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忆军训
窦庄中心小学 邱冬梅

又是一年军训季，想起当年那严中有
爱的教官：开学初医生让我休假1个月，教官
说没躺在医院病床上军人都要参训，第一次
集体活动希望我不要缺席。班主任关照教
官给我减量，他来句：“军人在部队不会因病
训练打折，我会把握好。”……骄阳似火，距
离11:30结束还剩2分钟，他发现我脸色苍白
站不稳立即喊停，说：“其实我一直关注你的
身体，会对你负责，放心不会有事。”我心里
宽慰了些。匍匐前进恰巧只有我面前有一
个低洼地积满水，爬行半米中断，他坚持让
我趴在水里5分钟。“军人只有服从，这点小
事都无法战胜，怎么能面对困难！”“必须改
变她娇生惯养的习惯，相信她能克服困难，
变成一个全新更优的自己！”他让我坚持。
一、二……我的目光由敌对变顺从。

军训一路挨批，一路被教官鼓励与表
扬一一通过那次军训，我磨炼了意志，改变
了胆小懦弱的性格一一遇弱则柔，遇强则
刚！感谢您：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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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寻隐者不遇》
正则小学五（3）班 任安可

唐代有位大诗人，名叫贾岛，他虽然才
华横溢，但由于出身卑微，仕途不畅。贾岛
郁郁不得志，于是决定去山林中拜访一位德
高望重的隐者，让他开导开导自己。

贾岛闷闷不乐，埋头赶路，焦急地盼望
着快点见到隐者。突然，他被一阵犬吠吓了
一跳，定睛一看，一条狗正在汪汪大叫，后面
跟着一位童子。这童子衣着简朴，一脸秀
气，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里，掩饰不住地流露
出一丝警惕。贾岛心想：他大概是那位隐者
的徒弟吧！便走上前去，恭敬地说：“这位小
师傅，我叫贾岛，是专程来拜访你师傅的，他
在吗？”“师傅上山采药去了。”童子轻快地回
答，表情放松了许多。贾岛皱了皱眉头，心
里有几分失望，接着又着急地问：“你师傅到
哪儿采药去了？”“就在这座山里。”童子说着
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山峰。贾岛觉得很遗
憾，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还有一线希望，立刻
又问：“他在这山上的什么位置呢？”童子嘴
一撇，肩一耸，摇着头：“云雾弥漫的，我也不
知道师傅去哪儿了。”童子的话就如同一盘
冷水，一下子扑灭了贾岛心头刚刚燃起的希
望。他心情失落，只好按下性子，耐心等
待。

既然无需赶路，贾岛索性欣赏一下风
景。放眼望去，一座座山峦连绵起伏，山顶
周围云雾弥漫，像给山峰戴上了一条条白项
链。山林中，鸟语花香，路旁一棵棵翠绿的
松树高大挺拔，灿烂的阳光从天空倾泻下
来，透过松树的枝丫间，在地面上形成斑斑
驳驳的小点。看着由五彩缤纷的野花、翩翩
起舞的蜜蜂蝴蝶组成的美丽画卷，听着由悦
耳鸟鸣和潺潺溪流构成的森林乐曲，贾岛渐
渐觉得心情不再烦闷，内心十分平静祥和。
看着看着，他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口占一绝，
吟出了一首千古名诗：

《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指导老师：张蓓蕾）

大自然是我们的朋友
里庄中心小学三（3）班 杨语晗

周末的早晨，我和爸爸妈妈来到郊
外。

看，天是那么的蓝，那一朵朵白云，有的
像兔，有的像马，还有的像朵儿棉花糖。连
着云朵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山脚下则是
一大片树林，一阵风吹过，仿佛是它们在低
声歌唱。一条小河从树林中穿行而过，好像
一条蓝色的丝带飘向远方。河两岸盛开着
五颜六色的鲜花，正像是一颗颗点缀在这丝
带上的宝石，花香夹杂着泥土和青草的芬
芳，让人心旷神怡。河面上，偶尔有胆大的
鱼儿探出头来，在向我们问好。

这一切是多么美妙啊！希望我们能好
好地爱护我们人类的朋友——大自然。

（指导老师：钱明辉）

我的爱好
匡亚明小学三（3）班 殷子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的爱
好就很广泛，我喜欢画画、书法和手工
等，而我最喜欢的是画画，因为我长大
以后想当一名画家。

