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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间
华南实验学校三（10）班 何怡琳

我的房间经常被爸爸妈妈笑称为“猪
窝”！但是我却很喜欢它，它是我的“小天
堂”。

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的大
床。床上有我的两个“小小伙伴”——小波
斯猫和我的猫咪抱枕，它们天天伴着我入
眠。有一次，我和妈妈在床上捉到过一只
壁虎，妈妈说：“壁虎会钻人鼻子。”害得我
担惊受怕不敢睡觉，幸好有我的小小伙伴
给我壮胆，陪我入睡。

靠着窗帘的是我的书柜，上下都是我
喜爱的书，里面还放着一些文具和美术用
品。我最喜欢看的是关于动物的书箱，有
《贫民窟的猫》《威尼派格狼》《棉尾兔破耳
朵》……它们都放在书柜的最下面一层，因
为我有时候喜欢坐在地上看书，顺手就可
以拿到它们了。

窗户前面是书桌，上面有纸巾盒、笔
筒、台灯，还有很多小杂物。我的台灯可高
级了，是触摸屏感应台灯，总共有四个触
点，分别是阅读、休闲、氛围、小夜灯。我平
时写作业、看书、画画等都用“阅读”这个功
能，因为它是最亮的，而且它的光源不伤害
眼睛。

你们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称我的房间
是“猪窝”吗？那是因为我的桌子，常常乱
七八糟的，怎么都收拾不好。哈哈，我爱我
的“小天堂”！

（指导老师：沃国强）

做个女生真好
正则小学五（9）班 刘可依

做个女生真好，因为女生可以穿各式
各样的漂亮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
亮的。男生可就不行了，身上的衣服除了
黑色的，就是灰色的，也不能戴什么小玩意
儿！

做个女生真好，因为女生心灵手巧，
能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能帮妈妈做点家
务，会讨爸妈的欢心，还能在爸妈面前撒点
娇；男生可就不行，家里的小事什么都做不
好，也不太爱干净，总是惹爸妈生气，犯了
错误得到的肯定是一顿臭骂！

做个女生真好，因为女生在学校里遵
守纪律，爱读书，成绩也会比男生优秀，还
能做老师的好助手，学着管理班级；男生可
就不行，小错误不断，学习上又不定心，总
想着出去玩，一旦与女生发生争执，老师首
先批评的肯定是……嘿嘿！

做个女生真好！
（指导老师：秦曼村）

为自己点赞
横塘中心小学六(4)班 吴雨婷

五年级时我参加了学校有趣的班级文
化社团——剪纸社团。

第一次学做剪纸是做动物剪纸，有孔
雀、蝴蝶、熊猫、老鼠等，我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最复杂的蝴蝶剪纸。那时，我就告诉自
己，要么不做，要做就做难度最大、最漂亮
的。我生疏地拿起刻刀歪歪扭扭地在剪纸
上刻着，老师那里有专门打洞的工具，可把
我高兴坏了，蝴蝶剪纸就简单多了。我用
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把我的第一份作品大功
告成。此时我的额头上已经渗出汗珠了，
但我没有感到一丝疲倦，俗话说得好，只要
对一件事情感兴趣，花再多的功夫、流再多
的汗水也值得。从那以后我对剪纸越来越
痴迷了，也从剪纸中明白了许多道理。原
先我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渐渐的我的耐
力越来越好，专注度越来越高了，做事能做
到耐心细致，再也没有半途而废过。

2019年猪年到了，袁老师在班上举行
了“快乐剪纸迎猪年”的活动。我一眼看中
了一部最最复杂的猪年剪纸图形，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把它抢到手。这是一部比平
常要大一倍的 8k的剪纸图形。这幅剪纸
图形极其精美，但是复杂程度也让很多同
学望而却步，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我就是要尝试把它做出来。

