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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角地理带给我们乐趣
华南实验学校 冷锁宝

做一名教师，做一名班主任，
在阅读及实践中，我终于感悟到教
育的本质——“唤醒”。唤醒，是一
种教育的艺术。教师要有一颗灵
动的心，不时地去感受，去贴近学
生，就能使学生天性中最优美、最
灵性的东西发挥出来。唤醒学生
心灵自觉，唤醒学生对真善美的追
求，唤醒学生行动的自觉，使他们
执著地、兴奋地、充满希望地向着
阳光奔跑。抓住契机，触动心灵，
教师一句关爱的话，一个鼓励的眼
神，一次信任的微笑，有时就能唤
醒学生的信心和勇气，唤醒学生的
善心和爱心，触动学生的心灵。学
生李晓是一个特殊女孩子，在与同
学交往方面，几次我都想帮助她改
善与同伴之间的关系，但苦于没有
合适的机会，一个事件之后我捕捉
到了一个教育契机。

同学多次地在我面前告她的
状，喜欢去惹别人，拉人，轻轻地打
人，同学都讨厌她，不愿意和她交
流、说话。那天，正巧是思想品德
课，我把那个女孩请上讲台，请她
说出犯错的理由。我先把同学们
的情绪压下来，叫同学们学会倾
听，可是她竟然说自己是没有理由
的。于是我把她的心声说了出来：
因为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很寂寞，
所以我故意去惹别人和我说话，哪
怕别人是骂我的……我还没有把
话说完，那孩子就放声大哭起来，
我想那是我直击了她的内心，我唤
醒了她的心灵。“我的心愿就是在
小学的最后几个月中，和同学们把
关系处好一些。”她的声音哽咽，说
不下去了。同学们都静静地听着，
耐心地等待着。“可谁知道我的内
心深处是多么想和大家在一起
呀！”这时，她眼泪顺着脸颊流出
来，“我知道，同学们都很烦我，那
种烦，是烦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
了。同学们，谁会来帮助我呢？我
是多么需要同学们的帮助啊！当
我懂得这个道理时已经太晚了。”

真正的唤醒就是帮助学生找
到滋养心灵的秘方，获得自我调控
的本领。那就是让学生自主获得，
自主感悟。让学生通过阅读经典，
唤醒对真善美的渴望。让孩子学
会自我唤醒。

这一学期学校让我担任
地理教学工作。对我来说，这
是一项新的工作，怎么办？既
然学校让我来担，我就一定要
担好。

地理学是一门多学科、跨
领域、门类复杂的综合性学
科，是非常适合开展研究性学
习的一门课程。但由于初中
学生的知识基础、知识结构、
认知水平有限等原因，初中地
理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应本
着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的原则，以课本内容为基
础，结合社会、生活、环境、时
事，开展一些适宜的实践性探
究和学习。

1.讲学生感兴趣的地理。
一般的学生对风景名胜、

风俗人情比较感兴趣。在讲
一些枯燥无味的自然地理的
时候，可以适当地穿插些人文
地理。如在讲《大洲和大洋》
一节时，可以介绍张骞出使西
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相信95%的学生的注意力会被
吸引过来。

2.讲最新的地理。
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地理是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
象的，所以地理是一门处于不
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学科。
这就要求我们地理教师密切
关注新闻、时事，将最新鲜的
地理知识传达给学生。前不
久看了一位前辈写的文章，她
说她从教以来，一直保持着剪

报的习惯，并且也要求她的学
生如此，所以她的课堂总是与
时俱进的。在这一点上，我做
得还远远不够，比如，冥王星
被排除在九大行星之外还是
学生告诉我的。从现在开始，
我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地理。

3.讲与生活相关的地理。
一般，地理课本上的知识

容易太泛，有点不着边际，给
学生的误解就是：地理与现实
生活太遥远了。针对这种情
况，教师要注意将理论与现实
相联系。如，在讲解太阳直射
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
动这一知识点的时候，可以从
房屋的采光入手，让学生知
道，掌握了这一知识之后，买
房时你就能够知道你要买的
房子是不是四季都有足够的
光线，而不会被房产公司牵着
鼻子走。