每当我在外面看见美丽的大自
然风景和动人的场面，我就很想把这
些都画下来，这样就可以将美好的画
面永久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我知
道哪里有画展，我都要去看。当我看
到作者画的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争
奇斗艳的花儿和栩栩如生的动物的时
候，好像让我走进了一个美妙无比的
世界，看完画展回来会兴奋很长时
间。

每当学校有画展，我都要参加。
我还积极报名参加了学校的佩尔艺校
美术班，上课时我专心听讲，画得很认
真；每天做完家庭作业后，我都会拿出
白纸认真画画，常常是奶奶叫我吃晚
饭了，连续喊我很多遍我都没有听
到。我还把我画的贴在客厅的墙上，
边吃饭边观察，以便下次改进。

我想：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
把画画好，我的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指导教师：崔文阳）

含泪的微笑
华南实验学校九（11）班 韦雅楠

参加完姐姐的谢师宴，借着暑假的最
后几日，爸爸便驾车带着我们一家三口来到
了我津津乐道的横店影视城。经过六个多
小时的车程，总算到达了目的地。到了那，
夜色早已漫布天空，霓虹灯闪烁着，没想到
横店的夜晚也这么热闹。但我们急着找酒
店下榻，根本没时间欣赏这些美景。直到第
二天早晨，我才惊觉此时真正身在浙江横店
了。

第一天上午的行程是游玩明清宫苑。
进入景区，望着御路、金水河、富丽堂皇的帝
王宫殿等众多的历史景观，我仿佛穿越时
空，降临到了明清时代。我们也找到了所谓
的“漱芳斋”、《步步惊心》的许多场景地，还
有最近很火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的蟠龙
轩驿馆等等，只是缺乏电视剧中的物品、演
员及布景，似乎一切又不那么相似，让我有
点失望。但在这里随处可见拍摄微电影的
小剧组，我们就在“畅音阁”处停下脚步，欣
赏了起来。

这是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小剧组，导演、
灯光、摄像师等五脏俱全，当然最多的还是
演员，但没有所谓的大牌。这部微电影演的
是清朝的故事，只见导演要求其中一个妃子
打扮的年轻女演员要向“皇帝”请安，抽帕、
甩帕、半跪……几次下来动作还是不标准，
导演瞬间发飙，把剧本卷成筒状，指着这个
女演员破口大骂，这个女演员低着头，因为
靠得还比较近，我看到了她眼眶中的泪水，
一滴一滴地落在她的花盆鞋面上，把精致的
花样晕染成带有湿度的色彩。我一惊：原来
演员也不容易，不都是光彩照人的！

大概导演也意识到旁边游客的增多，
终于停止了骂声，吼了一句：“继续！”女演员
立马抬头，先用手擦拭了一下眼泪，又用手
中的手绢蘸了下眼睛（估计是吸去眼泪），转
而微笑着开始刚才的一套动作，仿佛刚才的
伤心流泪是一个幻象。委屈的心痛支配着
她浅浅的微笑，只是掺杂了那隐不去的泪
水，微笑竟会这般的悲伤。这次的动作明显
是行云流水，完成得很完美，导演喊“停”后
剧组进入休息。女演员呼了一口气，脱下高
高的花盆鞋，坐在阁楼边的一排休息椅上，
刚好靠着我。她用手抚摸着脚尖，眼睛望向
远方，突然，脸上灿烂地绽放出一朵名为“微
笑”的花朵，可在她那充满笑容的脸上，又含
着几滴欲滴的泪水。我看她好久，终于忍不
住地询问：“你好，小姐姐。既然这么难过，
不演就好了呀，干吗活受这份罪啊？”她转头
看向我，微笑着说：“小妹妹，你还小，还不懂
生活的艰难，流泪总是不可避免，但坚持下
去，微笑总会来到！”那洋溢着春日的微笑，
但脆弱的内心，却承载了太多，那泪水是委
屈伤心的泪，生活不易的泪，但那微笑亦是
坚持后充满希望的微笑，走向成功的微笑。
这两次含泪的微笑，都永远留在了我的心
中。 （指导老师：陆艳）