回到家一写完作业，我就兴致勃勃地
把装订好的剪纸图形拿出来，吃过晚饭接
着做，早晨起床后也做一做……就这样，三
天之后我精心雕刻的作品新鲜出炉啦！你
们看，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肥猪身上盛开着
几朵牡丹花，寓意着繁荣昌盛；小猪的右边
刻了四盏大红灯笼，每盏红灯笼上都刻着
一个字，合起来就是“喜庆新春”；灯笼上面
还刻了个中国结；小猪的上面还剪刻了许
多挺拔的竹叶。这些复杂的
图形组成了这幅精美的寓意
丰富的剪纸作品。看到我精
妙绝伦的作品，同学和老师
都伸出大拇指，啧啧赞叹。

剪纸丰富了我的学习生
活，让我快乐无比。

（指导老师：袁振华）

捏鸡蛋
实验小学二（8）班 林之昊

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捏过鸡蛋呢？你
觉得用我们的手能轻易捏碎鸡蛋吗？

今天，张老师带来了一个鸡蛋，让我
们把它捏碎。我们一听，都笑了起来，这小
小的鸡蛋，薄薄的蛋壳，一碰就碎了，哪里
用得着用力捏啊？为了速战速决，我们派
出了“大力士”陆俊楷。只见自信满满的他
走上讲台，撸起袖子，接过鸡蛋，两只手紧
紧地握住，用力咬着牙关，脸涨得通红，我
们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喘了。陆俊楷越来越
用力，他弯着腰，身体直抖，手指的关节都
发白了，可是鸡蛋还是安然无恙。陆俊楷
只好垂头丧气地下来了，他边走边不甘心
地说：“孙柔的力气比我还大，让她来试试
吧。”在我们满含期待的呼喊声中，孙柔闪
亮登场了。她握紧鸡蛋，把手放在两腿之
间，想借助腿的力量，把它捏碎，可是，鸡蛋
仍然完好无损，难道这是一个假鸡蛋？最
后，鸡蛋被马睿喆用手指猛地一戳，终于破
了。

原来用手捏鸡蛋，力量被蛋壳分散
了，不容易破，用手指戳鸡蛋，它的力量集
中在了一点，就被戳破了，这小小的鸡蛋也
有大大的奥秘啊！

（指导老师：张瑞英）

思念之情
访仙中心小学四（2）班 孙佳敏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妈妈带我去外
婆家玩。外婆家的母狗生了一窝小狗仔，
看着很让人喜欢。于是，我就问外婆：“外
婆，我可以带两只小狗回家养么？”外婆说：

“好！好！”吃过晚饭，外婆准备了一个纸
箱，里面还铺了层稻草，便去狗窝里捉了两
只小狗出来。我忍不住凑上前看了看，一
只小狗大点，身上毛黑黝黝的，小一点的那
只是灰色的。它们眼睛湿漉漉地望着我，
那个样子真是可爱极了！就在我们要离开
时，狗妈妈出来了，它走到纸箱跟前，用鼻
子嗅了嗅纸箱，好像在对我说：“请你保护
好我的孩子！”我忍不住说了一声：“放心
吧，狗妈妈，我一定会的！”回到家后，我把
它们抱了出来，让它们熟悉一下新的环境，
也帮他们取了名字。黑的叫“小黑”，灰的
叫“小灰”。就这样过了一天，两天，三天
……渐渐地，小黑和小灰融入了这个新家，
和我也一天天熟悉起来。它们长得圆滚滚
的，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却又很活泼，看着
就让人非常喜欢。

可是有一天，妈妈说要把小灰送给别
人家养，为这件事情，我流了一天眼泪，可
小灰还是被送走了。留在家里的小黑，渐
渐地没那么活泼了，过了几天就开始无精
打采的，不吃饭了，天天就在窝里睡觉，我
怎么逗它都不起来。这样过了几天，小黑
就再也没能醒来……小黑的离开，又让我
哭了很久。

