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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生活的期待常常反

映在奇妙无比的梦境当中。我

曾做过这样一场梦……

在一片广阔的碧蓝大海

里，海水很清亮，阳光洒在海面

上，像是给海水镶嵌上了无数

颗璀璨的珍珠。海里有大片大

片的珊瑚礁，还住着许许多多

活泼可爱的小鱼，它们每天嬉

戏打闹。其中有一条小鱼叫小

红，她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探

索更广阔的海域。其它的鱼都

说海洋深处太危险了，可是小

红却依然摆动着尾巴朝着海洋

深处游去。

她越往深处游，光线也越

来越暗，甚至再也感受不到阳

光的存在。不知游了多久，一

条机灵可爱的灯笼鱼挡住了小

红的去路。

灯笼鱼吐着一个又一个的泡泡，好奇

地问：“你要去哪？”

小红回答说：“我要去海洋深处看看。”

“不能去！”灯笼鱼说，“那里太危险

了”。

小红连忙感谢灯笼鱼的忠告，却没有

因此而放弃。小红又在深海游了一会儿，

周围一片漆黑，一不小心，几株细长的海草

缠住了小红的尾巴。小红用力挣扎，根本

无济于事。这时，刚刚那条灯笼鱼游了过

来 ，用它那锋利的牙齿咬断了海草。

灯笼鱼说：“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和胆

量，我们一起去海底吧。”

小红在海水中跳跃着说：“好呀！”

