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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咚咚，咚咚叮叮……”是什么
声音从虚掩的门内传了出来？隔着门缝，
我看到了一个穿着旗袍的小姐姐，灵活的
手指像变魔术似的在一个梨状形的乐器上
轻拨慢捻。我一下就被她手中的乐器吸引
住了，仿佛有一双小手，轻轻敲击着我的
心弦。只一眼，我便喜欢上了它。什么时
候，我也能像小姐姐这样弹出“大珠小珠
落玉盘”般的清脆曲调？一颗梦想的种子
在我心中悄悄萌芽。

然而，梦的启航并不是一帆风顺。喜
欢是一回事，练习起来又是一回事。光
弹、挑、轮三个指法，我就整整练了半年。

“不要贴弦弹！弹挑要有力！”“嘶——”
陪练的妈妈刚提醒完，一个破音像利剑擦
拭地面，更擦拭着我的心。左手食指长期
按弦处已经被勒出了深深的红色血印，右
手腕已经酸痛到麻木！终于没有熬住，豆
大的泪水纷纷滑落。“我们是最勤奋刻苦
的小豆包，来，擦干眼泪，手指像扇子一
样充分打开，继续！”我含泪抬起头，练
习，纠正；再练习，再纠正。

一次次的练习，磨砺着我的追梦之
心。我坚信：梦想只要能持久，就能成为
现实。六个月后，我有幸被老师选中，成
为乐队的正式成员，踏上了通往梦想的第
一级台阶。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又经过一年多
的练习，轻拢慢捻抹复挑，我已经能熟练
地弹出一首首新曲。老师又提出了更高要

求：“琵琶名曲，融入了音乐家的所思所
感，你要学会表达出来。”我又茫然
了，老师抚着我的头说：“去大自然中
走一走，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于是，我常常漫步在校园小径，听鸟儿
在水杉深处婉转歌唱。晚饭后，去屋旁
的湖边听流水潺潺，感受柳枝拂面。周
末，我走进公园，看小野鸭从这一头钻进
去，从那一头冒出来。“哗哗”、“噗通”、

“啾啾”……渐渐地，边走边看边聆听
时，总有琵琶的旋律莫名地在我心中响
起。

后来，我惊喜地发现，指间流淌出的
旋律会时而如银铃般俏皮活泼，时而如春
风般柔美优雅，时而像金戈铁马般铿锵有
力，时而又像落英缤纷般回环缥缈……更
奇妙的是，旋律起承转合之间的过渡，变
得那么和谐，那么自然。老师也会情不自
禁地对我点头微笑。

古有白居易浔阳江头巧遇琵琶女信笔
成就《琵琶行》，今有小豆包三载苦学琵
琶追梦想。周末，当我又一次背起琵琶
时，妈妈亲切地说：“小豆包，你多幸运
啊！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最好的。”我点
点头。我的追梦之路也变得更清晰了：努
力——成长——长大后的我和伙伴们一
起，在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金色大
厅”演奏着一首首琵琶名曲: 《十面埋
伏》《大浪淘沙》《春江花月夜》……

（指导老师：张品华）

琵琶行
——我的追梦之路

芦墟实验小学四（2）班 陶姜南 今年寒假，我们一家去西安
参观兵马俑。我们来回乘的是普
通列车，从徐州到西安用了11
个小时以上，爸爸说高铁行驶时
间只要4小时左右。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大力开
展高铁建设，许多高铁项目正在
建设中或规划中，平望镇不久也
会有高铁经过，想想我们未来的
出行会是多么便利啊！

就在一二十年前，我国的铁
路还不发达，列车上人多拥挤，
速度又慢，更别谈舒适了。爸爸
说，他上大学时乘坐火车，从徐
州到南京大约10个小时，没有
买到座位票，只能站在过道里，
人多到腿脚都舒展不开，就这样

一直熬到南京。还有一次春节之后
返回学校，火车到站后，车门都不
开了，因为里面人太多，于是站台
上的人就挤着从车窗爬进去。这种
场景我是想象不到的。

在高 铁这 条 巨龙 腾 飞的 背
后，离不开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建
设者的汗水，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甘
落后、为民造福的精神和智慧，我
们才能享受到今天舒适便利的出
行。

