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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梦
九中练影文学社 梅思涵

“救命啊——”随着一声尖叫，一个女孩
冲出了树林，奔向了一望无际的平原……索
菲亚一边喘着气，一边观察着身后东西的动
向。很好，那玩意儿似乎不喜欢平原，回到
树林里了。索菲亚刚刚放了心，突然，背后
的“岩石”开始抖动起来，索菲亚一下子跌在
了地上。“岩石”的两边伸出四条腿，而第三边
却是一根短短的、尖尖的，像乌龟尾巴的石
块。索菲亚揉了揉眼睛，眼睁睁地看着从

“岩石”中“长”出的四肢和尾巴，“轰”，一阵怪
声发出，一颗标标准准的乌龟头从“岩石”中
伸了出来。

空气凝固了，石龟与索菲亚大眼瞪小
眼，然后石龟竟开口说人话了：“你……你
好。”索菲亚张了张嘴，竟回答了句：“啊……
你好。”石龟清了清嗓子，自我介绍道：“咳，你
好，我叫汉。想必你是人类吧？”索菲亚愣了
愣，说：“是的，我叫索菲亚。这里是哪儿？”石
龟叫索菲亚爬上自己的背，等她坐好后，石
龟一边走着一边说：“这儿是原始之境，这儿
没有人类，不过总会有人不小心进入这个地
方，而我被上神选为护送这些人回到他们的
世界的。”“那么，汉，这儿有神？”“所有世界都
有神，但你们人类因为不爱护上神，所以你
们的上神气息已经很微弱了，你们人类觉察
不到了。”“不爱护上神？”“上神其实就是你们
人类所说的‘自然’。在原始之境，所有生物
都发过誓会永远保护上神，不破坏平衡。”汉
想了想，补充道：“刚才追你的是上神的女儿，
诚。她很爱上神，也知道人类对上神的行
为，于是很讨厌人类，每看到人类，就会不顾
一切地追逐。”“那为什么她不跑到平原来
呢？”“我说过，这的生物发誓不打破平衡，诚
只能在原始之森内活动，是不能到原始平原
来的。”

汉放慢了脚步，停下来让索菲亚下去。
索菲亚看到一扇门立在她面前，汉说：“打开
门，你就能回去了，你要记住，回去后要对上
神……”索菲亚没有听清汉之后的话，只觉
门被打开了，一只手抓住她的衣领将她拉了
过去。

睁开眼皮，望见了雪白的天花板，转头
看看周围，索菲亚发现自己正躺在学校医务
室。一旁的校医见她醒了后，和蔼地笑了
笑：“这位同学，学业再繁重也要调理好身体，
千万别再像这次，跑步时一下子睡过去了。”
索菲亚眯了眯眼睛，原来是梦么？索菲亚又
闭上了眼睛，校医的声音却传进了索菲亚的
耳朵：“对了，我叫汉，以后不舒服就来找我
吧！” （指导老师：钱文军）

扛起所有，站起来
实验学校九（11）班 将帅

转眼间，我已升入初三，中考的脚步近
了，身上的担子重了起来。

开学第一天我便遇见了你，你身上洋溢
着浓得化不开的阳光气息，微长的头发，长
长的睫毛，稍稍垂下眼部会映出浅浅的阴

影。一句话，你就是一阳光帅气的快乐
哥们！

开学第一次大课间体育老师便给我
们来了个下马威，男生三圈，我也鬼使神
差地做了体育组长，并被要求跑步时在
第一排，我顿时压力山大。你跑在后面
悠哉游哉的神情，让我心底满满的服气
涌了起来。三圈，不就三圈嘛，我能
行！

两圈过去了，体力已不支，满头汗
珠。脚跟灌了铅似的，双手也愈来愈无
力摆动，感觉前面一队人离我的距离越
来越远。放弃吗？我回眸看见了你，你
也露出一副艰难的神情，但速度一直没
有慢下来，我重拾信心，一咬牙，两腿大
迈起来，向终点奔去……

本以为一切该结束了，老师又招呼
我们去拉单杠。你似乎满不在乎，率先
上阵。纵身一跳，一次性就拉满要求，众
人无不望而生畏，我身为组长，自然不会
退缩，屁颠屁颠地小跑到单杠下，起跳发
力，晃身再往上拉，我用尽力气，摔了下
来，你出现了，并没有伸出手来拉我，而
是抛下一句话，扛起所有，站起来！

