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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并
没有跟着队伍
走到最后，但
这些经历对于
我来说是冬日
翡翠，稀有珍
贵。——题记

这一个个
词语像光圈围
绕 在 我 的 身
边，一开始总

觉得它们平庸无常甚至令人厌恶，没想到最后竟变成了
不舍与珍惜……

拿出字典再看看要听写的字词，应该已经将这些如
孑孓一般密密麻麻的词语暂时存入脑海之中。哎，还有
那不羁的笔顺，才是最摄人心魄的。

撑着头看向天空，雪花们正在空中翩翩起舞，但我却没
有心情去欣赏它们。抱着几本字典背背背，毫无乐趣，越想
越愤懑便直接将字典狠狠地摔在了一边。无意中的抬头，
看着受伤却还陪伴着我们一起打败字典的晓璐老师，心
中又为之动容，为什么我不能有这番境界，好好珍惜？

雪怎么还越下越大了，但其他队友的兴致似乎一如
既往的高涨。“出来吧，来拍照。”也好，免得日后想怀念也
不知道该怎么想，怎么念。

这漫天的大雪冷得我直跳脚，可没想到孙老师还是
拄着双拐来了。看着她在雪地中艰难前行，脸上挂着的是
如暖阳一般的微笑，突然觉得身后有一股力量在推我前
进。想想我们也都是好不容易才走到现在，能参与这个活
动，甚至借着这个契机把难以吞咽的字典“吃”个精光，也
实属荣幸。是的，我的的确确应该好好地珍惜这一切。

雪，落在枝桠上，屋檐上，勾勒出不同风景的美丽弧
线，融合在朦胧的视线中，若有似无，一片纯白。

在这个雪舞时节，心中想着缱绻在一起如跳动的音
符般的词语，如同细碎的六角精灵，翩跹的形态，晶莹地
浸润着我的梦想，我开始把字典当作翡翠一样珍贵。

可惜还是差了一点点，还是心里噙着泪地离开了汉
听的队伍。孙老师说千万别哭啊！可我怎么会哭呢，这
是一段珍贵的经历，是其他人想要都要不来的，它一定会
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想：冬日翡翠一般的你们，一定会把我们共同的梦
想坚持到最后的。

评语：情感自然流于笔端，在情景交融中铭记这一段难
忘的时光！无须多言，最真挚的，也就是最美好的。孩子，你
已然成长，带着你的梦想继续前行！ 指导老师：孙晓璐

冬日的翡翠
2013级（9）班 柯晨曦

天地间狼烟四起，乱世中你谈笑风
生。你身处历史洪流宠辱不惊，从隐居
之士到一国相臣，世人对你几番赞叹几
番批判。而我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读你
的一对二表，领略你的不世才华，品味
你的经纶风范。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苏轼的千古名句传唱着你的不朽
人生。你隐居在草庐之中，常唱《梁甫
吟》心怀天下，帝室之胄刘备三顾茅
庐，传出千古佳话。一番隆中佳对，明
察天下时事，勾画天下蓝图，布谋略定
三国，博得刘备赞许不绝。为报刘备
识人之才、知遇之恩，走出茅庐共搏天
下。我在想，你身为一介儒生相逢知
音，甘愿鞍前马后，鞠躬尽瘁。大概在
我看来，你是一位愿遇明主的人，就像
千里马和伯乐那般。这番读你似乎还
不够，你的心和情不会停留，你的义和
勇才刚刚开始。

曹操欲统一天下，建千秋功业，发

兵荆楚。刘备见人数众多，想要南逃，
你奉命危难之间出使孙吴。那时的你
是否已胸有成竹？孙权帐下主张降曹
的很多，而你舌战群儒，尽展风采。你
踏足这片乱湖，用言语化平这乱湖波
纹。其实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八十万
大军挥师南下，就算降了又如何？这或
许就是你，就算为人所谋也不忘初心，
运用自己智慧了断这熊熊烈火燃起的
纷争。虽不知那夜刮起的东风是你所
算还是天势使然，不可否认这一场赤壁
之战有你的功劳。我又渐渐读懂了一
点你——那个有勇有谋的你。

时间沉淀一切，岁月在无数次纷
争中飞逝。刘备听闻自己曾经桃园结
义的弟兄离去，变得郁郁寡欢在临终托
言。他早已明白儿子是扶不起的阿斗，
愿意让你以亚父自居，辅佐阿斗。而你
却始终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深入不毛，南擒孟获。
奖率三军，北上伐魏。为表忠心，写出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出师表》。表末写
道：“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十
二字情真意切，字字无不透露忠心耿
正。你为蜀汉已付出太多，一次一次的
出谋划策，总想了结心愿。其实你已经
足够了，忠义流芳，青史留名。你就是那
样事事为国操心，却总忘记了自己。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卦图。”就算
历史人物众多，我不会忘记你，我会一
步一步走近你，读你之事，明你之心。