我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计划，需要许许多多像高铁建
设者一样的人才。同学们，我们一
定要努力学习，为了中华民族这条
巨龙的腾飞而奋斗。

（指导老师：蒋林芳）

为了巨龙的腾飞
平望实验小学六（4）班 朱语乐

常言道“欲知天下事，须读古今
书”，所谓“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
读书迟”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我国晋代有个清贫好学的人，名叫车
胤，从小就爱读书，但他家里很穷，点不
起灯，于是，他就用很薄的纱布，做了个
口袋，把萤火虫捉来放在里面。这样，在
晚上黑压压一片的时候，他就利用里面的
萤火虫发的光来照亮书本勤奋读书。“读
书使人心明眼亮——伏尔泰。”虽然在夜
晚看不见字，但只要有一颗读书的心，即
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能使人心明

眼亮。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

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
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拿到后立即
到南京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
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
耐，他便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着，
直辣得额头冒汗。他用这种办法驱寒读
书。由于好读书，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文
学家。“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
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正是鲁迅先生
这种刻苦读书的精神，让他踏入了文学的
天堂。

书里的知识就像井水舀不干，永无止
境，勤于读书，善于读书，对我们身心发
展有益。朋友们，现在就打开你手边的那
本书，尽情地遨游在书海中吧！

（指导老师：吴新雅）

读书
盛泽小学目澜校区五（3）班 严斌华

我们登上过不同的舞台，扮
演过不同的角色。你是否在舞台
上彷徨过？

门外，炽烈的阳光化作一条
金丝带飘落在昏暗世界的一隅。
我不禁抬起手想要抓住那一抹微
光，她却不甘受束，顽皮地跑开
了。我有些沮丧，慢慢地放下了
手，想象着门外的小美好。眼前
不时有人在晃动，耳边充斥着喧
闹声，“待会儿就这么演，老
徐！”游离的心被这一声迅速拉
回了现实，我支支吾吾，“我台
词已经背熟了，但还是怕拖你们
后腿。”黑暗的环境中，几双明
亮的眼睛齐齐看向我，好像坠入
人间的星星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放轻松！杜绝优柔寡断，相信
自己，你是主角！”

我是主角？我是主角。
舞台搭在了食堂，下边坐着

黑压压的一群人。没有报幕，没
有布景，只有这一方小天地和一
群志同道合的人。我的手心在不
断地出汗，牙齿在轻轻地打颤，
天气很冷，心也很冷。我像即将
登上战场的士兵，踌躇不定，缓

慢地挪到了台上。我的眼神飘忽不
定，身体僵硬地做着动作，机械般
念着台词。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
要的是什么呢？忽然，心底响起了
一个声音——你是主角。仅是那么
一瞬间，却恍若绽放的烟花将我心
底黯然的天空点亮。我的肢体变得
轻盈起来，声音变得自信起来。我
因舞台而闪亮，舞台因我而璀璨！
不再胡思乱想，我全身心投入这场
表演，投入我的舞台。心脏激烈地
跳动着，行云流水一般完成这场演
出。我看着台下的人无不笑着，拍
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心中猛地激
起一阵涟漪，窗外的阳光洒在我的
头上、肩上、脸上和心上。这里，
就是我的舞台！

落幕，掌声久久萦绕于耳，他
们的笑容深深印于脑海，使我不再
彷徨，迎接美好。如今，已两年有
余，许多事情已成过眼云烟，但那
段记忆却在心底深处的一角始终焕
发光芒。每当我遇到挫折，一想到它
就会备受鼓舞，继续坚持！如今，我已
不再稚嫩而怯弱，困难面前已学会微
笑面对，如今，我多的是一份从容，
一份勇气。 （指导老师：费一超）