谢谢你们小黑小灰，让我懂得了珍
惜，体会到了依依不舍的思念之情。

（指导老师：刘芹）

猪上树了！
吕城中心小学五（2）班 仰宇欣

今天星期五，上了一天学的我愁眉苦
脸地回到了家，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
妈妈见我这副模样，摸了摸我的头，关心地
说：“怎么啦？心情不好吗？”我垂头丧气地
说：“唉，数学老师规定了个上课加减分制
度，上课回答问题，积极发言，考试成绩好
的可以加分；反之，如果上课做小动作，思
想走神的人会扣分，每个月底统计。加分
多的一至十五名有奖励，扣分最多的五人
要上讲台表演一个英语话剧。你说，如果
上课不举手的人也要扣分怎么办？想要我
举手，几乎猪都能上树了！”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上课从来不肯主
动举手。妈妈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笑着
说：“你的意思是，只要猪能上树，你就举
手？”“没错！但这不可能呀！”我无可奈何
地说。妈妈神秘地对我说：“你等一会儿，
我马上就可以让猪上树！”妈妈一把拉住我
的手，拽着我就向门外跑。来到一棵大树
下，妈妈用手一指树上，兴奋地叫道：“看！
猪上树了！”看着妈妈那高兴的样子，我哭
笑不得，原来，妈妈把一张写着“猪”字的字
条，贴在了那棵大树的树叶上！“我的老妈
哎！这能算吗？您真能瞎掺和！”“算！
算！算！”妈妈连连点头，“你说这样不能算
了嘛？你说了吗？”看着老妈兴奋的脸，一
幕幕情景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闪
过：老妈买我喜欢的玩具，奖励我积极发
言；老妈跟老师交谈，商量让我发言的办
法；老妈苦口婆心地教育我，要积极举手
……我的眼睛湿润了，妈妈为了我，费了多
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金钱啊！想到这
里，我眼含热泪，笑着对妈妈说：“老妈，您
放心！我不会被扣分的！”“你肯举手发言
了？”妈妈惊喜地叫道。“是啊！谁让妈妈真
的让‘猪’上树了呢！我只能乖乖举手了。”
我调皮地眨眨眼睛。

是啊！猪都能上树了，我还有什么做
不到呢？为了老妈，我拼啦！

（指导老师：吕玉梅）

我的奶奶
练湖小学三（2）班 岳佳琦

因为妈妈要上班，照顾我的任务就落
在了奶奶身上。奶奶对我也非常好，有什
么总是少不了我：一块糖分给我；一把瓜子
留给我；别人送的水果留给我；暖和的被子
留给我……她总是把好的留给我，把不好
的留给自己。

记得二年级时，奶奶来学校接我回
家。在家门口有一个很高的坡，我蹦蹦跳
跳不小心摔倒了，奶奶为了扶住我竟也跟
着摔倒了。正当我想和奶奶道歉时，却听
到了奶奶关切的话语：“岳岳，你没事吧，有
没有受伤？快让奶奶看看！”要知道奶奶的
腿本来就不好，不能跑也不能跳；腰也不
好，只要弯腰就会很疼。她摔倒了一定比
我还疼十倍百倍，可她第一时间想到的还
是我……岁月已经悄悄地将奶奶的头发染
白，但她还是那样和蔼可亲，我爱奶奶，祝
她长命百岁！

（指导老师：顾嘉丽）

深沉的母爱
陵口中心小学五（3）班 束宁馨

一天，教我们语文的戎老师在班上宣布：
“学校文学社招收小记者，有兴趣的同学到我
这里来报名，但是需要家长同意，并且还要现
场写一篇作文，接受写作能力的考查。”当时我
高兴极了，真想马上飞回家去把这个好消息告
诉妈妈，要知道，成为一名小记者是我梦寐以
求的愿望。可是，当我拨通妈妈的电话，告诉
她这个消息的时候，妈妈只是若无其事地说：

“你自己看着办吧。”
妈妈，您什么时候对我变得这么冷漠，这

么漠不关心了？晚饭的时候，妈妈还是用那种
若无其事的语气问我：“准备去报名吗？”“嗯。”
我点了点头。“什么时间？”“是明天。”“我明天有
个会议，你自己去吧，我就不陪你去了。”“啊？”
我呆了，继而回过神来，“那，今晚你帮我准备
准备吧。”“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你自己看
看作文书就好了。”我委屈极了，强忍着把酸酸
的泪水咽进了肚子里——妈妈一点都不关心
我了！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哇！来了这么多
人！前来报名的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是家长陪
同过来的，更有的同学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到
了。我旁边的一位叔叔问我：“你自己来的？”

