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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教师节，
感恩有您

宜章县第九中学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
诗表达了对老师这份崇
高的职业的赞美。老师
是辛劳的；老师是奉献
的。燃烧自己，照亮别
人。
秋风凉爽，处处瓜
果飘香：红红的火龙果，
黄澄澄的水晶梨，石榴
笑开了嘴，宜章脐橙压
弯了枝，这是一个丰收
的季节。9 月，又迎来了
一个感恩的节日——教
师节，这是每一个人感
恩老师谆谆教诲的日子。
这个节日，
我回想起初一时，
耐心
教导我的语文老师。
刚上初中时，
我成绩相对较差，
汉
字的拼音都会写错，做阅读理解很为
难。但我还是认真学习，一直在探寻
最适合我的学习方法。我坚信，自己
的语文成绩肯定能上一个台阶。
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我终于找
到了学习方法。在她的建议下，我仔
细对比自己和高分学生的试卷，猛然
发现，有着天壤之别。语文老师利用
下课时间一对一辅导我，给我讲了记
叙文的特点，每一句、每一段如何写，
等等。我记不住古诗，老师经常想办
法让我理解、背诵和默写。慢慢地，
我
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了，总觉得语文
课的时间太短了。自习课上，我经常
主动写语文作业、写作文。
现在的我多练多记，努力寻找和
成绩好的学生之间的差别，并拉小差
距。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我的学习方
法。
老师，是您把我领进了知识的海
洋，是您把我培养成了成熟上进的少
年。老师，我感恩于您。我祝您幸福
安康！
指导教师：
廖亚英

小荷 尖尖

草，已绽放出紫色的小花，希望在绿荫
下蔓延开来。你豁然开朗，不由自主地
走出房间，在草地上漫步，开心地奔跑，
迎着光，
听风在耳畔歌唱……
你说，
你不再讨厌这世界。
因为你看到了自然的力量，光从四
面涌来，爱从心里破土而出，愤懑与悲
伤变得微乎其微，
世界在向你敞开。
转身，你看到了，朋友正站在你身
边歪头看你，手里捏着刚刚跑去特意给
你买的糖；
你竖起了耳朵，听见房门外不仅有
父母的谈话，还有母亲专门为你煲的汤
在歌唱，
“咕咚，
咕咚”；
你推开了心门，发现父母拍下你的
哭泣，并不是为了日后拿出来取乐，而
是为了留下你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
你相信，心中有光，未来就会发光，
这光，
是爱，
是拼搏，
更是坚守责任。
指导教师：
夏艳

走进新学校
汝城县芙蓉学校五年级 钟雯瑶

班
1911
刘锦宣

我是一名五年级学生，9 月 1 日，
我从三育小学（村小）来到了新校园
——芙蓉学校。这是一所新学校。
走进校园，我看见校门口有一座
石碑，上面印着一朵又红又大的芙蓉
花，这是我们新校园的校徽，真美！
芙蓉花旁边刻着七个大字——汝城
县芙蓉学校。
操场旁边是一个超级大的体育
馆，虽然还在建设中，但是我相信，在
工人叔叔们的努力下，
这里一定会变得

色彩斑斓。
站在校园里，抬头便可看到四栋
美丽壮观的教学楼。这里不仅有老
师办公室和学生教室，还有科学实验
室和音乐室等。
我兴高采烈地走进我们的新教
室。崭新的讲台后墙上，有一块大大
的黑板，平均分成了四块。教室总共
有九根灯管和四个超大的钻石牌吊
扇。一扇扇透明的窗户旁挂着蓝色
的窗帘。这些布置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
这就是我的新学校 ，
在这里学习，我感到非常
开心！
指导老师：
陈小芬

生活 空间

刘勇淇

你曾经说，
你讨厌这世界。
因为很小的时候，你穿着白色的蓬
蓬裙，表演小天鹅，却在退场的时候脚
底一滑，趴在了地上，引来众人一阵哄
笑。你跌跌撞撞走向观众席，在看到母
亲的那一刻，眼泪倏地汹涌了，一头扑
进母亲的怀里。母亲笑意盈盈，一边给
你擦着泪，一边却用眼神示意父亲按下
了快门。
准备考试的那段时间，你全神贯注
地复习，可最后一次模拟考的分数依然
与期望中相差甚远。你渴望细致周到
的 引 导 ，一 路 小 跑 回 家 ，想 向 父 母 倾
诉。打开门的一刹那，迎接你的是父亲