舞台
吴江开发区实验初中初二（7）班 徐金燕

“过年啦！过年啦！”家家户户
喜气洋洋。我、妈妈和阿姨一起做
糯米团子。

阿姨和妈妈先把煮好的南瓜放
在盆子里，再加上糯米粉，吃力地
和起来。我看着阿姨用力地和粉，
心想和粉真是不容易啊！一会儿，
南瓜面粉和好了，我先拿些面粉搓
成个球，然后在球上弄个洞，再往
里面放勺豆沙，然后把口慢慢收
拢，最后放在模具里。嗯……放在
哪个模具里呢？小鱼的好看，就放
在小鱼的里面吧，放好后就要拍出
来。咦，怎么拍不出来呢？啊，原
来是外面面粉留得太多了，得把它
去掉，外面的面粉去掉后，一拍就
能把小鱼团子拍出来了。我爱不释
手地看着，真漂亮啊！

第一个是南瓜团子，豆沙馅，
形状是小鱼。做第二个的时候，我
做了很多改变。第二个我做的是青

团子，黑芝麻馅的，形状是小猫。我
想：这两个团子，吃起来肯定也不一
样。

做完了第二个团子，我想：既然
包子有奥利奥馅的，那么团子也可以
有奥利奥馅的啊！想完，我就拿出一
包奥利奥，放在碗里捣碎，做了一个
奥利奥馅的团子。

接着我又做了好几个不同的团
子，累得满头大汗，但是看到桌上，
各种各样的团子应有尽有了：有南瓜
团子、青团子，还有南瓜团子和青团
子的结合版；有豆沙馅的，有黑芝麻
馅的、奥利奥馅的，还有妈妈特意做
的萝卜干馅的；形状有小猫的、小鱼
的和小猪的。我心里喜滋滋的。

最后，妈妈把一个个团子放进蒸
锅蒸。当香味扑面而来时，我拿了一
个青团子尝起来，哇，滑滑的，甜甜
的，真好吃！

（指导老师：沈红琴）

做糯米团子
青云小学四（3）班 蔡宇皓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一年
一度的元宵节到了，正是逛古街，
赏花灯的最好时机，刚吃完晚饭，
我就迫不及待地拉着爸爸妈妈去古
街逛灯会。

走在古色古香的石板路上，人
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高高兴
兴。不知不觉，我们走上了禹迹
桥。桥上的人很多，有的愉快地谈
笑风生；有的拿出手机，留下这眼
前美好的景色；有的和我一样，高
兴地指指点点，好不快活！站在桥
上放眼望去，河岸边的一棵棵树上
挂上了五光十色的灯带，一闪一闪
的，真是火树银花啊！雄伟的慈云
寺塔在各色美丽灯光的映照下，更
加熠熠生辉。

走下禹迹桥，随着潮水般的人
流，我们边走边看，边看边玩，各
式各样的花灯琳琅满目，目不暇
接。有会动耳朵的兔子灯，粉红色
的身体，短短的小尾巴，可爱极

了；有会摇尾巴的小狗灯，两只眼睛
一闪一闪的；还有会唱歌的旋转灯
……我这个瞅瞅，那个摸摸，看着都
喜欢。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莲花灯了，
禹迹桥下绸带般的河里放了许多五彩
缤纷的莲花灯，红的、蓝的、紫的，
莲花灯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都寄托
着人们美好的愿望。五颜六色的灯光
照亮了河水，真像一条地面彩虹。突
然，我两眼一亮，看见人流上方

“飘”着一个个气球，气球上缠绕着
灯带，蓝的、黄的、绿的、粉的，真
是色彩斑斓。妈妈注意到了我“眼
馋”的表情，说：“我们往前走，也
买一个。”我们快速挤过人群，找到
了“移动的彩灯”后，爸爸果断地掏
钱买了下来，我开心得一蹦三尺高。

那晚，在月光的朦胧下，在灯火
的闪耀下，在人流的推动下，我一手
拿着“移动的彩灯”，一手牵着妈
妈，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流光
溢彩、充满欢声笑语的古街。

（指导老师：杨伟英）

欢乐元宵节
震泽实验小学四（2）班 钮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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