愉快的一天
新区实验小学五（5）班 李阳

我自从读过了大诗人李白的《望庐
山瀑布》之后，便对庐山瀑布魂牵梦绕，
总盼望着有一天能亲眼目睹一下庐山的
风采。在这个假期里，我有幸和爸爸、哥
哥一起去庐山游玩。

那天上午，虽然天上下着小雨，但
丝毫没有削减我们游览的兴致，在盘山
公路上，我向车窗外望去，只见近处的山
谷中云雾缭绕，似烟，柔柔的，袅袅的，仿
佛是仙女衣衫，又好像是从香炉里飘出

“篮球迷”小子
折柳中心小学四（1）班 靳冉

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可太阳的威
力丝毫没有减弱，还是跟大火球似的烤
着大地。大街上见不到几个人影，走在
路上脚底发烫，被太阳晒到的皮肤火辣
辣的，身上的汗水还没来得及湿透衣服
就被阳光晒干了……而每天的这个时
候，我和爸爸都会准时出门，去小区的篮
球场。对，没错，我们正是要打篮球去，
而且整个暑假天天如此。在小伙伴眼
里，我就是个十足的“篮球迷”。

当我们来到篮球场时，球场上已经
有不少人了：大部分是年轻人，也有年纪
大的，还有几个和我一般大的小朋友，他
们都是篮球爱好者，也算是我的球友
了。虽然我年纪小，长得也很瘦，可在爸
爸的指导下，我的篮球技术还不赖呢！
运球突破、变向过人、三步上篮……样样
拿手。

我们经常组队打小比赛，比赛赢了
我会特别开心，特别是比赛过程中我有
了精彩表现，听到场边观战的人大喊“好
球”，还为我鼓掌时，我感觉特别酷、特别
爽，打起来就更起劲了。

因为打球时我特别拼命，不管是防
守还是抢篮板，每球必争，大家都叫我

“拼命三郎”。有一次，为了抢一个球，我
不小心戳到了手指，疼得眼泪都快掉下
来了，大家都让我休息一下，可我还是咬
牙坚持继续比赛，直到最终获胜。

爸爸经常对我说“篮球不是一个人
的运动”，我一直不理解这句话。刚学打
篮球那会儿，我一有空就模仿电视上大
球星的动作练习，比赛时也总想表现自
己，只要拿到球就喜欢一个人单干。可
随着打球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渐渐明白
了：篮球是集体运动，只靠一个人是赢不
了球的，必须团结协助，互相配合，这才
是篮球精神。我想：不仅仅打篮球如此，
其他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的。

（指导老师：江琴）

因为天空都知道
省丹中高二（16）班 徐乐怡

诗人北岛曾写过“落叶吹进深
谷，歌声却没有归宿，我们望向同一片
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我们没有丧
失记忆，去追寻记忆的湖。”天空永远
是那一片天空 ，我们没有丧失的记
忆，天空也没有。

祖国的天空笼罩着神州大地，她
从远古洪荒走来，看过浮世变幻，白云
苍狗，看过潮起潮落，桑田沧海。

曾经苏轼“把酒问青天”的豪情
万丈，问的是她；谭嗣同“仰天大笑出
门去”的大义凛然，望的是她；毛泽东

“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意气风发，比的
也是她。

她陪着这个古老的大国走出五
千年的文明史诗，走向更长远的振兴
崛起。

她见过纷飞战火中的流离，硝烟
与炮火曾把她遮蔽，血腥与杀戮曾将
她的澄碧掩埋。人们曾经漠视她的存
在，低下头颅，不再仰天而叹，人们曾
与她一起沉默任凭黑夜与暴风的来
临。可是啊，乌云压境，她却依然想要
播撒光明，守候了千百年的子民啊，终
于没有在沉默中走向灭亡。

她也见过太平盛世下的安定。
当直面苦难的人群重新站起，当血色
的历史终于擦尽，当她的怀抱中响起
了冲锋号与礼炮鸣，她的身旁飞过了
神州舱，升起了东方红。她映衬着五
星红旗在祖国大地上飘扬，她终于看
见，向苍天振臂疾呼的一代退去，新一
代的希望，向着焕然如洗的天空，举起
右拳，阳光照面。