4.讲与本地相关的地理。
在授课的过程中，若需举

例，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
量举学校所在地的例子；若需
比较，也尽量与学校所在地比
较。因为，中学生一般阅历较
少，仅对自己的家乡较熟悉，
从学生熟悉的知识出发，往往
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更
能让学生感知到，地理就在自
己的身边。

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
需；教人以渔，则终生受用无
穷。仅仅教给学生新课程标
准规定的基础知识是不够的，

若能教给学生独立获取地理
知识的技能，那么学生就会终
生受用不尽了：

1.运用地图
在初一新生第一节地理

课时，我就告诉学生运用好地
图是学好地理的重要工具之
一，要养成经常读图的习惯。
地理学科的另一重要特征是
它的综合性，我们可以从一张
地图中采集大量的地理信息，
如一个地区的位置、地形、气
候、河流湖泊、资源等自然知
识，再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该
地区人口、工农业、交通、商业
等人文状况，从整体上把握该
区域的综合特征。因此，在平
时的地理教学中就应该多运
用地图来指导学生获取知
识。

2.联系实际
把日常生活中学生比较

熟悉的问题引入课堂，如在学
习《世界的气候》一节时，记住
气候的种类和特点是非常困
难的，新授课时，教师要求学
生分类和区别，记住有特色的
关键词，化复杂为简单去记
忆，学习气氛就非常浓厚。这
样不仅顺利地解决了教学难点，
同时使学生学会了自己获取知
识的途径。这种方法就是联系
生活实际学习地理法。

3.分析-归纳-综合
学生的思维过

程中少不了分
析、归纳与

综合，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
紧密结合的，为此，地理教学
中应遵循“分析-归纳-综合”的
规律，使所学知识得以活用。
例如，在新授完初中地理教材
后进入复习阶段，师生先一起
研讨，将初中地理知识归纳为
自然和人文两大类，自然地理
再划分为地理位置、地形、气
候、河湖、资源等，人文地理可
划分为人口、民族、工农业生
产、交通、商业等；有的专题还
可分为若干项，如地理位置可
从纬度位置、海陆位置两方面
分项，气候可以从气候名称、
分布地区、气候特征以及对当
地植被、农业的影响分项，工
农业可分别从各自发展的条
件、分布地区、生产的产品(工
业部门、农作物)分项；工业发
展的条件又可从资源、交通、
人力、科技等分项，农业发展
的条件可以从地形、气候、劳
动力等分项。再运用整体指
导局部的学习方法，大到国家，
小到乡镇、村庄都要从上面这
一知识结构中进行系统的回
顾、整理、探讨。在地理复习
时，我常运用这种方法，学生复
习积极性高，复习效果好。

“以趣激疑，以趣引思，以
趣导知，知趣相融”才能使师
生无拘无束、共同“自由地呼
吸”。

数学新课程观明确指出：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
课程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课程
资源的开发者”。教师应在教
学过程中激活数学课堂，让数
学课堂活力四射。

一、把和谐带入课堂，奠
定活力课堂的基础

和谐课堂的创设主动权
在教师，教师应意识到课堂教
育只有在宽松、平等、和谐、生
动、充满活力的氛围中，才能
诱发学生的创造兴趣，激励学
生的创造思维。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的教学艺术不仅在于
传授知识，而在于激励、唤醒、
鼓舞。因此，教师应该把愉快
与热情传给学生，运用亲和
力，在心理上拉近与学生的距
离。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中，学
生势必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心情愉快，全身心地投入
到数学学习中去。

二、把生活带入课堂，完
善活力课堂的内容

教 师
要尽量创
设情景，
创 造 条
件，将课
堂 与 学

生生活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使
学生如身临其境，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加强感知，突出重
点，突破难点，激发思维。同
时，让学生在熟悉的日常生活
中吸取营养，得到发展。如在
学习《过三点的圆》时，笔者拿
出一个残缺的圆片，告诉学生
由于老师的粗心打碎了一面
圆镜，老师怎样才能配到一块
同样大小的圆镜呢？这样让
学生带着生活问题进入新课，
使他们觉得数学不是白学，学
了即可用得上，是实实在在的
知识，从而体会到数学本身的
强大魅力，感悟数学课堂的智
慧和乐趣，大大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

