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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人心
人们总说人世间有情在，便是充满温暖
的。师生情，让同学和老师关系密切；友情，
让人与人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亲情，则
是最珍贵的……
午后，阳光明媚，我一个人坐在吊椅上，
享受着午后的阳光。阳光斜斜地照在我的身
上，舒服极了！我拿起桌上的相册，翻着翻
着，一张照片勾起了我深深的回忆……
记忆中的他高大健壮，即使年过半百，却
仍然精神抖擞。他是我家楼下卖烧饼的人，
也是我的爷爷。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却胜
似亲人。每当我经过烧饼店，他总是给我递
上一块热乎乎的甜夹咸烧饼，因为他知道那
是我的最爱，每当我遇到烦心事，他也总是第
一时间开导我。
那一天是星期日，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
雪花如同鹅毛般纷纷扬扬地从空中飘落下
来。地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我一个人
在家里，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想去楼下找老
爷爷，于是我裹紧了羽绒服，打开家门，向楼
下走去。我慢吞吞地走到楼下，有气无力地
趴在桌子上，老爷爷看见我趴在那儿，笑了
笑，喊我过来：
“ 我给你煮碗面吧。冬天吃碗
面，暖和又舒服，我保证好吃！”老爷爷的话
音刚落，我便大声说道：
“ 不行。”说完便觉得
自己声音太大了。我连忙低下头：
“ 爷爷，我
没有钱不能白吃你的面。”爷爷听了一愣，随
即就笑了:“ 没事，就当你是在帮我试吃吧。”
说完便走进了厨房。我跟他一起进去，只见
他娴熟地将面放入水已沸腾的锅中，等待面
熟时，他又拿出一个碗，在里面放了点盐、麻
油、鸡精等调料，当面已经煮熟时，将面捞入
碗中，又加了一大勺汤，一碗热气腾腾、色香
味俱全的面就做好了，还帮我加了一个荷包
蛋！他小心翼翼地端着，如同捧着珍宝一
般，爷爷笑着说：
“ 荷包蛋面，尝尝。”我拿起
筷子轻轻捞起一点面，尝了一口，味道好极
了！爷爷就这样安静地看着我吃，嘴角露着
微笑，不停地说：
“慢点，慢点，小心烫。”吃着
吃着，我眼眶渐渐湿润了。谢谢您，爷爷，是
您让我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了如沐春风般
的温暖。
后来，我们搬家了，就再也没有见过爷爷
了。再一次回老家，已是六年后，我沿着记忆
找到了老爷爷的店，却已人去楼空，后来我一
打听才知道原来老爷爷已经离世了……我再
也尝不到爷爷做的面了，但是我永远都不会
忘记那碗面的味道，因为里面有爷爷对我的
关爱、有浓浓的亲情！
温暖人心，一碗面足矣。
南通田家炳中学初一（21）班 姜一睿
指导老师 花毅

永恒的记忆
与父亲冷战两周后，放假了，我低着头走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扛着我的行李跟在后
面。走了很久，突然失去了父亲的气息，那是
种很奇妙的感觉，两个血脉相连的人之间系
着一根无形的线，距离远了，一下子就能感觉
到。
我回过头看见父亲扛着包裹走在人群
中，阳光下，他的脸泛起了一层油光，汗水顺
着皮肤的沟壑流下，那被风微微吹起的头发，
发梢还是黑色的，发根却白了。我忽然后悔
自己戴了眼镜，痛恨它让我清晰地看见了父
亲的老态。千般思绪涌上心头，那一瞬，定格
在刹那间的那道痕。回首逝去的岁月，不知
何时，时光在父亲的脸上刻下了沧桑，年华在
父亲的发上染上了风霜。我转过身，泪，早已
潸然流下……
父亲的背上有一座山。山上有了沟壑，
父亲的脸上也有了皱纹，留下了一道道岁月
的痕。沉重的责任总是独自一肩扛，父亲用
单薄的身体撑起了整个家庭。
我擦干眼泪，转身向父亲走去，父亲扛着
包裹的身影越来越近，他走得很慢，显得有些
蹒跚。那一刻，我仿佛看见，父亲扛在肩上的
不是我的行李，而是我们的家，是我和弟弟的
无忧生活、是爷爷奶奶的幸福晚年……原来
父亲一直扛着一座无形的大山，让他疲惫并
快乐充实的大山。
那一刻，成了我记忆中的一道痕，父亲扛
着包裹的身影背着阳光，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也不敢仔细打量他，只是望见他那缓慢而坚
定的步伐。那被阳光普照的画面烙在了心
上，留下了痕迹，永远定格在记忆中。
南通田家炳中学初二（27）班 吴庄弈
指导老师 徐亮

