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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心里，始终有一条路通
向远方，每次当我心灵疲惫的时
候，总有一个人一直陪着我在这条
路上往前走。一条熟悉的路，走了
整整十二年，风里来，雨里去，没
有任何怨言。在我的内心世界里，
你不仅是我最爱的人，更是我成长
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三岁的时候，我不爱说话，就
算说话也不连贯，时间久了，村里
很多人都说我是哑巴。所以我越来
越不喜欢说话，每天只拿着一个玩
具挖掘机，端一盆泥土，从早到
晚，坐在小板凳上一个人玩。那时
候，看到太阳快下山了，我就跑到
村口等你，我知道有你的地方就是
我的快乐。我的小手脏兮兮的，而
你一点也不嫌弃我，将我抱起来，
然后直接放在你的肩膀上：“儿
子，咱们回家。”你给我洗好了小
手，让我学着自己端碗吃饭，你从
来不会娇惯我。我把自己不愿说话
的原因告诉你，你把我紧紧搂在怀
里：“儿子，你不想说话就不要说
话，我这里有本子，以后你每天拿
着笔画画，然后等我晚上下班，你
把画里的故事说给我听。”因此，
我喜欢上了画画，每天画好了就站
在路边等你回家，然后一字一字讲
给你听。

整整四年，就是通过画画让我

说话越来越连贯，可又有谁知道，
这四年是你陪着我到处看风景，边
走边锻炼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每天在村东边路口的那个小男
孩渐渐长大，依然喜欢拿着绘画本
等着你回家，等着你说一句：“儿
子，你永远都是最棒的。”

后来，我渐渐长大，到了叛逆
期。有一次晚上九点多了，我说学
生卡没带，明天早上不能进学校。
你赶紧跑到学校传达室跟校园保安
沟通，还是不让进去，你就一直站
在校门口等。站了整整四十分钟，
天寒地冻的，保安终于被你感动
了，让你进校园拿学生卡，找了半
天都没找到。看到你汗流浃背的样
子，我才发现自己错了：“对不
起，学生卡在我书包里，我不该跟
你开玩笑。”你暴躁脾气上来了：

“这玩笑能开吗？外公外婆一把年
纪了，都到学校门口陪着你……”
我心里懊悔极了。

初一下学期的一天，我的试卷
丢失。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已经快
十点了，你打电话给朋友来帮我复
印试卷，然后你又连夜联系通州书
城的阿姨，帮我去库房找配套的试
卷。看到我焦虑的样子，你笑着
说：“儿子，别怕，有我在。”

第三天下午，你拿着配套的试
卷高兴地说：“儿子，书城的阿姨

把试卷邮寄过来了。”可我却高兴
不起来，委屈地说：“班里有小
偷，小学就一直偷别人的课本和文
具。第一天我丢了试卷以后，老师
让所有同学整理自己的东西，看有
没拿错的，没人承认。第二天我想
想不对劲，肯定是他拿的，因为小
学时候他就喜欢乱拿别人东西。今
天下课我和其他同学直接让他把书
包打开，我的试卷就在他书包里，
同学们都说他过分……”还没等我

说完话。你语重心长对我说：“儿
子，别人那是拿错了，有时候不要
计较太多。”

从小到大，一直走着这条熟悉
的路，你给我讲故事，跟我一起唱
歌，教育我做一个更好的自己。一
路走来，你的青丝变白发，我只想
对你说：“妈妈，成长的这条路上
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指导老师：朱坚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
爱看荧屏上人物的各色人生。

当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各
种不同性格、不同职业的人们，在荧
屏上大笑、拍手、流泪……一个个场
景如走马灯般在眼前出现，我觉得
有趣、新奇。

后来，看了更多电影，无论是赏
舞者如精灵般游走腾跃，还是看球
员如野马般奔来跑去……我都情有
独钟。观影让生活更多彩。

有空的时候，我总喜欢缠着妈
妈，看看上映了什么新电影，只要
有，我一定是忠实的“粉丝”；没空，
我也挤时间对话媒体：百度、抖音，
电影片段、简介，我也能看得有滋有
味。影视资料让生活更充实。

