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夜晚，我跟妈妈看

完流星雨回家睡觉，睡着睡

着，总觉得被子要飘起来

了。

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说：

“嘿，你是迟到大王吗？”

“咦，谁在说话？”我有点害

怕。突然，被子里又传来声

音：“怎么没人理我呀！我

可是筋斗云，不是被子！”我

眼睛瞪得老大，心想：“莫不

是看流星雨时有朵云跟着

我回家了？”

“你是云？”我小声地问

着。“我是筋斗云，可以让你

一秒钟到学校！”说完他轻

轻地在我脚上按摩了两下，

我居然放心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急冲冲地从床上起来，

心里想：完了，完了，又要迟到了！筋

斗云冲了过来，一把拉住我说：“快点

坐我身上来!”我揉了揉眼睛，半信半

疑地爬上了筋斗云。没想到，它还真

的一秒钟就把我带到了学校。它载着

我在学校上空转了一个圈。有个同学

刚进校门，大叫到：“你们快看，那不是

皓皓吗，他怎么上天了呀？”别的同学

听到了，都跑出教室来看稀奇。

“这真的是皓皓吗？”“哎呀！是孙

悟空的筋斗云啊，我也想坐上去威风

威风！”

他们正议论得热闹时，我进了教

室。老师一进门，就说：“皓皓今天没

迟到，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表扬

一个！”

放学时，筋斗云又来接我了，可它

并没有直接带我回家。它说：“我们去

一个地方好好玩一下，那个地方你一

定喜欢，嘻嘻！”几秒钟后，我们便抵达

迪士尼乐园，我高兴得差点就从云朵

上掉下来！

我们玩了探险世界，看了狮子王

的表演，还去了森林河流之旅。玩着

玩着，迪士尼的烟花音乐会开始了。

筋斗云说：“我们回去吧，我妈妈也可

能找我了，明天要下雨了，我妈妈会数

清楚她有多少云朵宝宝的。”我点点

头，就和筋斗云回去了。

回到家，妈妈怒吼道：“我们差点

都要报警了，你都去了哪里？今天课

外作业加两项！”我对妈妈说：“是筋斗

云带我去玩了。”妈妈瞪大了眼睛，丢

下一句话：“什么筋斗云，你们小孩子，

就是说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筋斗云，你在哪里？让我妈妈也

见识见识你！带她秒速去到购物店，

她保证喜欢！

我心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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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婆家的后院里，有一片

竹林，虽说是“林”，其实并不大，

可其中的乐趣却是无尽的。

最令我心驰神往的便是夏

天的竹林。竹林外，烈日当空，

蝉声聒噪，竹林内，微风拂面，如

鸣佩环。静静漫步于竹林之中，

感受那夹杂着些许竹叶清香的

和风，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风，

只有闭上双眼，与竹林融为一体

方能感悟到。若是携一书卷，轻

倚于竹，则又是另一番美感。

在竹林中，我读完了《永州

八记》，虽未至其中，但身临其

境，真切地感受到了文章所描绘

的美景，正如柳公所言“心凝形

释，与万化冥合”。在这里，我感

受到了柳公笔法之精妙。《袁家

渴记》中的风“自四山而下，振动

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
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遥飊
葳蕤，与时推移”，《钴鲟潭记》中

的水“颠委势峻，荡击益暴，旁广

而中深，流沫成轮，然后徐行”，

无一不尽显自然之精妙。多亏

了这竹林，给我的想象力插上了

翅膀，让我身处竹林之美，却能

感小石潭之幽。

竹，对我来说不仅是静态的

客观存在，更是我心灵的伴侣。

当我欣于所遇，与它分享时，它

仿佛能感受到我，沙沙作动竹

叶，以此作为回应，这种声音是

热烈而欢快的，令我也感知到了

它的欣喜。当我心中生出许多

愁绪来时，我也一一告知，这时，

它的声音是轻柔而平缓的，令我

感觉有一双大手在轻轻拍着我

的肩膀，安慰着我……我与竹的

交流就像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两心之外便是无物”了，少了语

言的牵绊，多了心灵的沟通。

这片竹林不仅深深吸引着

我，自然界的其他生灵也爱着

它。每当我走进竹林，总能见到

一只小猫蜷缩在一旁，亦或是几

只小狗围绕着嬉戏打闹，有时我

也会加入它们的游戏，这为我的

童年时光增添了不少乐趣，也使

我更为依恋这片竹林了。

愉快的童年稍纵即逝，如今

已上高中的我，在偶尔的闲余臆

想中，总会出现外婆家后院里的

那片竹林，它已成为了我康养心

灵的精神乐园，是留在我记忆深

处的最芬芳。

指导老师：周媛

行道树旁的银杏叶开始泛

黄了，秋意渐浓。那天周六，我

步行回家。鹤源桥上，小商小

贩的叫卖声此起起伏。

“卖梨子咯，又脆又甜的大

围山梨！”循声望去，我看见一

位中年妇人正坐在小板凳上吆

喝。身前一担篾箩里，只剩下

了大约五六斤黄熟的梨子。中

年大妈见我走来，连忙招呼我：

“姑娘，要买梨吗？”我看了看那

梨，确实是挺大的，但表皮有点

坑洼，颜值似乎没有蔬果店售卖的好看，买

梨的兴趣淡了下来，开口推辞道：“我先看

看吧。”