留住这片风景
家住小巷深处，
常有一卖花女经过，
系
着花头巾，腕上扎条花帕子，
推着小车边走
边吆喝。她嗓门洪亮，喊一声满巷子的人
都听得分分清清，
很是恼人。
一个初夏的午后，
她如往常一般推着花
车来了，
一声声
“卖花嘞！”
划破了小巷的宁
静，
高亢的声音点亮了夏天，也引出了阵阵
蝉鸣，
聒噪不已。我皱了皱眉头，
有些烦闷。
忽然，有些水珠子透过纱窗飘进屋内，
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我松了口
气，以为下雨了，这卖花女便会就此停住，
谁知她竟又喊了些什么。
我心中腾地一火，拉开纱窗就冲她大
吼：
“大中午的卖什么花？喊这么大声，能
不能为别人想想啊？赶紧走吧！”
我刚说完，
便不禁错愕地怔住了。
“收衣服嘞！”她的声音浮在细密的雨
中，像轻敲的铜铃、像摇响的小鼓，轻盈地
叩着每户人家的窗，
碎碎的，
圆润飘洒。十
几双手一齐急急忙忙地伸出来，原先垂在
风中的衣服顿时不见了。
从窗口望去，小巷中只有那辆小车和
一把花伞。丝丝的红、缕缕的粉、点点的
白，朦朦胧胧，如画映宣纸，在水汽中氤
氲。花香似风、似纱、似月光，似她善意的
提醒，若隐若现，袅袅浮动。鲜花在雨丝的

浸润下，更加娇艳欲滴，烈如火、灿如霞，衬
着她红润的面庞。
“人面桃花相映红”，大抵
不过如此。
此刻，这竟成了如此美好的风景，有声
有色。
她持着那花伞，理着车上的花，听到我
的喊声，
疑惑地抬起头。
看样子应该是没听清。我庆幸地拍了
拍胸口，现在，我倒是不希望她走，想留住
这片风景。
恍惚间，她已推着车走到窗外，温温地
问了句：
“小姑娘，
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想买支花。”我摇了摇头，有
些羞愧说出了那些话。
“好嘞！”她的唇瓣微扬，眼角眉梢都洋
溢着笑意，美极了。因她那颗为人着想、充
满善意的心。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有些犹豫，真想
叫住她，留住这片风景、留住这些善意，却
又再无什么理由。只能看着她慢慢融入迷
蒙的雨中，
渐渐地远去。
转念一想，心中又有些暗喜。明天，她
还会来，那片风景还会在那儿，那些善意，
也依旧如初。
南通田家炳中学初二（23)班 赵烨
指导老师 钱蓉

与
“桥墩”
拥抱
军训四天，我们收获了许多，团结、友
个人抬起来，渡过去。一边的老师也就笑，
爱、互助……以及我们那群可敬的
“桥墩”。 笑着拍照，给用汗代替了泪的“桥墩”摄像，
“抢渡金沙江”活动中，要求每班派出
再笑着酸了鼻头、红了眼圈。
“桥墩”
，
组成过河桥梁。说得明白点，就是
“桥墩”仍然在那儿顶着，就像生来就
由一队人组成人梯，剩余的同学则一个一
是地板突出来的最坚强的钉子。带着那独
个地从上面生生地踏过去。
一无二的笑容，一直跪到了五十多个人走
悲壮的音乐一放，煽情的话从老师口
完三遍，跪过了一个多小时，跪到了同学们
中一再蹦出，课程的教育目的算是达到了，
心中出现了那一刀一刀刻下来的跪姿。
却苦了那群
“桥墩”
。
终 于 可 以 站 起 来 了 ，几 乎 是 一 个 踉
随着一只只结实的手的勾住和扣起，
跄。几乎是一百多条同时向他们伸出的
同学们踩在手上的脚步已尽力放轻。可随
手。几乎所有人都抱在了一起。几乎一切
着一次重心的下降，
“桥墩”
的手便只能再抓
的一切都停止了，大家却都哭了。再没有
紧一点，
大腿、膝盖与脚后跟组成的三角形
笑与汗的掩饰，
都哭在了一起。
便只能又一次地搐动。每一个人过去，
每一
把手抠进了“桥墩”厚重的背里，就像
只腿摆过，
每一只脚将
“桥墩”
的膝盖踩得陷
刚刚他们抠入了地里；把肘紧紧地扣在了
入了地板，
“桥墩”
仍戳在那儿。腰挺直，
韧带 “桥墩”的臂上，就像是他们刚刚扣在了我
紧绷，迎接着每一个人的体重，
将手与同伴
们脚底；把身子与“桥墩”紧紧地贴在一起，
的紧紧焊接在一起，
焊成一座铁桥。桥墩就
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来过。
戳在那儿，
戳在钢筋混凝土组成的
“金沙江”
与“桥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抱在了
中，
戳到了每个人的心里去。
灵魂的最深处。
“桥墩”的表情倒不见得真有多难看，
南通田家炳中学初二（27）班 姚徐成
似乎是笑的，笑着将手伸到脚底下去，把每
指导老师 徐亮