那泛着光的戒尺，还有母亲失望的眼
神。你忐忑地站在原地，卡在喉咙里
的话噎得嗓子眼生疼。
上初中后，
学校组织春游，
你低下
头，看到路边一朵野花开得明艳。你
向最好的朋友招手，想向她分享这低
处的春光。只见她亲昵地牵着另一个女
孩的手，两抹校服蓝从你眼前飘过。你
自嘲地笑了笑，
蹲下身摆弄着那朵花。
……
你在房间蹲下，愤懑，悲伤，空气的
流动都让你烦躁不堪，甚至窒息。终
于，像是要逃脱般，你站起来，打开了
窗。
你说，你看到了这样的景象：窗边
的围墙上爬满了迎春花，她们费劲地伸
展着柔韧的枝条，羞怯地顶着嫩黄的花
骨朵，俏皮地对你示好。窗外那绿得油
亮的大树，似乎比前几天更加茁壮，不
知从哪天开始，树下那片不知名的野

记得那是一个夏
日，知了在树上唱着欢
快的歌曲，教室里的电
风扇卖力地转动着，同
学们在教室里你追我
赶地玩耍着。
“叮叮叮”上课铃
声结束了课间愉快的
时光。同学们飞速地
跑回自己的座位，老师
踏着轻盈的步伐走进
教室。抬头一瞥，老师
眉头舒展、嘴角上扬，
嘴角两边的酒窝盛满
了笑意。讲台下的同
学窃窃私语道：
“ 一向
严肃的数学老师，今天
竟然满脸笑意，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了。”一向机灵的数学课代表也悄悄
地迎合道：
“肯定有好消息！”
老师清了清嗓子，
“ 这次数学竞
赛大家都表现不错，老师很满意。”老
师特意将声调提高了继续说道：
“特
别有一位同学，犹如黑马一般获得了
校级第一名，冲进了区里的比赛。”老
师话音刚落 ，同学们便开始交头接
耳，纷纷猜测第一名究竟是谁呢？我
也暗自嘀咕：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只
求上帝保佑我及格。”但心底深处也
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祈祷：最近我一
直在努力学习，若能获得名次该是多
么美好的事情呢！
数学老师开始一个一个公布成
绩了。我心跳加速，眉头紧皱，额头
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忽然，老师停
了下来 ，教室里只有风扇转动的声
音。
“ 第一名——刘勇淇！”我简直不
敢相信我的耳朵，直到同学们都齐刷
刷地用惊讶的眼神望着我，我才缓缓
起身，自豪地走上讲台。我双手接过
老师给我的试卷，心激烈地跳动着，
呼吸都有点急促，没有给老师任何回
应，只是捧着试卷不知所措地回到座
位上……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
惊喜的感觉一直存在心底。那一刻，
我成长了，我深刻地明白了：不懈的
努力终将换来成功。正如老师经常
说的：
“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道酬
勤。
”
指导老师：
刘静

那一次，
我成长了

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高一 w2003 班 陶羿岑

长沙市雨花区王家冲小学四年级

让心中有光

娓娓 道来

云中起舞的风车
衡阳市珠晖区东站路小学五（三）班 王若帆

今年暑假显得特别闷热，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情况下，妈妈带我们去了山区
旅游。
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头晕脑胀，
十分难受。
“姐姐，快看！”顺着妹妹手指
的方向，我看到眼前的山峰高耸入云，
山坡上错落有致地立着一排排银色的
小风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神秘莫测，
我顿觉精神振奋。
汽车沿着曲折的山路穿行在云雾
之中。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山顶，打
开车门，一阵风窜了进来，凉气袭人，清
爽极了。我迫不及待地跳下汽车。俯
瞰山脚，无边绿色映入了眼帘，高低不
平的山峰层层叠叠。不远处，矗立着几
架大风车，在不紧不慢地转动，我飞快
地跑了过去。
这风车真大呀！抬头仰望，风车笔

直地插向蓝天，柱子起码得十个大人才
能围得住，比二十层楼房还要高。三片
风叶缓缓转动，每次经过我们头顶都发
出“轰——”的一声，十分沉重，我的心
脏也随着声音颤动了，感受到了它的巨
大力量。妈妈告诉我，这是风力发电
机，它转一圈产生的电就够我们家用一
天了。这也太神奇了吧！它一刻不停
地转呀转，一天能转多少圈，发多少电
呀？风车顺着山势，连绵不断地排列
着，越远就显得越小，挺拔地立在山脊
上，像一个个威猛的卫士，忠诚地守护
着美丽的山峰；又像一个个优雅的舞
者，舒缓地挥动着长长的手臂，掀得云
雾翻滚。每一架风车挥舞一次，就点亮
一家的灯，它们一起不停地挥舞，一定
可以点亮一座城市……
“耶！”一阵欢快的呼喊声把我从遐

想中拉了回来。我转身一看，不知什么
时候来了一群老年人，他们以风车为背
景，
排着队形，
满面笑容地拍照呢！
“又抽
烟！”一位奶奶说着，抢下一位爷爷手中
的烟头，
并用矿泉水熄灭，
从包里拿出一
个塑料袋装了进去，然后又放回包里。
这群老年人真是太可爱了，
太可敬了。
不知不觉就到了
上车返回的时候，我只
能依依不舍地告
别一直在云中起
舞的风车。
指导老师：
尹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