“嗯”“真不简单！”戎老师叫我写一篇关于情的
作文，我向着教室窗口看了看，心里感到有些
紧张。本来已经准备好写关于友情的作文了，
但是，当我打开铅笔盒的时候，看到了一张妈
妈留给我的小字条“宝贝，你一定会怪妈妈没
给你复习辅导，没陪你去报名吧？其实妈妈
只是想让你明白，不论做什么，不能太依赖别
人，要学会自立自强！你会理解妈妈的，对吗
宝贝？”看完妈妈给我留的字条，我一下子全明
白了：妈妈，我要写一写母爱，一定要写好这篇
作文，一定要当好一名小记者，不让你失望！
我提起笔，自信满满地写起了作文……

妈妈，从您留的那张字条里，我读懂了您
最深沉的爱！

（指导老师：戎谷梁）

新班主任
界牌中心小学三（4）班 姚欣妤

这学期，在得知我们换了新班主任
后，我的心就一直七上八下的：新老师会不
会很凶？会不会很难相处？心中紧张的小
鹿一直撞个不停。

开学第一天新老师露出了“庐山真面
目”。我们的新班主任姓李，二十多岁左
右，长得瘦瘦的，苗条的腰线，圆圆的脸蛋
让人看着就喜欢。有一次，窗外乌云密布，
天还下着细雨，糟糕的天气就如同我当时
的心情一样，上课的时候也是无精打采
的。这时，李老师很快注意到了我，关心地
问了我一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不好
意思地摇了摇头。下课后，李老师主动找
到我，询问我最近的学习情况，看着李老师
关心的眼神，我主动把父母吵架的事情告
诉了她。她轻声安慰着我，同时用手轻轻
地拍着我的肩膀，她那关切的目光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刻我看向窗外，窗外
依然下着细雨，可是我却看不到乌云了。

有人说，老师是一支燃烧的蜡烛，燃
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有人说，老师是天
上的北斗星，为同学们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而我却觉得老师是太阳，那一天，她用
爱和关心驱散了我心中的乌云。

（指导教师：李敏）

凉 皮
新区实验小学六（9）班 严益飞

“凉皮儿哟！又香又好吃的凉皮儿
哟！”每到下午，新疆的大街小巷里总是回
荡着这高低起伏的叫卖声。没错，凉皮，就
是我妈妈家乡新疆的特色小吃。

我很喜欢吃凉皮，凉皮的味道特别好，
用筷子挑一根雪白的凉皮放在嘴里，用牙
齿一咬，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嚼劲，吃起来可
有味儿了！

白色的凉皮搭上绿色的黄瓜丝，橙色
的胡萝卜，细细的淡黄色的面条，再配上红
红的圆圆的花生米，简直就是让人垂涎欲
滴啊！当然，要品尝到美味的凉皮，还少不
了凉皮特有的黄色油汤。油汤可是秘制
的，可以让凉皮更加入味，更有光泽。老板
还可以根据客人的喜好，添加适量的辣
油。我一般都会加入一点点辣油，让雪白
的凉皮微微着色即可。但有时我也会看到
有一些客人疯狂地加辣油，整碗凉皮都红
红的了，我看着都觉得嘴里辣，但他们依然
吃得不亦乐乎。

在暑假，我常常会去街上凉皮店里吃
上一碗凉皮。老板见到我，都不需要我多
吩咐，他马上会把已经做好的凉皮装在碗
里，配上黄瓜丝、胡萝卜丝、花生米、细面
条，浇上一勺油汤便端了一来。我再放一
点儿的辣油，哇，白、红、橙、黄、绿，颜色搭
配得多么赏心悦目，我都不忍下口了！我
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凉皮滑滑的，一
下子就被我吸入了嘴里，它仿佛在我的嘴
里游泳似的，咬一口，Q弹Q弹的，此时花
生米的香味也开始在口腔弥漫，我感觉周
围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我的眼里心里只有
这一碗凉皮，我觉得我的每个细胞都在欢
唱，都在舞蹈，这种品尝美味的感觉实在是
太爽了！一会儿工夫，一碗凉皮就进了我
的肚子，我舔着嘴唇，不断回味着它的味
道，真想再来一碗啊。