她似是看出我的犹豫，于是又说：“我

们乡下人家自己种的梨，很好吃的，是没有

喷洒农药的绿色水果。”她企盼地看着我，

我顿时有点心软。她又连忙说：“姑娘，买

一点！这梨很便宜的，卖完这剩下的梨子，

买几身新衣服给孩子们，我还要搭班车回

家。我家有三个孩子，一个读大学，两个读

中学……”

“哎呀，真不容易。”我心想。眼前的这

位妈妈脸色清瘦，青丝中夹杂着些许白发，

太阳快落山了，或许她家有孩子在等着她

回家做晚饭吃呢。但我想起妈妈前两天买

了梨子，现在买不合适。中年妇人见我还

有些犹豫，便向我笑着说：“你试试。”她将

切好的梨递了一瓣给我，我咬了一口尝了

尝，果真清甜。

“多少钱一斤？”“20元6斤。”“3斤就够

了，我吃不了那么多的。”“3斤不多的，一家

人吃，几下就吃完了。”说完，她麻利地称好

了6斤梨递给我，我将钱拿给她道了声谢，

便提着沉甸甸的梨踏上了回家的路。

没想到，在厨房洗梨子的妈妈高声说

道：“丹丹，你上当了！大梨子下藏了好多个

小梨子呢！”我赶紧跑到厨房，拿起一个小梨

子咬了一口，果真，味道很寡淡，不似给我尝

的那梨清甜。我妈便又数落了我几句。

尽管如此，想起那位农村妈妈的不易，

我却一点也不后悔。我拿起一个梨子尝了

尝，又苦又涩，我想，这大概就是生活所迫

的滋味吧。

指导老师：姜滨

有人喜欢花红柳绿的春天；有人

喜欢艳阳高照的夏天；有人喜欢白雪

皑皑的冬天；而我却喜欢五彩缤纷的

秋天。

秋天的田野美丽极了。玉米姐姐

穿上了七八件金衣服，大豆弟弟笑破

了肚皮，稻子妹妹礼貌地弯着腰，好像

在对秋姑娘说：“秋姑娘，欢迎你！”高

粱哥哥好像怕见生人似的，当它见了

秋姑娘，脸都涨红了。

秋天的果园更是不甘示弱，那里

瓜果飘香，景色迷人。有像红灯笼似

的大苹果；有像金元宝一样金光灿灿

的雪梨；有像紫水晶球一样的大葡萄；

还有那笑得合不拢嘴的石榴……农民

伯伯望着丰收的果实，脸上充满了喜

悦，真是丰收的一年。

我喜欢秋天，喜欢这硕果累累的

秋天！

指导教师：舒绍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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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记忆里的芬芳
南县第一中学1812班 杨昕怡

我喜欢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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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澜心灵

那窗外是一幅多变的画，一幅描绘

着烟火人间的画卷。一处让我流连忘

返的美景。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了

进来，伴随着的是楼下包子铺阿姨的吆

喝声，是对面人家催促孩子起床的声音；

起身拉开窗帘，向窗户外望去，马路上的

行人稀稀疏疏，街道两旁的商铺参差不

齐地开着门，卖豆腐的、卖猪肉的、卖豆

浆包子的店铺最先开门营业了。只一会

儿，行人越来越多，车辆也川流不息。向

左看去，那边几栋楼的老人正在楼下健

身，老人的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看到这

儿，我不由心头一暖，真像母亲所说，笑

容可以使人开心，不论是自己还是他

人。楼下的包子熟了，打开蒸笼，哇！一

团白烟升上来挡住了我的视线。

正午，树上不时传来鸟叫声，我向

外望去，那梧桐还是枝繁叶茂，树叶点

点的缝隙间，投下一缕一缕的阳光，缀

成飘逸的身影扭来扭去。北街依然长

得没有尽头，路上行人稀少，只有那鸟

儿在不知疲倦地歌唱，不知过了多久，

我在那歌声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醒来已是傍晚，一眼入目的，是窗

外那微弱的灯火，灯火明明暗暗，我起

身想去看看那是什么？可惜，那灯光像

捉迷藏一般消失。那河中清波万顷，吸

引了许多行人在此散步。抬头，这夕阳

热烈深沉，宛如披着风衣的女子一般美

丽。这个季节的天空总是很高，清透辽

远，清风吹来，带着淡淡的秋凉，顺着一

绺长云直落天边。静静的河面宛如一

面镜子，闪着点点星光。

入夜了，街道两侧的灯都开了。迎

着扑面而来的风，点点星光，以及街道

两边那道无限往外延伸至天边的光，我

看见了窗外那最为迷人的景色：一叶小

舟在广阔的河面上缓慢前行，直至我的

目光所不能触及之处。不知为何，我始

终认为那是最迷人的，或许那景色的迷

人之处在于小舟的旁边是熙熙攘攘的

人群，身后是明明暗暗的灯火，沿河十

里，迷人至极。

那窗外的画是每日皆能看见的细

小琐事，它们记录着你的一生。正如钱

钟书先生所讲：“所有的苦难与背负尽

头，都是行云流水般的此世光阴。”所

以，多去看看吧，你会发现身边有许多

平凡的美景。先从窗外开始吧。

指导老师：廖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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