爱的力量
爱的力量是深沉的，
它是前进的动力，
是人生旅途中的温暖。它或许并非惊天动
地，
而只是包含在生活里平凡的一事、一物
中。在我的心中，它就蕴藏在每年大年初
一的那一碗蜜枣年糕茶中。
呵气成霜。车窗外是麦田，阳光照耀
着残雪未消的大地。一幅多么熟悉的场景
呵！我坐在回乡的汽车上，这冬日的暖阳
就像老家堂屋前的大红灯笼，引着我的思
绪回到童年。
儿时和奶奶在乡下生活过，
每到过年，
琳琅满目的年货中，
制作工序最繁琐、也最
让我心动的就是奶奶做的年糕。屋后的小
河上了冻，窗外的梨树枝条凌乱、了无生
机，但厨房里的炊烟却暖暖地氤氲着。当
年收获的新米和上糯米，磨粉、压进模子，
入大锅蒸……火塘里的柴火哔啵作响，大
铁锅上腾起蒸气，让我盼着过年的心愈发
喜悦。
“伢儿”
，久违的乡音响起，
打断了我的
回忆。车已停下，
一条沿河的土路那头，
是
我那在田间劳作的奶奶。距离虽远，却听
得真切，我忍不住在窄窄的小路上飞奔起
来，
一头扎进奶奶温暖的怀抱。
又到一年团圆时，家里热热闹闹的。
大年初一的清晨，迎接新年的爆竹声响
起。奶奶像往常一样，
来喊我吃早饭。
“奶奶，新年快乐！”
我也用满心的祝福
迎接她。奶奶朴实慈祥的笑容、关切的话
语让我感到亲切和幸福。
桌上摆着丰盛的早餐。有父亲爱吃的
京枣麻糕，也有母亲爱吃的小菜，
而最吸引

我的，是瓷碗中盛着的热气腾腾的蜜枣年
糕茶。
奶奶很早就告诉过我，年糕，寓意年年
高升，蜜枣，象征新一年的生活甜甜蜜蜜。
小时候的我，只是捧着碗听得入了迷，而现
在，
我更加明白了其中饱含的深情与爱。
这一碗茶，奶奶每年都在做。曾经因
爷爷外出打工、独自操持农活和家务、供两
个儿子读书的奶奶，已日渐老去。手上布
满皱纹，白发越来越多，腿脚也不灵便了；
她不时患上小毛小病，记忆力越来越差，甚
至会因突发低血糖而不认识回家的路。但
对于儿孙的那份爱，她却始终不会忘记。
为什么？答案就在那碗汤中，是爱的力量
使然。是她对我们的爱，使得奶奶依旧劳
作，依旧守在田间地头，依然站在灶前掌
勺，
依旧做着她力所能及的一切。
我抿了一口汤，
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
吃着年糕，我想起儿时奶奶用爱呵护
我的日子，感慨万千。她任劳任怨、不求
回报，但我要尽己所能去感恩。去体谅奶
奶不再硬朗的身体吧，去多陪陪她吧！作
为一个学生，我更想用努力的学习来让这
份爱更有价值。爱让我的肩上多了一份
期待与责任，同时这份爱也赋予我信心和
力量。
虽然不常返乡，但那份亲情之爱，却可
以跨越时空的阻隔，一如那碗蜜枣年糕茶，
甜在口中、暖在心间，让我在前进的道路上
勇往直前。
南通田家炳中学初二（5）班 王芸阁
指导老师 黄枫