于是它们开启了海底的探险之旅。一

路上它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它们相互帮

助，把困难都一一解决了，最后它们终于来

到了海洋最深处。这里到处都是会发光的

生物，好像仙境一样，也好像夜晚的天空，

小红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度过了愉快的一

天。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闹铃声，把我吓醒

了。这原来是一场梦，那个小红就是我呀！

指导老师：刘娜

和《云边有个小卖部》这个故事相遇

是在九月份。我在众多书籍里一眼就注

意到了它。我被它的封面深深吸引了

——两座山屹立在云海中，山上有两个

小人，注意着天边的红光。于是我们的

故事开始了。

书中岁月，字里乾坤。书中的故事

像一片阳光，照亮了我一个人的时光。

透过薄薄的纸张，我窥见了一个个热烈

的灵魂，一颗颗赤诚的心。

书中的主人公刘十三是一个很贴近

现实的人物。他虽然一生坎坷，但身边

总有一些美好的人愿意陪伴他度过。刘

十三有很多理想和抱负，他从不拖延，会

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打拼。而他的身边

有程霜，有智哥，无论风雨，两个好朋友

都会陪他走下去。程霜是身患绝症的

人，她放弃治疗，去追逐自己渴望的自

由。智哥怀揣着自己的音乐梦去了更远

的地方，他带着吉他到处弹唱自己的热

爱。书中的人物都很贴近现实，却又和

现实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一样。他们会为

自己的热爱付出行动，他们平凡却不平

庸。

我从小就想当一个作家，但因为现

实中的各种条件，我在放弃和坚持之间

徘徊。好在那时我读到了关于刘十三的

故事，他的梦想并不伟大，他只是想卖出

一千份保险。他每天早出晚归，一家一

户地问。经过那么多天的努力，也只卖

出了五份保险。但他从未想过放弃，一

直在为他的梦想努力。我为刘十三的精

神感动，也被他的精神感染。我在迷茫

中又找回了自我，那个信仰坚定的自己。

我曾因亲人去世而变得消极，人一

旦陷入了负能量的深渊，生活也会随之

改变。那时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改变，不变的是我依然会翻开《云边有个

小卖部》。很多老故事新读，心境不同，

看到的东西也不同。我以前从没注意到

程霜的故事，因为她每次出场都让人感

觉无忧无虑，没什么特别的。直到那时

我才记起来，她是一个身患癌症的人

啊。可她依然热爱着生活，会拼命奔向

自己的理想。她最后留在人间的，依旧

是她自己的那份乐观和洒脱。书的结尾

是程霜写的信：生命是有光的……那时

的我经历了一次彻彻底底的蜕变，我学

会了坚强，学会了乐观，学会了不再掉眼

泪。

在和《云边有个小卖部》朝夕相伴的

日子中，它已经成为了我的“心头宝”。

它的故事停留在时光背面，变成我前进

的动力，它将陪伴我到达未曾见过的山

和海。流年静婉，光阴化成文字，缱绻在

韶光里，融入文人的笔底。我内心庆幸，

今后的日子都会和书一起度过。我想记

录下这份美好，于是挥起笔杆，将故事写

成我们。

指导老师：李骏宇

想一想，一根

长在鸟儿身上的

羽毛会有多少梦

想，一个，两个，还是三四个？

第一个梦想，是乘着微风降

落伞，轻轻地飘到蚂蚁家。给晚

上还在哭闹的小蚂蚁当一床软绵

绵的被子，给它们讲睡前故事，哼

唱摇篮曲。看到小蚂蚁安心睡觉

的样子，心里特别开心！

第二个梦想，是顺着树皮轨

道车，慢慢地爬到果树上。跟树

叶们一起聊天、一起玩耍，和果树

妈妈来个大大的拥抱。闻着甜甜

的果香味，搂着红彤彤的大苹果，

睡得多么香甜！

第三个梦想，是踩着酷炫风

火轮，悄悄地飞到运动场。给小

乌龟装上加速器，当一回小老鼠

的滑翔机，让它们不费吹灰之力

就轻松夺冠。运动会的金牌挂在

脖子上，亮闪闪的，像天上的小星

星，多么漂亮！

第四个梦想，是坐着敞亮潜

水艇，缓缓地开到深海里。轻抚

翩翩起舞的海草，亲吻闻风而来

的小海豚，和有着大肚腩的海马

爸爸玩一会儿捉迷藏，还能收集

各式各样美丽的珊瑚和海螺，多

么好玩！

第五个梦想，是沿着花香扑

鼻的小路，悠悠地来到森林中。躺

在绿油油的草丛里，透过茂密的枝

丫寻找阳光的足迹，随手摘下一颗

颗酸甜的野果子，多么惬意！

这些梦想真有趣啊！也许，

羽毛的梦想还不止这些呢！

指导老师：陈艳

当吃过的美味太多，味觉便有些

消退，唯有那份甜，弥漫于心。像喝过

的茶，入口已久，仍有回甘。

小时候总能早起，晨雾中的吆喝

声便是一天的开始。手上拿着捏得

皱巴巴的两元钱，蹲在路口不断张

望，期盼着那吆喝声赶紧出现。“卖豆

腐脑，好甜好甜的豆腐脑，豆腐脑。”

听见熟悉的吆喝声，我拿着手里的钱

蹦蹦跳跳地跑到豆腐脑摊前。卖豆

腐脑的是一位老爷爷，五十出头的样

子，中等身高，背有些驼。他爬满老

茧的手拿着铁勺熟练地舀着白花花

的豆腐脑。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香喷喷的嫩滑滑的豆腐脑。

“多加点糖，爹爹，豆腐脑要甜一

点才好吃。”

“小孩子吃多了糖容易长虫牙，很

疼的嘞。”

“爹爹，没事的，我每天都乖乖刷

牙的呢。”

“好，给你多加点糖。来，端好了，

小心烫，不要撒了。”

白糖在豆腐脑上堆起了一座亮晶

晶的小山，用勺子把豆腐脑和白糖搅

拌均匀。一口下去，豆腐脑混着白糖

的清香和甘甜充斥着味蕾。破旧的三

轮车周围站着许多人。熟练的动作，

一碗两碗……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豆

腐脑的清香。

后来，街上听不见吆喝声了，也没

有了一群小孩子像麻雀一样围着一个

卖豆腐脑的老人叽叽喳喳的场景了，

清晨的薄雾中再也没有了豆腐脑的清

香。

现在街上到处都有小吃，食物可

能放了添加剂，味道平淡无奇。虽

然街上仍有卖豆腐脑的小摊，但不

再是那个和蔼大方的老爷爷，豆腐

脑也不香，上面没有白糖堆成的小

山，再也没有一碗豆腐脑像小时候

那样香甜。

有一种甜，一旦时过境迁便再也

不会出现，徒留一份清甜，如茶一般，

在味蕾深处回忆，在记忆里回味，在思

绪中寻找，经久不散。

指导老师：刘梦邑

“仍怜故乡水，万里

送行舟。”对故乡的牵挂

与不舍，是李白的心灵甘

露；“水何澹澹，山岛竦

峙。”波澜壮阔的美景，是

曹操的心灵甘露。而人

世间的至爱亲情，是滋润

我心灵的甘露。

深情叮嘱
“没事，不要紧张，当

作平常写作业就行。”

这是三年级的一次

期中考试。奶奶看上去

似乎比我还要紧张，完

全忘记了昨日头痛得起

不来的滋味，忙忙碌碌

地为我的考试做准备：桌上摆放着一

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昨日乱得一塌糊

涂的书桌也变得整洁干净，书包装得

鼓鼓当当……

“奶奶，这面不够辣。”

“不要吃太辣，免得考试时就只记

得喝水，还有你的校牌、钥匙，都给你

放书包里了……”奶奶嘶哑着嗓子眼

儿，向我交代着一条又一条，脚步从未

停下，好像要考试的是奶奶。

临走前，奶奶叮嘱我：“好好考，别

紧张。”

这句深情的叮嘱，是滋润我心灵

的甘露。

真情鼓励
又是一个只有作业的枯燥夜晚，

对着打满红叉的数学试卷，我的内心

只有郁闷。明月与黑云装饰着我的

窗，我无心顾及，独自发呆，手上的红

笔顿在纸上。

这时，奶奶轻轻推开房门，手里抱

着一叠厚厚的被子，摊在我的床上。

我故意掩盖着卷子，却藏不住无法掩

饰的表情。“没考好啊？你手上拿的是

卷子吧……”奶奶总是能洞察我的一

切。面对奶奶的眼神，我乖乖交出试

卷。“这是数学试卷吧。数学是很难

的，奶奶也没读多少书，教不了你。”奶

奶的眼里充满了内疚和自责。

“奶奶，您放心，我一定会请教同

学和老师。我会学懂的。”

“乖！奶奶相信你！”

这一句真情的鼓励，如春雨甘露

般滋润着我的心灵。

指导老师：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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