我爱观影，自然没有“挑食”的
陋习。题材多样，千滋百味。历史
片，或领略大唐盛世或感受晚清衰
弱，令我感叹；喜剧片，体验艺术的
独到有趣，让我捧腹；纪录片，只望

着白雪皑皑或百花齐放，就能感觉
身临其境，似乎身处雪山顶峰，天宫
瑶池，蓬莱仙岛……好电影会情景
相融，让我沉醉其中，两个小时、三
个小时，仍意犹未尽。观影让生活
更绚丽。

前几个月，风靡全球的国民口
碑电影《你好,李焕英》，从中能看出
导演贾玲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
养而亲不待”的悲凉与悔恨，叫人泪
流满面，也给予我对生命的启迪。

观影让生活更高尚。
好电影是我的良师益友。心情

阴郁时，看一部新电影，像结交一个
新朋友；重温一场经典老电影，像拜
访一位旧友。人生如戏，戏说人
生。走进电影人物的世界，领略他
们的生活，成了我的乐趣。细细品
味，好好回味，总能尝出不一样的
味。

观影让生活更美好！
指导老师：刘玉梅

真高兴！妈妈终于带着我来
到了乌镇，一个让我向往已久的
地方。

坐着观光车，赏着好风景，小
桥流水人家，难怪被称为“枕水人
家”呀！不知不觉中，我们到达了
酒店，这家位于景区中央位置的
五星级酒店，古色古香，清幽雅
致，酒店的门口还有喷泉、小桥，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妈妈
早拿出了手机，生怕错过眼前的
美景。

晚饭后，我们去逛古街。
哇！好一片繁华的景象！琼楼玉
宇都被装上了五色灯带，流光闪
烁，美不胜收。青砖石道旁，酸奶
店、糕点店、工艺纪念品店……还
有摆摊的，卖小糖人的，卖小玩具
的……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弟弟
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买，妈妈赶
忙劝说，“我们不买了，还是坐船
游河去。”就这样我们买了船票，
排在了坐游船的队伍中。

半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们，我
们和其他游客拼了一条乌篷小
船，刚踏上船时有点兴奋又有点
害怕，这是我第一次在晚上坐
船。当我们都上船后，一位穿着
白衫的老伯伯开始划桨，船在清
脆的咯吱声中开始移动，阵阵河
风迎面吹来，夹杂着沁人的清
香，好一阵凉爽。乌篷小船荡漾
在碧波粼粼的河面上，穿梭于各
式桥洞中间，我抬头望向岸边的
灯火辉煌，一盏盏、一串串红灯
笼被点亮，融融的光照亮了白墙
青瓦，也倒映在水中，我情不自
禁地吟诵起“灯影云霞日暮天，
小桥银浪夜游船”的诗句。小船
又穿梭了几个桥洞后缓缓地靠岸
了，我仍然沉浸在美景中，流连
忘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美妙
的乌镇之旅，既带来惬意的享受，
又让我增长了知识。

指导老师：蒋红艳寒冷的冬天过了，冬眠的小河
苏醒，校园的丁香树开满了小花，整
个校园，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一天，班长王寒冰照旧捧着作

业本走向办公室，途经保安室，镜头
一转——“什么！”王寒冰大叫一声，
奔向办公室。送完作业，他又立马
奔向了丁香花，正巧被在操场跑步

的班主任李老师瞧见了。
原来，王寒冰扭头看摄像头时，

发现张明在树上摘丁香花。身为班
长，他必须阻止。他站在丁香花下，
对张明大喊：“张明！快给我下来，
你怎么可以损坏花木，这不仅给自
己丢脸，还给班级丢脸，你知道吗？”
张明也不认错：“我摘我的花关你什
么事，你就当没看到。”王寒冰一听，
脸都气红了，大声嚷道：“我说不过
你，但并不代表李老师说不过你。”

王寒冰扭头奔向办公室，还没
跑多远，就和班主任李老师相遇
了。王寒冰急忙刹住脚说：“李老
师，张明在摘丁香花，我想阻止他，
他不听。”王寒冰心想：哼，犯了错误
不承认是吧，有我在，就没有你们犯
错误的机会。他跟着李老师来到了
丁香花林。