评语：诸葛亮是三国时杰出的政
治家、军事家，是“千古良相”的典范。
小作者研读名著之深令人欣慰，从三
顾茅庐到舌战群儒，从赤壁之战再到
白帝托孤，把一个有超人胆略和智慧
的英雄诸葛亮鲜活地呈现在众人面
前。字字饱含真情，句句凝练敬仰，实
乃大气之作。 指导老师：阮平

读你之事 明你之心
2012级（5）班 周子璇

☆☆☆优秀学子☆☆☆
眼前这个阳光男孩是2012级（11）

班团支部书记兼学习委员唐鹏飞。
他是一个勤奋的男孩。课堂上，

他认真听讲，课后他认真复习，并在
繁重的学习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他喜欢数学，善于钻研数学难题，多
次在省市数学竞赛中获一、二等奖。
他的努力，成为了“校园之星”“学习
标兵”的不二人选，也光荣的被华师
一录取。

他是一个努力的男孩。在学校，

各种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在家中，他
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也会力所能及
的做些家务。

他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男孩。作
为班干部，他尽职尽责，能协助老师
管理班级事务。他与同学相处融洽，
能在同学中传递正能量，让同学们感
受到他的真诚和温暖。

未来的路还很漫长，相信他会
继续努力，朝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
进。

她是一个令家长欣慰，令老师骄
傲的乖乖女。品行端正、责任心强、有
担当。

温顺平和的性格使她与身边的每
个人都相处得很好，至于学习，她更是
精益求精、勇于探索、锐意进取，形成了
一套适合自己的良好的学习方法，各科
成绩都能均衡发展，并取得了优异成
绩:她在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得湖
北赛区三等奖,咸宁市数学竞赛三等奖,
咸宁市阅读大赛特等奖，而且还在咸宁

市第三届汉字听写大赛中有着突出表
现，得到老师、学生一致好评。

在担任班干部期间，她能协助班
主任工作，是班主任管理工作的得力
助手。在学习上，不但自己勤奋刻苦、
善于钻研，而且还帮助学习上接受能
力较慢的同学一起进步，成为班上学
生的学习榜样。

她性格沉稳，她喜欢坚持，她学习
成绩优良，但从不骄傲自满，她就是
2013级（9）班的学习委员晏如。

她为人真诚，活泼开朗，脚踏实
地。她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香自苦寒来”，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课堂上，她全神贯注，眼睛始终在
老师与课本上来回穿梭，不懂就问。
下课时，经常会看到她埋头在题海中，
与各种难题斗争。回家后，她不仅认
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帮父母做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她的才华，不仅仅体现在学习上，

在乐器方面上也小有成就，在“放飞希
望”优秀人才选拔赛中，荣获省二等奖，
悠扬的葫芦丝声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
好评。

任何道路都是靠自己走出来的，而
不是靠自己在梦中等来的。相信她不
会陶醉于自己的成功,会更加努力创
造出一片辉煌!

她就是 2014 级（2）班团支书汪春
昕。

我静静地站在夜空中，凝望着头顶上无数珍珠般的
星星。安宁，而又舒适。突然一颗漂亮而又闪亮的星划
过天际，我不由惊叹，它将带给我什么？

——题记
公园里的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切小生命，娇嫩的小草

从地底下冒出来，鲜艳的小花也争相开放，金色的光束穿
过树叶，自由地洒向还留有一片残雪的大地。这里的一
切是那么具有怀旧感。

我慢慢地走进公园，坐在一个精致的花雕石凳上，享
受着这里最自然、温暖的沐浴。面前是一棵饱经沧桑的
古树，粗壮高大，但仍掩饰不住遍布全身的皱纹。我闭上
双眼，想在这安适的环境里休息一下。突然，我感觉到内
心深处的一个东西正在奋力地向前，它的速度很快，很有
力量，但却很轻盈。它就像一颗小星星，想要迫不及待地
来到我面前一样。渐渐地面前变得模糊起来，我的记忆
沙漏变换了方向……

溪水静静地流淌，树木密密地环抱，人们幸福地生活
——这就是幼时的我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场景。我们每
天都会与可爱的大鹅、小黄鸡们嬉闹在一起，生活里充满
了快乐。记得我很喜欢让爷爷撑着小船将我载到小河中
央，不仅可以欣赏两旁青翠欲滴的芦苇和艾蒿，还可以将
手伸进约一尺高的芦苇丛中寻找鸭蛋。我总是会询问爷
爷：“什么时候可以看见在河里的小野鸭？”爷爷也总是回
答：“野鸭最喜欢小河了，它们高兴的时候定会来的。”