（指导老师：潘红娟）

台 灯
麦溪中心小学五（2）班 管天佑

由于我原来的台灯电线接触不良，时
而亮时而不亮，妈妈便从网上订购了一盏
新台灯。

三天后，台灯终于到家了。我迫不及
待地拆开了箱子，拿出台灯，开始组装。我
把电线插头插入台灯，接上电，再旋开开
关，结果台灯没有亮。我觉得很奇怪，新台
灯怎么会不亮呢，是不是坏的？没办法，只
好向爸爸请教请教。结果爸爸一出马，台
灯马上给弄好了。我很好奇，便问爸爸问
题出在哪里了。爸爸告诉我：“这次妈妈买
的新台灯和原先的不同，以前的那盏灯是
传统模式，就一个按钮，而这个新台灯有三
个调节方式……”这盏新台灯的侧面，的确
有三种调节方式：一种是充电模式，一种是
电池供电，还有一种是电线供电。原来刚
买来的台灯是调在电池供电的模式，因为
没有装电池，所以刚才灯不亮。我恍然大
悟，更加用心地观察它：灯的正面有一个旋
钮，用来调节光亮的按钮——按钮在左边
是白光，在上面是白光加暖光，而右边是暖
光。光最亮时可以照亮大半个房间，最暗
时只能够照亮书桌；在台灯底下有四个防
滑的吸盘，可以牢固地吸在桌子上；底盘和
灯管中间有一个像弹簧一样的连接，便于
灯管按上按下，调节高低。“真科学！”我自
言自语道。这盏新台灯还有个奇特的地
方：因为它是用六个螺丝将一块光板屏固
定在灯泡的后面，我数了数，里面总共有
40个小灯泡……妈妈告诉我：“现在的灯
都是 LED的，它的好处就是省电，而且越
照越亮，还不刺激眼睛。以前的灯都是灯
泡的，对眼有伤害！”我听后又若有所思了
很久……

（指导老师：袁炳清）

我爱上了秋天
蒋墅中心小学五（2）班 于禹凡

有人喜欢那花红柳绿的春天，有人喜欢那
骄阳似火的夏天，有人喜欢那大雪纷飞的冬
天，而我却偏偏喜欢那果实累累的秋天。

秋天是花儿的季节。你瞧，尽管许多花儿
都凋谢了，耐寒傲霜的菊花才刚刚开放。菊花
虽然没有杜丹那么富贵漂亮，也没有玫瑰那么
芬芳，但是它是秋天的象征。瞧，那黄的赛金、
白的如雪、粉的似霞的菊花，争先恐后地开着，
有的像扁盘，有的像无数条龙在空中飞舞，还
有的一下子开放出千千万万朵小菊花，好似满
天的星星降落地面。那大大的花朵，卷曲的花
瓣，像一个个卷发的小姑娘。

秋天是树木展示美丽的季节。杨树、梧桐
树的叶子开始掉落，金黄的叶子随风飘落，发
出沙沙的声响，踩上去软绵绵的，很舒服。尤
其是银杏树，风一吹，把树上的黄叶飘落下来，
就像一个个舞蹈演员在轻盈地旋转，更像成群
结队的黄色蝴蝶在翩翩起舞。在这片金色的
海洋之中，还有一片绿洲，那就是苍翠挺拔的
松树、柏树和竹林。它们无论是春夏秋冬，总
是那么翠绿。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田里的稻谷已经成
熟了，金黄的稻穗笑弯了腰。玉米可高兴了，
它特意穿上了一件金色的新衣，露出满口金黄
的牙齿。柿子为了让自己更漂亮，便把口红涂
在了嘴上。一阵风吹过，田野里掀起金色的浪
花。那黄澄澄的鸭梨压弯了树枝，苹果像小灯
笼似的挂满了枝头，啊！真是瓜果飘香。