张明一扭头看见班主任，吓了
一跳，从树上跌落下来。李老师见
状，急忙扶起张明。王寒冰嘟囔着：

“活该。”李军老师准备带张明去医
务室，却被张明一把推开。他眼眶
里噙着眼泪，一瘸一拐地走了。远

远望去，他手中的丁香花如同檐前
积雪一样白。

王寒冰虽然成功阻止了张明，
可是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傍晚，同学们都回家了，王寒冰
在教室里检查卫生，发现张明的桌
子上放着作业。他好奇地看了一
下，“咦，这不是张明的《语文补充习
题》吗？今晚的作业他还没有做
完。不行，我得送到他家去。”于是，
他来到了张明家，敲了许久门，都没
有人开。忽然，隔壁邻居家的门开
了，张明走了出来。他正一脸疑惑
时，张明说：“干什么，今天闹得还不
够啊！”“不是的，你忘拿《语文补充
习题》了，还有，你在干什么？”张明
愣住了：“我……没干什么，只是
……”没等张明说完，王寒冰轻轻推
开张明，看到屋内的一切，怔住了。

床前的花瓶上，插着一束丁香
花。星星般的小花是那么鲜艳，那
么洁白。它的旁边是一位老奶奶，
正躺在病床上，朝着他笑呢。

指导老师：邢卫国

现在的人们总是行色匆匆，
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公共场所，
低着头看手机的不在少数，似乎
一路的风景都与他们不相关。

我想，放慢脚步。
深秋的傍晚，踏着金黄的落

叶，走在回家的路上，秋风一次又
一次灌进我的脖子，快到家时我
听见了几声狗叫，声音稚嫩，“应
该是小狗的！”我望了望四周，没
有发现，本想离开，但想想这么冷
的天，如果真是小狗，不是要被冻
坏？

我循着声音跑过去，拨开树
丛，发现一个小纸箱子，颤颤地打
开。里面有两只小狗，一只白色
的，另一只略带黄色斑纹，小小的
身子挤在一起。见到我，眼睛中
充满惊恐，从嗓子里发出呜呜声，
见它俩可怜的样儿，我从包里掏
出一块牛肉干扔进箱子，它们凑
上来，抢着牛肉干，但力气太小咬
不动，可怜又可爱呀。

我用最快的速度跑上楼，“妈
妈！楼下有两只没人要的小狗，
我能把他们搬上来吗？”妈妈被我
拉着去了楼下。两个小家伙还在

里面闹腾，见到这可爱顽皮的样
子，妈妈点头同意了，因为我们家
实在没地方养，决定第二天送到
乡下外婆家去。

一到家我立刻给狗狗们找来
一些较软的肉，它们咬着肉撒欢
跑，时不时趴在地上，小鼻子一拱
一拱，小屁股一扭一扭，还发出满
足的叫声，有点得意，有点撒娇，
好像在向我道谢，一点也没有了
刚才的胆怯，甚至在地板上翻起
了跟头。

它们像两个孩子一样天真烂
漫，那样子如同一束阳光照入我
的心田，一天学习带来的疲劳也
消散了。我忘乎所以地跟着大笑
打闹起来。

人生有时需要放慢脚步，试
着去发现身边的美好——驻足桃
花树下，闻花苞的幽香；静坐竹林
中，感叹竹节的生长；轻吹蒲公
英，和小伞兵低语；微触仙人掌，
与小刺猬呢喃。

放慢速度，放空身心，不要总
是急于前行，向身旁看，有更多的
美好等着发现。

指导老师：吴云

成长似一只口琴，吹出了童年
欢乐的音符。时光如剑，转眼间我
已升入四年级，这一年我迎来了人
生中第一次军训——成长训。五天
的“魔鬼”训练中，齐步走让我记忆
深刻。

军训第二天，一个齐步走就难
倒了一大片同学。“齐步走，首先抬
头目视前方，略挺胸，左脚一，右脚
二，千万不能同手同脚。”教官和我
们详细地说了踏步的要领，然后还
给我们做了示范。“好，我来看一下
你们学得怎么样？”教官笑着说。“立
正，齐步走！”一声令下，同学们纷纷

踏起了步，真如教官所说，大家有的
先出左脚，有的先出右脚，有的同学
同手同脚，场面一度失控，教官看了
也扑哧一笑。“现在我再做一次示
范，你们看好了！”这一次，教官的语
气似乎少了些许柔和。教官又一声
令下，同学们又开始群魔乱舞。教
官哭笑不得，但仍耐心指导我们的
动作。“你出左脚时要出右手，手向
前摆。”“你的头不要看脚，目视前方
知道吗？”……在教官不厌其烦地指
导下，不一会儿，大家的动作便基本
一致了。