碎月流光，云山万里，暮鼓晨钟，
斗转星移。

我们没有亲眼见过阴霾笼罩下
的天空，我们在宁和深远的蓝天下长
大，我们却不能忘记，蓝天有梦，还需
我们来继承。蓝天有梦，中国梦，天要
更蓝，梦要更久远。因为祖国的天空，
是我们头顶的鹏程万里，她的苦难，就
是我们的苦难，她的希望就是我们的
希望，但如今，蓝天却再次被蒙上了
尘。

我们看到了天光云影，却也看
到，工厂林立，黑夜四起，战争的阴霾
已过去，可污染的雾霾又铺天盖地，山
不再明，水不再清，天空中充斥着的是
粉尘与颗粒，迷蒙的人群在混沌中丢
失了自己，连湛蓝的天空也快要模糊
得只剩个浮光掠影。

多少代人都曾仰望的天空，先辈
们舍身忘我换得的清明天空，她陪我
们一路走来，我们却报之以烟沙弥
漫。为了天空不会再暗淡，为了蓝天
梦能在我们手中继往开来，这是我们
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看着她流离失所，痛哭流
涕，也看着她风雨度过，重建家园。现
在，我们已看着她蓬头垢面，未来终有
一天，我们会看着她笑逐颜
开。

这是我们深爱的
蓝天，是一路走来亘
古不变的蓝天，蓝天
有梦，未来可明。

其实天空都知
道，天若有情天亦
老，流云和苍穹更迭
了千万遍，才换了人
间。 （指导教师：
潘志俊）

捉“鬼”记
蒋墅中心小学五（2）班 李锦雯

月黑风高，半夜我口渴难忍，打算下楼
找点水喝。正在迷糊下楼时，一团黑影骤然
出现，一双绿宝石般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就
像鬼火一般。我看见了，吓了一大跳！心
想：“这啥？不会是孤魂野鬼吧？”当我准备
斗胆去细看那“鬼”时，那东西竟早没影
了。

第二天早晨，因为不上学，所以我睡到
八点才起来。洗漱完毕，我悄悄下楼，便听
到了“喵呜，喵呜”的声音，我想：“鬼又出来
了，听不出来是啥种类的。”我在屋里搜了好
半天，连根毛都没搜到，当我准备搜另一间
屋子时，突然我感觉后边有一团影子向我袭
来，我撒开脚丫子就跑，但转念一想：“鬼是
没有脚步声的。”“哒、哒、哒”一阵清脆的脚
步声钻入了我的耳朵，我立刻停了下来。回
头，看见一个矮冬瓜，近了一些，那个假鬼只
是我的表弟，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吓死本宝
宝了。

到了晚上，“鬼”果然出现了，我躲在一
处隐蔽的地方，等待着“鬼”自投罗网。“鬼”
就快到了，1米，50厘米，我迅速打开灯，用一
个大篮子套上去。我松了一口气，终于看到
了“鬼”的样子，一双绿色的眼睛，灰色的皮
毛，隐隐有些泛白，几根胡须绷得紧紧的，一
副紧张的样子。哈哈！这“鬼”原来是——
猫。我不由地大惊“哪来的野猫？”于是我小
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麻袋，一根木棍，用木棍
顶开了篮子，准备迅速将猫装进麻袋，可我
低估了它的速度，就要套住时，猫好似脚底
抹油，一溜烟跑了！（指导教师：姜玉花）

的缕缕青烟；难怪诗人会吟出“日照香
炉生紫烟”；远处的山石、树木则都是
朦朦胧胧，仿佛都遮盖了一层面纱，神
秘而美丽。

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领略被
称为“庐山第一奇观”的三叠泉的风
采。来观赏三叠泉的游客真是人山人
海，我们随着人流兴致勃勃地向目的
地走去。一开始，我们要坐缆车跨越
一个山谷，坐在缆车上俯视下面，只看
见树木漫山遍野，郁郁葱葱，仿佛给大
地铺上了一层绿毯子。过了一会儿，
我看在绿树间有一道道白色的水流，
仿佛是镶嵌在绿毯之中的一枚枚银
针。

下了缆车，我兴奋地踏着蜿蜒崎
岖的台阶向谷底走去。一路上不时遇
到从谷底上来的游客，只见他们一个
个眉飞色舞，一边爬台阶一边仍意犹
未尽地议论着瀑布。我和爸爸、哥哥
加快了脚步向谷底进发。

