亲友
分居两地的诗人，怀着思念，提
笔写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
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句，羁旅
之愁跃然纸上。窗外秋雨下个
不停，潭里的水也涨了起来。前

两句，一问一答，一“雨”一“秋”
将诗人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
致。后两句是诗人与亲友“剪西
窗烛，话夜雨时”的美好愿景。

中国诗词，向来不乏思亲之
作，为何这一首会成为千古名篇
呢？诗人在语句中所表达的，是对
亲友的思念。“蜀道难，难于上青
天”，蜀地古时交通不便，所以写这
首诗时，诗人并不知道能否与亲友
再见。但诗中，他是多么热切地表
达着希望和亲友相会，促膝长谈，
叙说“千山万水只为你”的别情
啊。但天意弄人，这夜的雨，再也
无法成为两人的谈资；西窗烛前，
也只剩下孑然一身的孤独背影。

雨，在诗人笔下，被染上了凄
美的色彩，飞越千年时空，与你我
心灵交汇，碰撞。那夜的雨，怎能
说不是为了这一纸长情的告白，与
背后凄凉的无奈呢？从古至今，无
数骚人墨客借雨诉说属于自己的

情思。无论是“青箬笠，绿蓑衣，斜
风细雨不须归”中西塞山前垂钓的
那份闲情逸致；“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中诗人视
风雨如无物的那份豁达洒脱；还是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
孤”中离别的不舍；“夜阑卧听风吹
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中报国无门，
感叹年老体衰的痛苦无奈，都为雨
——这无情的精灵，染上了属于诗
人自己的亮丽色彩。

雨，也随着这些脍炙人口的
诗篇，深深渗入这个伟大民族的
每个细胞，它既滋润了这片沃
土，更浸润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灵。雨本是“无情物”，也正因
此，人们可以为它随心所欲地染
上自己的色彩。每场雨中，都有
无数凝望天空的双眼。你的雨
和我的雨，就在同一片天空下，
构成了这如繁星洒落般灿烂的
世界。 （指导老师 陈鸿琳）

再见，锦西
成都市武侯区金苹果龙南小学 杨浩宇

锦西，让每个生命都灿
烂绽放，那里有我童年的记
忆，我喜欢那里的一切，不
想与她分别。但成长的路
总是不断地跟过去说再见，
然后开启新的征程，所以我
不得不与锦西说再见。

初见校园，觉得她很
小，只有—栋五层的教学
楼，一个不算太宽敞的操
场。这栋“小楼”要装下—
千多个同学，想想都觉得很
拥挤。但走进校园，却发现
她多姿多彩：高大的黄葛树
挺立在操场—角，枝繁叶
茂，为我们遮风挡雨；长长
的走廊爬满绿藤，幽深安
静；清澈见底的池塘里，鱼
儿欢快地嬉戏……锦西像
一位秀气的少女，青春又充
满活力。

座位上的我懵懂地看
着老师，什么也不会，满是
忐忑和紧张。但老师微笑
起来，却好似阳光般温暖，
我也因此消除了紧张，甚至
产生了亲切感，开始积极回
答问题，并在老师的表扬
中，成绩变得越来越好。

二班就像是一个大家

庭，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
朋友，大家相亲相爱，互帮
互助——我不会做的题，同
学们会耐心仔细地讲解；受
伤了，有人带我去医务室，
有人轻言细语安慰我；考试
失利了，有人帮我排除烦
恼，鼓励我重新站起来；开
心了，有人跟我一起分享
……老师的教导、朋友的关
心，让我在锦西过的每一天
都很快乐。

但，告别的日子却提前
到来了……

那天是我在锦西的最
后一天。我收拾好东西，在
老师的陪伴下，和同学缓缓
走出教学楼。我不断回头，
依依不舍。眼睛模糊了，心
中怅然若失。我对自己说：
以后再难看到她，我一定要
将这里的一景一物永远刻
在心里。跨出校门前，我再
次回头望向了锦西，也望向
了在这里的美好童年。

夕阳西沉，余晖洒在身
上，我被温暖包裹，就好似老
师甜甜的微笑。再见，锦西，
我会带着在这里学到的知识
继续前行，做更好的自己。

清茶淡淡的馨香，飘散在夜
空中，如一抹暖意，飘进人们内
心深处。纵然时光消逝，心里的
那抹温暖依旧存在。

从九月起，我告别了小学生
这个身份。回望小学六年感慨万
分，时光留下太多美好难忘的记
忆。翻看相册，目光在运动会那页
停住，记忆被拉回一场运动……

开运动会时烈日当空，但同
学们兴致勃勃，没有一个因为天
气原因缺席。我站在垒球决赛场
上，耳边回响着同学的呐喊声，手
心不停冒汗，汗水从额头顺着脸
颊滑下，已分不清是因为紧张还
是天气热。就在前一天，老师宣
布参赛人员名单时，最后一个念
到了我。当时震惊和不可置信铺
天盖地地袭向完全就是垒球小白

的我，但招架不住老师殷切的目
光，我只得硬着头皮上了。

垒球决赛场上，我站在一群
垒球班同学旁边，甚是突兀，就
像黑色墨水中滴入了一滴纯白
的颜料。随着“嘟——”一声哨响，
我的大脑也随之翻滚，我努力控
制着动作，用尽全力掷出第一个
球。在一片哄笑声中，我的脸顿时
羞红一片，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原来刚才用尽全力才扔了
不到两米。在哄笑声中却有一
个清脆的声音甚是清晰：“加
油！你可以的！”我循声望去
——是老师，她在烈日照射下，
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但她好像
并不在意，一脸坚定地看着我。
从她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信任，顿
时充满信心。