三、把故事带入课堂，充
实活力课堂的形式

当学生对某件事物产生
兴趣时，注意力就集中，求知
欲就旺盛，学习情绪就会高
涨，思维就敏捷，从而更有效
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
进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在教
学中，以故事的形式设问，会
使枯燥的内容“复活”，从而激
发兴趣。如在学习《一次函数
的图像》后，我叙述了这样一
个故事：“儿子学成今日返，老

父早早到车站。儿子到后细
端详，父子高兴把家还。”如果
用纵轴y表示父亲与儿子行进
中离家的距离，用横轴x表示
父亲离家的时间，请画出能表
示该故事情节的图像。这样，
学生在故事情境中解决问题，
课堂气氛异常活跃。

四、把诗歌、口诀带入课
堂，整合活力课堂的资源

数学课堂，除了需要语言
来传递情感，也需要诗歌的动
人心弦，口诀的言简意赅。如
在讲方程（组）的应用时，我引
用了一首数学诗：“而立之年
督东吴，早逝英年两位数。十
比个位正小三，个位六倍与寿
符；哪位同学算得快，多少年
寿属周瑜？”让学生在诗歌中
感受数学知识，陶冶其情操。
同时，对于数学中某些抽象的
公式及技能，可以教给学生一
些记忆方法。如在讲完全平
方公式时，学生易与平方差公
式混淆，笔者将该公式编成口
诀：两数和（差）的完全平方等
于头平方，尾平方，头尾2倍坐
中央；两端均为正，中央符号
望左方。学生读起来朗朗上
口，运用时把口诀一想，准确
而轻松地解决了问题。利用

口诀，既能帮助学生理解与记
忆，又能提高教学效果，从而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把幽默带入课堂，营
造活力课堂的氛围

学生都喜欢有幽默感的
教师，在教学中恰到好处的课
堂幽默，完全可以驱走学习的
疲劳，活跃课堂气氛，使扰乱
课堂秩序的“淘气鬼”安静下
来。同时，还能开拓学生思维
的敏捷性和批判力，能进一步
融洽师生关系。如在一次课
堂中，有个人在教室外停留了
片刻，大部分同学都扭头朝外
看。这时，笔者立刻放下原有
的话题，话锋一转，故意惊讶
道：“啊！注目礼原来是这样
的哟！”听到这里，同学们会心
地笑了，在笑声中，同学们的
注意力又回到了课堂。教师
幽默的语言，将课堂上的一次
意外，点化成一段优
美的插曲，让学生
得到了美的体验。

我的数学活力课堂
新桥中学 陈卫东

唤醒孩子的心灵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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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奶奶
新桥初级中学九（1）班 黄李景

我奶奶很普通，没有太多文化，只认识
几个字，但是奶奶的勤劳能干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小时候，我上学回来后没有什么事情，
写好家作就跟着奶奶跑前跑后，她走到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像个尾巴似地跟在后面，甩都
甩不掉。奶奶会在家后面那一块地里种些
菜，那可真是个蔬菜的世界：有长得高高的莴
苣、埋在土里敦实的大萝卜、绿油油的油麦
菜，还有密匝匝的茄子、番茄……在我的眼
中，那块小小的菜地记载着太多儿时的欢
乐。奶奶有时拎个水壶去给菜浇水，我就拿
个塑料小水瓶跟在后面，跟着奶奶把水浇到
菜上。当然，我是没有耐心的，浇水要浇好几
趟，我往往只浇一半，小水瓶中还留些水，就
在院子后面找个树枝，挖个坑，倒点水，和泥
巴，再拿个小铲子把泥巴划成十字格，在上面
放上花瓣，再把它们一起搅和搅和，玩得不亦
乐乎，结果每次都会让我成为大花猫脸。奶
奶看见了都会叫我“皮猴子”，再走过来牵着
我的手回家。她看看我的脸，跟我讲：“你看
看你，没有正样儿，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走，
带你回家洗把脸。”我无所谓地说：“不用，反
正不碍事……”