终于在一天早晨，我从染着灰色雾气的小河面上，瞥
见不远处有一团绿白色的物体。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一
直以来最期盼看到的绿头野鸭！我在手掌上放了一些玉
米粒。小鸭看见了，便兴奋地扑打着那对蓬松的翅膀，飞
快地朝我奔来。它满意地填饱了肚子后，却没有一丝留
下来的念头，而是更迫不及待地向小河的尽头游去。我
有些失望，但更多的是好奇。“为什么它要急着走？”我不
解地问爷爷。“它们是要去更美、更清澈的湖水里生活。
它们都向往着能过上更美好的日子，即便这条小河是它
们曾经最爱的家乡，但它们坚信辽阔的水域里会有比这
里更美好生存领地，所以坚持不懈地向梦想方向前进。”
爷爷把目光重新落在了我身上，继续说：“乡村也不是你
一生都要待着的地方。未来由自己掌控，你要学习野鸭
为梦想而奋斗不止的精神，那样才能过上自己最向往的
美好生活。”

再次回到故乡游玩，已是几年后的事了。随着时光
的匆匆流逝，我不再是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而变
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青少年。那条小河竟被填平，灰白
的水泥小道看上去是那么的黯淡和沧桑。不过令我心头
一震的是，在小河被填平之前，没有一只野鸭断送掉性
命。我想，一定是它们最渴望的梦想引领它们脱离了死
亡的边缘，野鸭们也一定在美丽的大湖泊里微笑吧……

记忆沙漏再次变换了方向，划过记忆的那颗顽皮的
小星星，也挥手向我告别，继续飞向那属于它的一片天，
面前的古树苍老而又憔悴地站在一簇草丛里。

我从石凳上站起来，望看脚下那条直通公园尽头，却
落叶满地、树枝交错的石板路，我有些犹豫，要不要经过
这条路？突然，那颗小星星仿佛又出现在我面前，朝我甜
甜地微笑。

我坚定地踏上了这条“障碍重重”的小路，因为我相信，
它就如同一条梦想之路，将带领着我走向幸福的彼岸。

评语：随着记忆沙漏方
向的转变，我们在小作者的
淡淡叙述中结识了那颗顽皮
的小星星，它美丽、闪亮而又
充满了哲思。文章语言充满
了童真童趣，并通过多处环
境描写来烘托人物心情，十
分艺术化，不失为一篇佳
作。 指导老师：陈铷

假如有一天
——参观自然威力馆有感

2014级（10）班 程彬健

假如有一天，轻轻的拉开窗帘，迎面而来的
是灰蒙蒙的天，眼前的高楼大厦，就像蒙上了一
层厚实的纱布，看不到它的模样。

假如有一天，睁开朦胧的睡眼，眼前是一瞬
间的天崩地裂，你此刻的的心情，就像那空中肆
掠的龙卷风，弥漫着不安与绝望。

假如有一天，火山如雨后春笋，爆发着极度
的愤怒与悲伤，炽热如炎的是心，就像那猛砸向
地面的岩石，碎裂的痛苦心情。

假如有一天，大海已离开海面，汹涌的是她
们悲壮的哭声，她不再温柔似水，她可怕的扑向
远远的岸上，围住繁华的城市。

当那一天无声地扑向我们，我们是带上口
罩，不顾一切的离开，还是用河水轻抚愤怒的岩
浆？是躲进坚固的堡垒，还是筑起一座巨大的
堤坝，要不就是全民行动，搬到别的宜居星球上
去居住？

我想，到了那一天，祖国一定会研究出最新
的科技。

那一天，警铃压抑四起，有的人涨红了脸，
身上冒着冷汗，不停拉扯着自己西服上的领
带。临危之际，他们并没有落荒而逃，他们排好
了队，有序的出来，为自己和他人搭起了一座生
命之桥。等到应急救援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我们
带上新研制的保障翅膀，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这种翅膀能让我们如同鸟儿一般，飞离灾难。
假如遇到一些不便处理的意外灾害，它还会瞬
间自行启动金钟罩般的护屏。我们按下按钮，
保障翅膀会带着我们慢慢的飞到了高空抵达指
定的安全地点，再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抵达地
底，那是用最坚固的钢筋筑成的，用特制的种
子，种出一大片地底树林、花园，永远不会枯萎，
日夜能制造出大量的氧气，为人们供氧。树林
里林立着许多古香古色的建筑，那些便是人们
舒适的避难所，那里有一种特殊的装置，能将地
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强大的动力转换成
能量，人们在那里依旧能找到自己温暖的归
处。人们最终会在灾难中醒悟，明白自己对环
境的影响，从此，人们不再砍伐树木了。春天来
了，百花争艳；夏天来了，树木葱茏；秋天来了，
果实累累；冬天来了，白雪皑皑。放眼望去，天
蓝蓝，水清清，雾霾仿佛就是多年以前的历史。
人们都已安居乐业，过着衣食无忧和谐幸福的
生活。打开窗户会有阳光渗透进来，还有浓郁
的花香扑鼻而来。