近了，近了，我已经听到瀑布泻
入谷底的声音了！又走了大约十几分
钟，我们终于来到谷底，绕过一块山
岩，嗬！只见一条白练从天而降，恰似
银河落九天！我和哥哥不约而同地赞
叹起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落九天。”我抬头仰望，这瀑布并不宽，
但从天而降，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
美，并不亚于黄果树瀑布。据说，三叠
泉瀑布之水，从大月山流出，缓慢流淌
一段后，再过五老峰背，由北崖口悬注
于大磐石之上，又飞泻到第二级大磐
石，再稍作停息，便又一次喷洒到第三
级大磐石上，形成三叠，所以称为“三
叠泉”。

瀑布的水泻入潭里，如雷声轰
鸣，溅起的水花如雨雾般随风飘飞。
我和哥哥在潭边大声赞叹，水花溅到
身上竟感到丝丝凉意，我们站到离瀑
布稍远一点的地方，我立即感到扑而
来的水花就像妈妈的手抚摸着我的脸
庞，轻柔而舒服。

我们在谷底待了好久才依依不
舍地离开。这一天我们不仅领略了三
叠泉的壮美，还游览了庐山锦绣谷，领
悟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真正含
义。 （指导老师：杨华萍）

习作原文

找硬币
实验小学四（6）班 王文轩

今天，徐老师让我们玩了一个
找硬币的游戏。同学都非常开心。

马灵同学上场了，她做了一个
胜利的动作，然后开始搜索目标。马
灵还真机灵，挪开笔筒，很快找到了
第一枚硬币。她很高兴，蹦蹦跳跳地
坐到了位置上。

不一会儿，同学们找得还剩下
一枚硬币，却怎么也找不着了。

这时，何欣怡同学来了。她一开
始也没有那么幸运，找了老半天没找
着。正当她失望时，却意外地在粉笔
堆的最底下找到了，还是一枚港币
呢。何欣怡简直乐开了花。

啊，找硬币的游戏太有趣了，今
后我还想玩儿。

精修新作

捉迷藏
实验小学四（6）班 王文轩

嗨！大家好，我是一枚港币，昨
天，徐老师让我和兄妹们分别躲在
教室几个不起眼的地方，准备第二
天与同学们玩捉迷藏。哇哦，我们
兴奋得都睡不着觉了。

捉迷藏的游戏开始啦。第一
个玩儿的同学叫马灵，她上来就做
了一个胜利的动作，仿佛信心十
足。同学们也为她鼓劲：“你要加油
呀！”“我们支持你。”还有些同学太
激动了，跑上讲台，恨不得跟她一起
找。当然都让徐老师给请回去了。

就在这时，马灵同学已经迫不
及待地开始搜索目标了。好像有谁
在指挥似的，她径直就奔我的妹妹
那边去了。她把笔筒轻轻挪开，妹
妹立即完全进入了马灵的视线。马
灵还真灵呀！她把妹妹捏在手上，
高举过头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
发光，一个同学说妹妹是在祝贺她
呢！

就这样，没多久，我的几位兄
妹都让聪明的同学们相继找到了，
徐老师说：“还有一枚硬币，它是一
枚港币……”

上来好几位同学都没有找到，
大家有些泄气了，甚至怀疑徐老师
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最后，何欣怡
同学蹦蹦跳跳地上台了——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她能
找到我吗？何欣怡迅速地翻了电脑
桌、鼠标、键盘，没有找到，但她不放
弃，继续找，又跑到书柜那边，先是
看见了一个黄盆儿，里面有几块抹
布，她把手伸进去，仔细捏，没有，她
又看见一个粉笔盒，里面都是碎粉笔，
她也不嫌脏，直接把粉笔倒出来，眼睛
盯着粉笔，把看过的粉笔一支一支地
放在一边。突然，何欣怡激动得跳起
来，失声大喊：“港币！港币！”同学们也
忍不住围了上去，有的还激动地说：

“是真的，有花边，还有紫荆花耶！”就这
样，我有些遗憾地出现在了同学们的
面前。

同学们一个个如梦方醒，后悔自
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还是汪欣同学
总结得好：做任何事情都要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不能浮光掠影，囫囵吞枣。