奶奶经常会挎个菜篮子去地里摘菜，还
要带一把小剪刀。我就跟在后面。一进到
地里，看见奶奶挽起袖子，我也跟着挽起了袖
子，也算有模有样。奶奶会看看播下的种子
有没有发芽，种的玉米成熟了没，成熟了就扳
下来，带回去煮给我吃；她还会用剪刀剪些青
菜，用指甲抠下些小番茄……我会在地里搞
些破坏，不是摘个菜叶，就是拔个茄子，有一
次还把没熟的番茄给偷摘来玩了……奶奶
就在一旁做着自己的事，时不时抬头看看我，
一脸无奈，偶尔说一句：“真拿你没办法啊。”
我奶奶还特意种了我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芋
头。那芋头长在地里，叶子特像莲叶，很小的
时候，我老是以为那是莲叶，又时常好奇地想
莲叶不是长在水里的吗？现在想想，倒是趣
事一桩。

奶奶辛勤劳作，使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
上新鲜环保的瓜果蔬菜。她还很能干，会给
我们做很多好吃的美食。

我喜欢吃面，奶奶就会抽出时间给我做
手擀面。印象中，奶奶会先收拾好一张大桌
子，拿毛巾擦干，再准备好面粉、水和鸡蛋清

以及擀面杖。和面开始了：先倒面粉，
白花花的面粉在空中飞舞，像

调皮的小精灵；再倒上
水、鸡蛋清后，

奶奶就不停地使劲和面。为了保证爽滑的
口感，需将面静置一段时间再擀平切成面条，
这就成了我喜欢吃的特制面！烧水，等水“咕
咕咕”地不停冒泡时就抓一把面条放进去搅
拌，熟了后捞出，放入碗中。奶奶会给我捞上
满满一大碗，总说：“小伙子啊，多吃点，不要
怕长胖，自家做的，吃不胖，民以食为天，知道
不！”在面上撒上些白芝麻，放上碧绿怡人的
生菜、圆润的土豆片、芽叶香甜的香菜，再浇
上一勺酱油，倒上奶奶拌的秘制酱料，再来一
勺镇江香醋，放一些豆豉装饰。整碗面，白中
透青，色泽似玉一般，看得我那叫一个馋。尝
一口，麻香、醋酸、菜鲜，相互交织，令人欲罢
不能……

这就是我的奶奶，虽然现在年纪大了，
手脚也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但还是整天忙
个不停。有个勤劳能干的奶奶，可真是“家有
一老，如有一宝”。

(指导老师：郭洪明）

清晨即景
九中练影文学社 任岳轩

前面是小女孩，中间应该是爸爸，后面
是小男孩，一行三人，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欣
赏着耳边鸟儿欢快的清晨进行曲，在街边公
园懒洋洋地绕圈子。也许是街景太美，拖住
了他们匆匆的脚步。也许是昨晚的梦境太
让人流连忘返了，他们还沉浸在其中，久久不
愿醒来。也许是他们不想让自己大汗淋漓，
丢失了品尝即将到来的美味早餐时的愉悦
心情。也许是想听听除了鸟鸣以外，还有什
么动人的天籁之音。也许他们是外地人，想
想离家万里的苦，同时侧耳倾听第二故乡的
浓浓乡音，以便尽快融入其中。也许他们是
在思索，以便总结前一天的得与失，满怀热
情，满怀信心，笑容可掬地迎接新一天的到
来。

也许……无数个“也许”萦绕在我的脑
海里。这个松松垮垮的画面让很多一闪而
过的上班族忽略掉了。

忽然一记响亮的皮鞭声打破了画面的
宁静，于是乎静态的画面流动了起来。不知
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每个人手里多了一条皮
鞭，一边喊“快跑”，一边用鞭子试图去抽打前
方人的屁股，一边唱着嘻嘻哈哈的山歌。每
个人都怕被后面的人追到，打上一鞭，于是就
像走马灯一般，画面生动了起来。欢快的脸
庞，生动的眉眼，飘扬的衣袂，欢畅的童音，燕
子般一掠而过的身姿。原来，单调的晨跑还
可以这么玩。