秋天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我爱这绚丽多
彩的秋天。

（指导老师：高腊凤）

一场难忘的足球比赛
司徒中心小学六（4）班 钟若云

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前年夏天的
一场足球比赛。

这场比赛是我校对练湖小学。哨声
一响，只见我校队员机智地把球一传，另一
个队员再跟上一脚，球如离弦的箭一般向

“敌方”飞去。说时迟，那是快，只见对方球
员飞身拦截，一下就把球给拦住了。开局
也太激动人心了，让我对接下来的比赛充
满了期待。为了鼓舞我方球员的士气，大
家都爆发出加油声：“司小，加油！司小，必
胜！”扣人心弦的开局和“拉拉队”的鼓舞，
激发了大家的斗志，只见他们一会儿聚在
这里，一会儿又跑到那里，奋力拼抢。足球
犹如一颗“圆形炸弹”，滚到哪里，哪里就烽
烟四起。

随着“圆形炸弹”一次次靠近球门，欢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好！我方的大将郭梦
茹已经把球带进了大禁区里。只见她向左
虚晃两招，灵活地躲过了后卫的封堵，抬脚
怒射，“呼——”，球带着风飞向球门。在球
快进球门时，守门员突然如饿虎扑食朝球
猛扑过去，眨眼就紧紧抱住了球。太帅
了！尽管有些遗憾，但我还是给了那位女
守门员热烈的掌声。

比赛进行得愈加激烈，我校队员建立
了无懈可击的默契，而对方却总是传错球，
生生把球一次次送给了我们，最后，我校以
七比六的细微差距赢了这场比赛！

在这场足球比赛中，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
没有办不成的事！

（指导老师：杭火风）

善待那份温柔
——读《最温柔的眼睛》有感
云阳学校六（4）班 汤婕

眼睛——我们心灵的窗户。从一个人
的眼睛，你能读到什么？细细品味《最温柔
的眼睛》这个故事，或许它会告诉你答案。

故事的主人公阿福，是一个可爱善良的
泥偶。一双温柔的眼睛，是他最特别的地
方。他非常喜欢他的小主人艾艾：艾艾喜
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艾艾不喜欢的事，
也一定是让他讨厌的事。

故事中有这么一段让我印象深刻
——“艾艾抱着阿福，乖乖地吃了药，乖乖
地盖着被子睡着了。静静的冬夜里，阿福
一声不响地守在艾艾枕头边。他的温柔的
眼睛，像穿透黑夜的最明亮的光，抚摸她，
安慰她，哄她入梦。”这段描写细致地表现
了幼年时艾艾对阿福的依赖，阿福对艾艾
的爱。不管艾艾有没有注意到，阿福始终
用他温柔的眼睛，默默温暖着她——艾艾
生病无助时，阿福守护她；艾艾埋头苦读
时，阿福陪伴她；艾艾初恋痛苦时，阿福默
默守候她；艾艾幸福结婚时，阿福真心地祝
福她，为她高兴……阿福陪伴艾艾度过了
她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却渐渐地被艾
艾遗忘、丢弃。可阿福对艾艾的爱没有变，
并把这种爱延续在了艾艾的孩子身上。这
种无私的爱让人感动。同时，我又不禁对
完全遗忘了阿福的艾艾有几分埋怨，艾艾
呀艾艾，阿福如此爱你，你难道不应该善待
它吗？你怎么能把它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
角落里呢？

“咿呀儿……”电视里的一声高唱打
断了我的思路。“妈，你轻点儿，小婕在看书
呢。”“不好意思，这就调低。”外婆应道。我
合上书，望着对面房间里那个独自看着电
视的外婆。啊！她不正是我的“阿福”吗？
我出生后，外婆就一直照顾我。深夜给我
换尿布的是她，给我做出各种美味饭菜的
是她，父母责备我时给我庇护的也是她
……她总是为我忙前忙后，不亦乐乎。小
时候，我是那样的依恋她，觉得她是世界上
最疼爱我的人，最漂亮的人，她的一个故事
我听上几十遍依然觉得好听，每晚都吵着
要和她睡。可是，渐渐长大后，我却觉得她
说话越来越啰嗦，讲的话似乎十来年都没
有变过，于是，我渐渐和她疏远了……想到
这里，泪水无声地滑过我的脸颊。我擦去
眼角的泪水，坐到外婆身边，轻轻依靠着
她，给颇感意外的外婆一个亲切的微笑，陪
她看起了电视……那一晚的外婆笑得格外
开心，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盛满了温柔。

（指导老师：袁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