徐留军点评

全文写出了找硬币的活动过程，但
整篇文章就像一块没有被打磨过的丑
石，显得冷冰冰、硬梆梆的，没有感情，缺
少画面，也少有思维的火花，读了，味同
嚼蜡。

文章不厌百回改。如果细加打磨，
丑石或许还能磨成一块温润细腻的美
玉来呢！此文应从以下三方面打磨：

1.更改叙述视角，凸显儿童情趣。
全文直接叙述略显死板，可换一个视角，
比如“我”作为一个“找硬币”的参与者，
文章就亲切了许多；如果干脆把自己当
作一枚硬币来写，采用童话笔法，文章则
会童趣盎然。

2.强化细节描写，呈现活动场面。
精彩纷呈的细节如一根魔棒，能让活动
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在作文中就是让
人物包括硬币都活动起来，营造现场
感。当然，好的细节需要洞察力、思考
力、想象力和表达力来共同完成。

3.融入主观感受，彰显思想魅力。
著名主持人杨澜说：生活大致平静，心中
总有波澜。“波澜”就是主观感受，就是

“我”的思考。小小的“波澜”让“我”的文
章独具个性，与众不同。在作文中，不仅
要写“我”的感受，还要让读者跟着活动
的进程一起感受，一起思考。

徐留军，就职于实验小学，中 学高级教师，
全国读写实验优秀科研教师，全国作文优秀辅导教师，江苏省首届书香校
园阅读领航人，全国赛课一等奖获得者，参与省级课题《基于体验下的活
动化作文研究》《小学生活动化作文研究》的研究，研究成果获省级个人成
果一等奖。近年来，在《小学生作文》《全国优秀作文选》《小学生作文选
刊》等报刊指导学生发表作文200余篇，为学生编印作文集《我们正成长》

《童心百说》（上、下）（计38万字）。

名师 作文谈谈谈












路边“鸳鸯”
第八中学七（16）班 翟雨欣

在欢笑中挥洒汗水，在阳光下拥抱明
天，夕阳的余晖笼罩着整个校园，那春日
里的花儿在余辉之中仍在竞相开放，似乎
是在与这黄晕争艳，又仿若是想让相继而
来的黑夜也见证自己的花样年华吧！我
和几位同学一起，坐在操场一隅，有一句
没一句地闲聊着，欣赏这夕阳下的校园
景。

操场边，是一圈又高又白的栏杆，将
整个校园隔绝开来，似乎要断开某种联系
似的。我望着校园外的马路，静谧而美
好，偶尔也有那么三三两两的几个人从马
路上横过，就在这时，一对夫妇引起了我
的注意。那是一位年迈的老奶奶，头发显
然被染过了，但还是能够很清楚得看到她
的发根处已经变得花白了，脸上也早已布
满了岁月的印记。她的身旁，是一位老爷
爷。他满头银丝，脸上堆满了幸福的微
笑。

不知何时，她与她的老伴，已经站在
了操场外，那老爷也不知悄悄说了些什
么，不一会儿就走开了，只留下老奶奶一
个人沉醉在夕阳的光辉里。老爷爷回来
了，他的手上多了几块好吃的饼。只见他
走到老伴身边，从手中的塑料袋中拿出一
块饼，小心翼翼地递到老伴嘴边。老伴的
脸顿时红了，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害羞小
姑娘。她抬起手，轻轻打了一下老伴，不
像是“打”，倒像是在拍灰尘。那老爷爷似
乎有些不高兴了，把原本举着饼子的手举
得更高了。老奶奶无奈，只好迅速咬下一
口，然后急忙用另一只手将老伴高高举起
的手按了下去。

微风拂过树梢，那一对老夫妇站在操
场外，他们的手彼此牵着，老奶奶的身躯
微微倚靠在旁边的那棵大树上，似乎是站
累了。她定神地看着操场上尽情挥洒着
汗水努力拼搏的我们，似乎透过我们看到
了她的曾经，看到了那个美丽活泼的勤奋
女孩儿，一抹笑容在她的嘴角绽开。

夕阳渐渐收敛了自己的光芒，跳下了
地平线，路灯亮起来了，那微弱的光撒到
马路上，为每一个行人的背影都镀上了一
层银边。他们手牵着手，彼此的心意相互
碰撞在一起，向未来走去，在这个时代，只
留下幸福的背影。

（指导老师：贡智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