站起来！我站住脚跟，又一次拉起
单杠。

泰戈尔说过，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
炼，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
过血的双手，才能弹出世间绝唱。想到
这，迈向中考的步伐又坚定了几分……

（指导老师：石玉琴）

“三哥”的幸福
里庄中学九（3）班 张京

三哥是我的父亲，因在兄弟中排行
第三，便喜欢人称他三哥。

三哥结婚晚，近四十了才有个我，因
此对我十分疼爱。三哥常说，我就是他
最大的幸福。

别人到三哥这个年纪，儿女都成家
立业了，有的都把父母接到了城里居
住。三哥却还在为我的学业而奔波。有
人问三哥想不想享福，三哥回答，谁不想
呢，但我的“幸福”还需要我来庇护呢，我
还没到能享福的时候。因此三哥总在外
打拼，回家次数少之又少，所以三哥的妻
子——我的母亲也离开了……

当放学时，同学们都有父母亲来接，
我便十分羡慕，羡慕他们一家人的和
乐。

当三哥再娶时，家中的矛盾又升级
了。婆媳关系日渐紧张，而三哥又不在
家，让我夹在中间两头大，他们吵架时，
我只得在旁做个缩头乌龟，束手无策。
又想着别人家此时定是和和睦睦欢声笑
语的样子，便从心底涌出一点悲哀，想早
日长大，远离这个家。别人家多好啊，有
父亲母亲给他们的孩子买名牌，还有爷
爷奶奶的宠爱，身边的亲戚也不会表面
一套背面一套地各种说辞……

随着我逐渐长大，三哥回家的次数
多了起来，还有专属于我的各地特产。
上星期五，是填中考志愿的日子。班主
任发微信让家长来学校与孩子商量，我
担心母亲不会看微信，后来发现，她，果
然没有看。失望，埋怨，生气……所有感
觉一拥而上。这时，同桌却说看到了
我的父亲，我怀疑着，不敢相信。再
往后看时，果然看到了三哥！三哥
正在看向我上学期坐的位置。

我连忙奔向他，叫了一声“爸
爸”，拉着他的手走向我

现在的座位。
第一句话

便问：“你还走
吗？”父亲昨天从
北京赶回，就是为
了我的志愿！

星期六，下雨天，
三哥又走了。他整理好衣物上楼喊
我，我跟着他下了楼，目送他离开，直至
看不见。我又跑到楼上，打开窗户，任雨
往里打。他须沿着小路走很长一段到大
路才有公交搭乘。途中，我看到他忽顿
了下，原来是整理背包的背带，调整好姿
势，重新赶路。

父亲老了，已经不能再干太多重活
了，为何还要如此拼命，原因不言而喻。
望着他在雨中逐渐模糊的背影，心底那
股酸意横冲直撞到全身，感受着脸颊温
暖的液体，是雨水？还是泪水？我想，是
幸福的泪水。

（指导老师：蒋清珍）

我的初一生活
珥陵初级中学七（2）班 侯明辉

凝望着门口这六个金色的大字——
“珥陵初级中学”，深吸一口气，我怀着好
奇、忐忑的心情迈进了宽大的校门，梦游
似的到了教室。

我的初一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初一”这两个字包含了太多的意

义，它意味着我的人生又走上了一级新
的台阶；它意味着我无法用小学时那天
真的态度来对待学习了。

寂静了一夜的校园热闹起来了，新
同学陆续来到了教室，我坐在教室里，兴
奋而又安静地瞭望着四周：雪白的墙，干
净的地，整齐的桌椅……看着这陌生的
教室我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此
时，一声鸟鸣伴随着上课铃划过长空，刚
刚还在玩耍的太阳现在却藏到云后面去
了。明朗的读书声在校园里荡漾了起
来，我拿出崭新的课本，翻开第一页，细
细地品读着。

不知不觉，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不
急不缓地响了起来，我整理好书包，跟着
队伍，带着一天的积累自豪地走出了学
校。走了几步，回头再看看它，它还是那
么安详，只不过我的心情又变得笃定了
一些。初一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厉，
只不过多了些新老师、新同学、新课程和
更多的作业罢了。它是小学的衔接，更
是新生活的开始。

我走在回家的小路上，步伐矫健而
又轻松，夕阳金色的余晖抚摸着我的脸，
那是知识的光芒。 (指导老师：毛琴芳)