成长的记忆
月考结束后的那天，天似乎黑得特别
早。我的心，比窗外的夜更加阴暗。昏黄的
灯光下，我和爸爸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秋
风拂过，让人感到一阵阵寒意。落叶被踩发
出的“吱呀”声也好像在嘲笑我的成绩。我们
俩走着，
悄无声息地走着，只有落叶之声。
爸爸打破了这一沉寂：
“ 儿子，爸爸小时
候……”爸爸刚起个头，我立刻抢过话头：
“我
知道，你年年三好生，你一直是大队长，你是
最优秀的！我总是比不过你！”我的情绪一下
子爆发了，
“你要我怎样？”
爸爸立刻就住了嘴，
只是默默地拍拍我的
肩膀。我忍了一天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你自己想想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地？
你的问题在哪里？”
爸爸严肃地对我说。
爸爸长时间地沉默着。我的愧悔像潮水
一样涌上心头。是我入学考试考得比较好了
以后，一直沾沾自喜，
才导致了这次的失败。
“儿子，你太浮躁了！”爸爸如秋雨般的话
凉凉地打在我的心上。
“做任何事都要有一颗
平和之心，要静气凝神。每临大事有静气，不
信今时无古贤。
”
刹那间，
这充满哲理的话一下子让我清醒
过来。浮躁是做事的大忌，
我败就败在浮躁二
字上了！学习、做人都要执平和之心，携坚持
之气，
不骄不躁。学习如此，
做人亦如此。
我抬眼看看爸爸，才发现，原来不知道什
么时候，他的满头黑发中竟也夹杂着几丝白
发，眼角爬上了皱纹。为我操劳的岁月已经
刻画在他的脸上。
我悄悄地握住爸爸的手，好温暖好安
心！良言如春，暖于布帛。醍醐灌顶，受益颇
丰。
我们继续走着，快到楼底下时，看见屋内
的灯亮了，窗口站着另一个熟悉的身影。是
妈妈！她担心我的心情，一直关注着我和爸
爸的谈话。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爸爸妈妈，心
中的雨点来了，你们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
荫蔽！
倏忽间，闻到一阵桂花香。路灯下，月季
也开得正艳，那绿叶，是那样的生机勃勃，深
浅斑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旻天
网极。”爸爸妈妈，真的非常感激你们！我会
带着你们对我的爱、带着这一份感激，奔赴茫
茫前程路，
我再也不会害怕！
南通田家炳中学初一（5）班 蔡荣奕
指导老师 金锦锋

记承天寺夜游
在元丰皇帝统治的第六年，十月十二日
晚上，苏轼解下衣裳，略有些睡意了。这时，
轻柔的月光探照进门内，携着一缕微风，拂过
苏轼的眼眉。似是无意，驱散了他的困倦；如
若有心，点亮了他的心灯。高兴地，苏轼轻轻
推开前门，
走入夜色。
出了门，苏轼心中却多了几分惆怅：如今
我被贬至此，又有谁敢与我交往？而今月色
如水，又有谁有这闲情，与我共赏呢！双脚，
不自觉地走着；待苏轼回神，已到了承天寺
外。也是啊，张怀民就住在此处。急切地走
入，四处张望，苏轼是多么渴望与这位知心好
友共同赏月啊！一会儿，迎面便碰上了张怀
民的身影，
同样，也是毫无睡意。
相视一笑，并肩踏入院子里。心有灵犀
的喜悦，
在苏轼与张怀民心中肆意弥漫。
皎洁的月，高悬在空中，向人间倾洒她银
亮的清辉。宽敞的庭院地面，像积了薄薄一
层的清水，澄澈透明；如平滑的镜面，无波无
纹；似仙境的幻影，精密美好，仿佛一碰就会
碎落满地。而在这“水”中，青葱的藻、翠绿的
荇，纵横交错，杂乱相织，却让人莫名觉得井
然有序。仔细环顾，呵，大概是两旁青竹翠柏
的影子吧。
怀民不语，但眼中的向往却不可隐藏。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
吾两人者耳。”苏轼，缓缓吟道，流露出淡淡的
自嘲。一时间，被贬的悲凉、赏月的欣喜和对
尘俗功名的鄙视，一起倾泻出来，留下的是坦
荡和旷达，
铭刻于苏轼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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