我竭尽全力掷出最后两球，
如释重负般走下赛场。此刻，老
师迎面走来，抱住我说：“你扔得
棒极了，尤其是最后一次比前两
次都要发挥得好。”话音刚落，一
股暖流渗入我心房，我的鼻尖泛
起一股酸涩，双眸蒙上一层雾
气，润润的，方才的沮丧一扫而
空。我也用力地回抱了老师，轻
声说：“老师，谢谢你。”老师也鼓
励地说：“你一直是老师心中的
第一名，一直是我的王牌。”

“叮——”一阵手机铃声将我
拉回了现实，但心中仍暖意涌动，
脑中浮现出一句话——“人间处
处皆温暖，人间处处皆美景。”纵
然时间消逝，但那一抹温暖仍是
人生长河中一段最亲切最难忘的
回忆。 （指导老师 何建华）

你是一盏灯，照亮我前
行的路；你是温暖的港湾，
可以让我稍作休息；你是一
棵大树，为我遮风避雨。我
和你共同生活，你和我一起
前行。

一个周末，太阳火辣辣
地照着，树叶开始茂密生
长，小鱼小虾也出来活动
了。这一切都宣告着：夏天
来了。就在这天，我和爸爸
一起去青龙湖快走。

我们沿着湖岸慢慢地
走，刚开始不觉得累，走到
一半时就开始吃力了，汗珠
不断地冒出来。我们头顶
着火辣辣的太阳继续前行，
快到终点时，一条浅浅流动
的小河横亘在面前。面对
小河，我们显得有些束手无
策。“我们要倒回去走吗？”
我牵你的手问道。你沉思
一会儿，搬来几块大石头放
在河中，让我踩着过去。我
有些犹豫，在原地趑趄徘
徊。就在这时，你踩了上
去，说道：“上来吧，很安
全。”于是我开始小心翼翼
地试探，而你站在河对面担
心地看着我，好像比我都紧
张。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就

像河水一样不断流淌……
磨蹭了好一阵，我终于迈出
勇敢的一步——踩在河中
石头上，一鼓作气很快跨过
了小河。

你这次陪我过的是河，
但下次像河一样的困难，我
还能克服吗？还能战胜它
吗？你虽然严厉，但却时时
关注着我，呵护着我。你为
我的人生保驾护航，让我不
受伤害。你的爱就像一座
高山，高耸入云不失壮美，
亦不失热情。

爸爸，你是一盏灯塔，
而我就是灯下前行的人；你
是辽阔无边的大海，而我就
是海里畅游的鱼；你是一棵
挺拔的大树，而我就是树下
躲雨的花；你是一片蔚蓝的
天空，而我就是在蓝天下自
由飞翔的鸟儿。我的人生
之路有你的陪伴，无比幸
福！

我和你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西区学校7年级3班 董美娜

大运健儿：成都欢迎你
成都石室联合中学七年级八班 曹晧炀

2022年6月26日，第31届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龙泉点燃圣
火。美丽的成都欢迎你，来自世界各
地的运动健儿，希望成都之旅，在你
们的人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都是一座“水”城。元代，
马可·波罗来到成都，看到这里
河流众多，舟楫纵横，写下了“东
方威尼斯”的感慨。没错，这里
的锦江水来自岷江，而岷江上的
都江堰是世界最古老的水利工
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成都是一座“山城”。往西
走，青城山是世界双遗产，西岭
雪山是杜甫笔下的名山。而天
台山更是避暑胜地。往东走，是
巨龙一般保护着成都的龙泉山。

成都是一座“文化”之城。
这里有全球最早的官学：成都石
室中学。汉赋四大家，成都占了
两个。杜甫、陆游都在成都写下
了传世名作。张大千、徐悲鸿也

在成都画出了不少名画。而三
苏、郭沫若、巴金更是从成都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在金沙遗
址，您能“读”到3000年前的灿
烂文明。在武侯祠，您能看到鲜
活的三国文化。在宽窄巷子，你
能一览清朝的历史……

成都是一座休闲之城。川菜
闻名全球，火锅、串串香更是标
配。在大街小巷，各种口味的面
条种类繁多，其他小吃更是琳琅
满目。成都还是蜀锦的发源地，
华丽的蜀锦装点了城市之美。

成都是熊猫之都。你们喜
爱的“滚滚”很阔气——成都打
造的“熊猫生态家园”占地69平
方公里，有北湖片区、都江堰片
区和龙泉山片区三个区域。

成都是时尚之都。太古里，
IFS，春熙路，交子大道……世界
各大品牌汇聚在这里。网红们
在这里打卡，新产品在这里发

布，“二次元”的人们在这里安营
扎寨，Cosplay在这里营造另一
个世界……五湖四海的人欢聚
在这里，让我们感受到地球真是
一个小小的村落。

成都更是未来之都。越来
越多的全球500强企业汇聚于此，
天府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日
（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成都
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国别合作
园区等开放平台建设，将成都融入
国际经济循环并带来发展机遇。

在成都，你会置身于一座天
然的大公园，这里轨道交通四通
八达，高层建筑与绿色环境融为
一体……它们全都是“活”的，这就
跟曾访问过成都的英国新浪潮
科幻作家奥尔迪斯写的《丛林温
室》一样。

大运，你好！
大运健儿：成都欢迎你！

（指导老师 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