清晨即景，感触良多。回头再看时，他
们已走远，在晨风里只留下一片温暖的笑
声。

（指导老师：钱文军）

蝴蝶结
云阳学校八（10）班 吴嘉欣

我有一个勤劳的奶奶。她是一位好裁
缝，有一台缝纫机，已经有些年代了，那黝黑
的机身上镀了金边的“蝴蝶牌”三个字，是我
童年最深处的记忆。

无论是我幼时的小褂，还是童年的衣
裙，都出自于奶奶之手。等我长大了，她就不
再用缝纫机了，我时常看到她对着闲置的缝
纫机发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我那身洗得
发白，又有些破了的校服，便摇摇头，叹了口
气，找到老花镜戴了起来，抱着那套衣服坐到
缝纫机前。第二天，我穿上了焕然一新的校
服，又惊又喜。此后，每逢我觉得衣服要改或
是缝补，便会拿给奶奶，当天夜里就会听见奶
奶脚踏缝纫机的声音，那“扑腾扑腾”的声响，
不正是一群“蝴蝶”展翅翱翔的声音吗？那美
妙的乐曲，现在仍时常回响在我耳边。

某个清晨，我一如既往地把穿破了的衣
服放在奶奶门前，顾不上系好胸前的飘带，便
急匆匆地抬脚出门。奶奶看见我狼狈的模

样，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长这么大了，连带子
都不会系。”我只好摊了摊手，无可奈何地说：

“奶奶，你帮我系吧。”“你这姑娘……”她走到
我眼前，一手执起被我扯开的一根丝带，一手
握着另一根，绕了一个圈，再将前一根从中间
穿过，两边轻轻一拉，变出了一只美丽的“蝴
蝶”。“快走吧。”奶奶轻柔地拍了拍这只“蝴
蝶”，那眼神中充满了爱意。

那天在学校里，我看见许多只飞舞的
“蝶儿”，却没有哪只像我胸前的这只灵动而
飘逸。我珍爱这只“蝶儿”，这只奶奶赠与我
的“蝶儿”。回到了家，也舍不得将其解开，就
这样枕着它，缓缓地入梦，梦里，再不会恐惧，
只有安然。

前年，奶奶被确诊为老年痴呆，我们眼
睁睁地看着她病情恶化，却无可奈何。

那天我去探望她，当时她已经不太认人
了。我推开她的房门走进去，见她一声不吭
地坐在缝纫机前，手中握着几块布头，如同当
年一般，望着缝纫机发呆。我心下一震，也明
白她已经年迈无力，无法再让她的“金蝴蝶”
飞来飞去了。我望着她佝偻的身体，一时间
有千言万语要和她诉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只好踱到窗前，拉开紧闭的窗帘。我站在一
旁，让阳光流淌进来，洒在奶奶身上。她好像
才发现我一般，紧紧盯着我的脸，似乎想把我
刻进脑海里。我坐在了她身边，想拂去她身
上的线头，她竟一把抓住我的手，喃喃道：“别
闹，我要帮你补衣服呢。”终于我再也控制不
了我自己，热泪涌上了眼眶，模糊了一切，随
后，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止不住地滚落下
来。她忘记了全世界，也没有忘记我啊！

时光倒流，我看见那个匆忙的早晨，我
跑进奶奶的房间，就像是一只翩飞的蝴蝶，我
踮起脚尖，奶奶轻轻地，轻轻地，在我的生命
中打上了一个蝴蝶结，使我的生命充满了阳
光……

（指导老师：王晓红）

这就是幸福
实验学校八（5）班 李金洋

一直认为生活像杯凉白开，平淡无味，
普普通通；可真当水面涌起涟漪，我才恍然大
悟。

幸福——是看到你欢悦的脸庞
母亲身子虚，常受病痛折磨，让父亲和我

十分担心。可今天，忽听得母亲房间传来一
阵京唱小调。“母亲不是一向抱怨头昏脑涨的
吗？怎有心情哼曲呢？”我顾不上精彩的电视
节目，好奇地朝母亲房里走去。轻轻推开虚
掩的房门，果然，母亲正一边晾着衣服，一边
哼着小曲。我轻轻掩上房门，退回到我的房
间，但我的眼前，已不再是精彩的电视节目，
而是刚才母亲那张被阳光照耀的脸庞。母
亲是快乐的，我就是幸福的。