怀抱是温暖的
第三中学七(3）班 刘玉

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温暖的……有
一次吃完早饭的我准备去上学，刚要出
门，妈妈说：“带一把伞再走，下午可能会
有大雨。”我推开门望了望天空明媚的阳
光，怎么可能会有雨呢？我没有听话，一
边唱着歌一边去了学校。

到了下午的最后一节课，突然一阵
雷声，顷刻间乌云密布，下起了倾盆大
雨，当时我的内心就绝望了，却还在安慰
自己：待会儿放学可能就不下了吧。放
学了，雨仍然在下，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
看着别的同学被爸爸妈妈接
走，我后悔极了，后悔早上没
有听妈妈的话带伞出门。
正想着，等雨下小了冲回
家吧，突然，一个熟悉的声
音叫住了我，是妈妈！妈
妈来接我了，我开心极
了。妈妈一边打伞一边搂着
我，雨中是寒冷的，可妈妈的怀

抱让我感受到了温
暖和她对我的爱。

回到家后，妈妈的衣服
都湿透了，可她没有立马换衣服，而是先
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说：“赶紧把这杯水
喝了，别着凉感冒了。”我特别感动，紧紧
抱住了妈妈，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妈妈
我爱你。”妈妈也抱紧了我……

（指导老师：毛红艳）

我们是一家人
吴塘实验学校八（1）班 王静

我打心底是不接受妹妹的。
以我一个人太孤单为由，妈妈怀胎十

月，生下了比我小五岁的妹妹。从此，我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讨厌妹妹。你瞧，她有着红扑扑的脸
蛋，水灵灵的眼睛，还有如羽毛般轻柔浓密
的睫毛。凭这样一张可爱的小脸，难道还不
足以夺走以前那份属于我的宠爱吗？没错，
自从她降生后，我被驱赶到一个小小的角
落。从此，妈妈与邻居好友之间的话题变成
了她，所有人都围绕着她转。所以，我简直
恨透了她！

想着，一股怒火瞬间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气冲冲地跑向妹妹的摇篮。我两手扒着
摇篮一边，这时摇篮晃动起来了。剧烈的晃
动惊醒了原本还在睡梦中的妹妹。我有些
惊慌，害怕她的哭声惊动了妈妈。谁知那个
人儿竟然咧开嘴笑了起来，两手还兴奋地舞
动着，嘴角甚至流出了晶莹的口水。我望着
她嘴角上扬的弧度，不由得愣住了，不知不
觉间就消了气。

时间的脚步一刻也不停歇，渐渐地，我
们都长大了。但我总是对妹妹有所不满，因
为在我心里，她只是突然造访的过客，而并
非至亲。只是这个“客人”总是喧宾夺主，五
六岁时这个小坏蛋会弄脏甚至撕毁我的试
卷，会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这些都
使我烦恼不已。

然而，我突然发现，这个小家伙还有点
儿我儿时的影子。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
妹妹在街上走着。我有意加快脚步走在前
面，这迫使她不得不奋力地追赶我。突然，
她停下了脚步，随即拉住我。一阵北风吹
来，让我缩了缩脖子。我不耐烦地回头看向
她，她的小手一指，原来路边有一只羸弱的
小狗。这个小家伙眼里噙着泪水，仰着头央
求道：“姐姐，它好可怜……”带着哭腔的嗓
音使我愣住了。恍惚间，我忆起了儿时的场
景：路边上，有一个小女孩也在央求着自己
的妈妈，央求她帮帮小狗，小脸都为此哭花
了……但那个女孩一天天长大了，不仅失去
了那一份纯真，也变得世故……自此以后，
我对妹妹的偏见逐渐消失了，相反，我越发
觉得她招人喜欢，时至今日，我已经彻底地
变成了“妹控”。

朋友们，珍惜血浓于水的亲情吧，褪去
冷漠与偏见的外壳，我们是一家人！

（指导教师：卞秋鸿）

03教·学·思

每次当我整理自己的材料时，
一看到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得到的
学校颁发的“广播操比赛第一名”
的校级证书，我的眼前便浮现出

比赛那天一位学生透过玻璃窗
露出的渴求的目光，真是终身

难忘。
那是第一年参加工

作的学期，刚开学不久，
学校布置举行全校年级
组广播操比赛，同年级
各班之间进行竞争。
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蛮