大家跟着口号，踏步已经踏了

五分钟。奇怪的是同一个动作，长
时间做，怎么又会不一致了呢？旁
边小张的左手总是和我的右手打
架，我偷偷地瞄了一下她，愁上眉
头。此时的阳光照得我两眼发慌，

“真想眯一会儿啊！”我心里幻想
着。两腿发麻的我们，机械式的原
地踏着步。“再做五分钟，谁要做得
不好，你们全体受罚。”教官的声音
如六月里的雷声，轰得一下把我们
都惊醒了。“不能拖班级后腿，坚持
就是胜利！”我心中暗暗为自己加
油！想到阅兵仪式上的解放军叔
叔，那飒爽的英姿，整齐的步伐，不

都是每天艰苦训练出来的吗？我们
一定也能做好！“一二一，一二一
……”操场上教官嘹亮的口号，同学
们整齐划一的步伐成了操场最美的
风景。“好，原地休息五分钟。”教官
一声令下，同学们都原地瘫了下
来。大家相视一笑，虽然很累却十
分快乐！

军训培养了我们的品质，磨砺
我们的意志。通过军训我学会了坚
韧不拔，学会了服从命令，内心无比
自豪。这次成长训将成为我人生扉
页上最美丽的篇章之一！

指导老师：刘丽香

国庆小长假里，妈妈准备在
家里包饺子，家里的大事小事我
都要掺和，这次也不例外。

妈妈去菜市场买来了新鲜的
猪肉、白菜和饺子皮，猪肉和白菜
用来做饺子馅儿。妈妈先将洗干
净的猪肉切成块儿，把半个生姜、
些许蒜白一起放进了绞肉机里。
不一会儿，猪肉块就变成了肉末，
妈妈将它们倒在了碗里备用。然
后，把新鲜干净的白菜也切成段，
同样放进绞肉机里，绞成丁儿放
在碗里。接着，将猪肉末和白菜
丁儿用筷子搅拌，加入两个鸡蛋
拌均匀，再加点盐、味精等佐料，
饺子的馅料就做好啦！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包饺
子啦！只见妈妈熟练地拿起一张
饺子皮，用勺子挖了一勺馅儿，几
秒钟的时间就包好了一个白白胖
胖的小饺子。看了妈妈的操作，
我心想这也太简单了，我准能包
得又快又好！

我也学着妈妈的模样开始包
水饺。我拿起一张饺子皮，挖了
一些馅儿放在皮上，给饺子皮的
边缘抹上了水，把两边的皮对折
了一下，结果，馅儿太多了，捏左

边，右边跑出来；捏右边，左边跑
出来，然后两边一起捏，馅儿又从
中间一起跑了出来。就像一个调
皮的小孩子，在外面玩耍，怎么玩
都不肯回家。这次，我一把全都
捏住了，刚捏住，饺子的肚子就爆
炸了，溅了我一身馅儿。还是馅
太多，我吸取了教训，于是只放了
一点点馅儿，饺子终于包好了！
可是这饺子怎么放都站不住，像
个喝醉酒的醉汉。我生气极了，
把饺子“啪”地扔在了案板上，坐
在椅子上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这时，妈妈歪过头对我说：“没关
系，第一次包饺子都这样，多包几
个就会好的，熟能生巧。”我又来
到桌边重新包了起来，这次，我把
馅加了点，终于成功地包了一
个。耶！我越包越起劲，不一会
儿，饺子馅儿就见底了。

妈妈打开了燃气灶，在锅里
加满了水煮开，并加了些黄酒在
里头，然后将包好的饺子慢慢滑
进锅里，没多久，一个个胖小伙儿
就浮上了“岸”。刚煮出来的饺子
可好吃了，一会儿，我就吃完了一
碗，自己包的果然香！

指导老师：孙云

观影让生活更美好
通州小学六（2）班 瞿许煜

一朵洁白的丁香花
张謇学校六（3）班 钱佳伟

成长训小记
南通高新区小学四（8）班 刘丹佐

熟悉的路
刘桥中学初三4班 周嘉鼎

乌镇之旅
南山湖小学五（5）班 朱秀妍

包饺子
平东小学六（1）班 花语涵

放慢速度让生活更美好
实验小学六（1）班 姚依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