幸福——是吃到你做给我的熟悉的菜
肴

母亲这几日精神很好，我却又一次考试
考砸了。垂头丧气的我一回到家，便一屁股
重重地坐到了床沿上。母亲大概听到了响
动，过来在门口瞅了我一眼。我正想着该跟
她说些什么，但还没开口，便不见了她的踪
影。“乒乒乓乓”，她在厨房鼓捣起她自己的
事。唉，父亲忙工作，没时间讨好我，她也不
知道来安慰安慰我？

“儿子，刚给你做的，吃吧！”母亲再出现
在我面前时，手里多了一碗荷包蛋细面条。
好香，好香！但我的鼻子，却是酸酸的。我知
道，那就是幸福的味道。

幸福——是听到你悦耳的唠叨
母亲的病差不多已经治愈了。那天早

晨，我被母亲叫醒，我正睡眼惺忪，母亲就已
经催促了：“还磨蹭什么呀，快去洗脸。”我应
了个“喏”，去洗了脸。看得出来，今天母亲烧
的早饭十分用心，但我依旧只扒了三两口，早
上时间紧啊。

“孩子，来，坐下继续吃，吃完再走，不
迟。”“可我快要迟到了！”“迟到就迟到呗，咱

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餐重要着呢！”“吃就
吃！”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迟到了十分钟。
但我心里没有埋怨，只有满满的幸福！

（指导老师：周建栋）

那一次，我真悲痛
第三中学八(4）班 陈焱秋

打开我书桌夹层内那个花纹精致的
小木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的，是一条泛
着银光的项链，似乎曾经挂过什么，但现
在上面却空无一物。关上盒子，我的目
光又不由得转向了南方——那是我的故
乡。

就是在七年前的那儿，也是这样一
个静谧的清晨，尚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的
我被门外嘈杂的人声吵醒。望向窗外，
门前的一块小田埂旁人头攒动，似乎还
有几声朦胧的呜咽传来，听起来是隔壁
屋内发出的。

好奇的我穿上衣服便奔出了门，却
只看见了隔壁眼眶通红的李叔，一阵萧
瑟的寒风吹动了他的衣襟。

“怎么啦，李叔？”我仰起头疑惑地
问。

李叔的声音里还带着抽泣，却又只
是摸摸我的头，冲我挤出一个笑：“没事，
去吃早饭哈。”

我有些怀疑，并没有进屋，而是挤到
了李叔家门前，往里小心翼翼地，却还又
有些许胆怯——我望见的，是横占在客
厅中间的那一个大玻璃箱子，而里面躺
着的，是杜奶奶。

幼小的心灵似乎像触电似的，猛然
明白了什么，我再不敢看下去了，一个让
我害怕的字眼一下子跳入了脑海——
死！一切都变得那么悲凉可怖起来。

我推开人群，又奔回了自己的房
间。脑中久久盘旋着的是一句话：杜奶
奶死了！那个和每个邻里都如亲人的杜
奶奶，就这样离开了！

阳光已然耀眼了，出葬的鼓声隆隆
地响着，一下一下地叩击着人的心弦，李
叔一家的哭声又传入了耳畔之中。床头
柜上，那个小木盒子被太阳照得熠熠生
辉。

我拿过了它，慢慢打开。里面那条
银链子上，挂的是一块绿色的翡翠，晶莹
透亮，如刚被天泉之水洗过一般，这是杜
奶奶送给我的。

“收好哟，保佑你一生平平安安的！”
手里拿着那项链，杜奶奶那爽朗的笑和
多皱的面庞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拿
着项链的手颤抖了起来。“啪嚓！”一声清
脆的响声冲击着我的脑海。我顿时清醒
了过来，但只剩下了一地发光的绿色碎
片，零落地洒在地板上。

碎了，全碎了……
“哇！”我再也忍不住了，蓄积已久

的悲痛全部涌出，汇聚成声声哭泣。
眼泪掉进了木盒，回忆往事的我也

又哭了。模糊的视线中，只剩下那条孤
零零的项链，还有一盒悲痛。

（指导老师：史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