有信心地带领我班学生
进行队列队形训练，纠正

学生错误的做操姿势。一段
时间下来，许多学生进步很大，

我心里暗暗得意：这次年级组冠军
稳拿了。可是在临近比赛的前几
天，当我又带着大家再次训练时，
却意外地发现，梅梅——一位患有
先天性耳疾，只能靠助听器才勉强
听到声音的女同学，总是出错，给
整齐的队伍带来了不和谐。我在
犹豫，是否让她参加比赛。

后来的几天训练中，情况依然
没有好转。为了取得“好”成绩，我
决定不让她参加比赛。我把她叫
到办公室，大声对她说：“梅梅，你
的动作怎么老是错啊？”她红着脸，
低下了头。“你参加比赛会影响班
级的成绩和荣誉，所以这次你就不
用参加了。”她的头更低了，看得出
她很难过。看着她情绪低落地走
出办公室，我想，等比赛完了再找
她好好谈谈吧，安慰安慰她。

比赛的时刻终于来了，我带着
大家来到操场上坐好。为了避嫌，
我让梅梅等我们班比赛完了再

来。比赛开始了，我站在旁边，看
着本班学生整齐有力的步伐，标准
划一的动作，心里很是开心，犹如
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一般。猛一抬
头，透过前面二楼楼梯的玻璃窗，
我发现梅梅把脸紧紧贴在玻璃上，
聚精会神地看着比赛，她那目光里
充溢着关心，充满了羡慕。我刹那
间感动了，被一个残疾孩子对班级
的那份关心深深地感动了。同时
她的举动也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我猛然发现自己是那么残忍、自
私，为了一点点虚荣和所谓的“班
级荣誉”，竟然生生压抑了孩子那
一颗关爱班级之心，伤害了一个多
好的孩子，我的泪水溢满了眼眶。
平时口口声声地教育学生要关心、
爱护残疾人，自己却……我赶紧跑
上楼梯，把梅梅带到了第一排的位
置，让她能看得更清楚些。

这次比赛，我们班如愿取得了
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学生们都

兴奋极了，但我的
心却沉甸甸的。
虽然这事已经过
去了好久，也许
梅梅在后来我的
关心、同学们的帮
助下，感受着集体的
温暖，会渐渐淡忘了这件
事，但我却永远不会忘了她的
目光，那目光将永远鞭策着我
要善待每一位学生——不
管是品学兼优、家境富
裕的孩子，还是调
皮捣乱和家境
贫寒、身患残
疾 的“ 弱 势
学生”。

难忘那目光……
华南实验学校 荆荣琴

记得那天早上第二节
课是语文课。铃声响了，我
进入教室。绝大部分学生已
端坐好，可就是有那么几个
学生还在交头接耳，甚至有
一名学生正站着，手里拿了
语文书冲后面的同学说着
什么。我的头开始发胀，一
股怒气在胸中升腾……我
真想大吼一声：“安静！”，用
最高的声音彻底征服他们，
让他们为之震动而乖乖地
安静下来。可是忽然我又转
念一想，何不如此呢？

我拍了三下手掌，笑
着说：“同学们，现在老师想
做个动作请你们猜。猜对的
小朋友可以得颗星。”教室
里顿时鸦雀无声，孩子们一
个个坐得笔直。我说：“开
始！”随即把右手食指放在
唇边。顿时一只只小手高高
地举起，尤其是一只小手举
得最高。我一看，正是那名
站着说话的学生。我叫他回
答。他站了起来，响亮地回
答道：“这是嘘！叫我们不要

吵，不要说话！”我
笑眯眯地翘了

一

下大拇指，说：“你真棒！一
下子就猜出了老师的动作
所表示的意思。”我给他额
上贴了一颗红五星。他的眼
睛顿时发亮了，脸上充满了
笑意，腰杆挺得比谁都直。
我说：“现在老师想教小朋
友一个生字。这个字你们的
爸爸妈妈可能也不认得。但
是如果你认得的话，老师就
请你回去教爸爸妈妈认这
个字，做爸爸妈妈的小老
师，好吗？”我在黑板上写了
个大大的“嘘”。可是没有一
个人举手。他们纷纷摇头，
原来都不认得。我笑着说：

“没关系，现在老师给这个
字加上拼音，如果你会拼
读，就可以做爸爸妈妈的老
师了。”我用红色粉笔给

“嘘”加上拼音。环顾教室，
只有一只小手高高举着，我
一看，还是刚才那名学生。
他自信而大声地说道：“我
会拼！x——v，这是‘嘘’！”
我翘起了两个大拇指。由衷
地赞道：“真了不起！老师看
你不仅可以当你爸爸妈妈
的小老师，还可以做我们班
上所有小朋友的小老师呢！
领着小朋友读两遍，好吗？”

他的脸发红了，但还是
大声地领着小朋友
读了起来。接下去
我的教学非常顺

利，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
发言，教室里的气氛是那么
的活跃。

课后，我回到办公室，
静下心来一想，有时课堂上
出现闹哄哄、乱的情况时，
教师往往是拉开嗓门大吼
叫学生安静下来，其实效果
并不常常尽如人意。低年级
学生的是非观念不甚明了，
讲大道理吧，其年龄特征决
定了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
如果要学生安静，他们往往
认识不到安静下来的必要，
而当有了这个意识他们就
会“不令而行”，自觉安静下
来。在这时教师如果用权威
或以“高”制“高”——用教
鞭猛敲桌子，用高的声音压
制学生迫使其安静，那么我
想学生虽然因教师的威严
而被迫静下来，可是长此以
往，学生对老师的印象是怎
样的呢？是一个手持教鞭敲
打桌子的形象？是一个高高
在上，让学生仰视而不敢亲
近的权威？

所以一个小小的游
戏，一句赞美的话语比简单
的批评都有效，都会滋润着
学生的心。让学生喜欢你，
重塑你的形象——“声”不
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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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不在高！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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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角 给心灵一瓣书香，这句话是我在
微博的一个读书公众号里看到的。看
到这句话，也许因为有"心灵"这两个字，
所以对于我这个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的人来说，觉得有一股温暖柔软而又
坚定的力量打动人心，所以把它珍藏起
来。也许原作者写这句话的灵感是来
源于“力学之父”阿基米德的“给我一个
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这句名言，
但是我想作者一定是认同读书给人的
成长所带来的力量，即使不能撬起整个
地球，它也能让人心灵受益。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家要“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因为“读书可以让
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
让人滋养浩然之气。”从喜爱到甄别到
善于读书，我们的心灵之花也在书香中
日益芬芳。

关于读书，我们学校里除了图书
室、班级图书角，在我们"阳光小屋"心理
辅导中心，也有一个袖珍版的阅览室。
每每看到在这个温暖的角落，有一些孩
子在翻阅自己喜爱的心理书籍，心里总
回想着这句话，给心灵一瓣书香。

在自己所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
爱读书的小女孩至今难忘。那是我在
当班主任的时候，这个小女孩瘦瘦小小
的，一双大大清澈干净的眼睛，不爱讲
话，即使是坐在全班最调皮的那个孩子
旁边，她也依然是安安静静的。她是从
偏远老家转过来的，所以学习上有些吃
力，但她每节课都很认真。别看她个

子小小的，可是在家里的五个孩子中，
她还是二姐，大姐去工作了，刚有一个
弟弟出生，每天回家她除了负责烧饭，
还要照顾新出生的弟弟，因为爸爸忙于
工作，妈妈忙不过来。她告诉我，老师，
我喜欢读书，我也喜欢唱歌，每次烧饭
的时候我就边唱歌边忙，弟弟睡着了，
我就可以安安静静看喜欢的书。

过了一个学期，新的学期开始时，
班级里没看到她的身影，询问家长，说
让这个孩子出去工作赚钱了，几经劝
说，家长依然坚持让孩子去工作。后来
有一天，我的QQ上有一位好友待验
证，一看竟是这个小女孩。她对我说的
话，至今想起，依然心酸和感动。她说，
老师，我真怀念在学校的日子，你和同
学们都那么好，我很想你们，现在我工
作了，很忙，但是我还是喜欢看书，我现
在用工资买了一个手机，我有时间就在
手机上看喜欢的书，长大了我想当一个
可以写文章的人，也想当一个歌手！我
对她说，孩子，不管走到哪里，都别放弃
读书，工作之余，可以多看一些自己感
兴趣的好书，即使不在学校里，书里也
有很多人生经验可以学习。老师和同
学们也都想你。

写到这里，脑子里浮现出的还是
那双清澈纯洁的眼睛。让我们一起与
好书为伴，给心灵一瓣书香，手捧书香，
心有余香。

给心灵一瓣书香
横塘中心小学 王银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