假如有一天，繁星点点。
假如有一天，青山绿水。
假如有一天，桃红柳翠。
假如有一天，莺歌燕舞。
假如有一天......
评语：小作者行文思路清新，线索明朗；文

章开头引人入胜，吸引读者；内容想象丰富大
胆，生动?逼真，点面结合，细节描写颇具匠心；
语言优美流畅，亲切委婉；结尾点题含蓄，又耐
人寻味。 指导老师：卫玲

前几日读到《诗》：“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想到今时已花满山城。不经
意间，思绪里又现一幕叶褪花尽时的
情景。

去年的秋来得晚，叶黄时，已是十
月中旬。那时，正是参赛初期，从语文
老师那里得知学校要进行“汉听”选拔,
那一夜我竟兴奋得难眠。

经过班上几番轮战选拔，我开始了
“啃”字典的生活，挤出了业余时间，再把
美术和体育也舍去，仍然感到时间紧张，
但确实有番意思，这份天真的干劲也来自
赛台的诱惑。

去年雪也迟迟来了，背字典的日
子曳着似乎沉重的背影从秋的落花中
走远。紧张的培训中，常遇一些佳词，
或是伴噱之词，提问、理解、熟记，为每
天的收获满足着。程老师来了，拄着
拐的孙老师也来了。窗外，雪停江南
江南没寒意，雨润江南江南梅花开。
冬，把一切酝酿得那样平静而耐人寻
味。

大年刚过，又开始背如丘的资料，
那本字典也不闲着，为我们的前行铺
路。懒阳的早晨，还渗着寒意的花香，

我们又相聚一堂，大家口中念的大抵
是些年味感言，抑或几句趣话。然而
那种惬然攀谈的气氛，比年前淡了许
多。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小，我遗憾，庆
幸，感慨。还是孙老师的那句“你们是
最棒的孩子，他们离去了，你们要带着
他们的梦继续飞！”平静了我的心，给
予我们莫大的鼓励与安慰；花一枯一
荣，无穷变幻，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努
力如早春的迎春花傲然绽放！

几日后便开学了，距市赛也只剩
两周。剩余的人都拼尽全力，但纵观
全局，在轻轻泪痕之中，我无奈目送几
位好友的离开，那是一曲骊歌也挥不
去的伤愁。

市赛我们队轻松夺冠。
我们随着春天的花瓣雨欢歌笑

语，似攀登者在半崖壁上寻到了休憩
处。我们在照片上写下我们的胜利笔
迹，我们也学会了在掌声中渐渐沉
静。市赛后的训练，是甜蜜的，也是苦
涩的，剩余的七个人愈加默契，我们在
词海中遨游。我们为彼此起不同的诨
号，这或是一种打趣释压的方法，我们
之间的话语常让雷鹏做了替罪羊。而
为了惩处，我们跑过，跳过；为了讨论，
我们笑过，严肃过；为了回忆，我们一
起唱过，期待过；为了记词，我们吵过，
原谅过；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我们却
没有埋怨过。

暖春来了，花满园；山青坡绿，鸟
逐风。迎着一贯的春的景色，却又怀
着不平常的心，一行十几人赶赴武
汉。赛事开始了，我观了两轮的比赛，
感觉颇喜，憧憬着午后我们队的精彩
表现。他们都说不紧张，这大抵是蒙

着心说的。我们对于过去的半年之苦
都寄于这场比赛了。他们按规则上来
下去，我心如悬钧，但辗转几轮后，落
选了，直到剩余两队都错误的一词“王
禹偁”，我们队直呼遗憾，这是我们熟
悉的词！每个人脸上写着无奈；我们
就在那个美丽的幻想中自我安慰，虽
名花不解语，但无情也动人。

铩羽归去酒店后，看到桌上那本
旧模样的字典，还有那些疲倦的资料，
和有那几张定格着笑脸的老照片的时
候，心里会有淡淡的哀愁。

天暗下来了，夜色里的武汉是迷
人的，灯远远地点缀出老武汉的城市
面容，一切比以往更匆匆，一切又比以
往的记忆愈加难以抽离。这晚，我们
却十分欢脱，压力释然了，又有更多潜
意识中不为人知的思绪涌动。深夜里
我却十分煎熬，眠不去，也只剩下心中
空空的风吹着缱绻的花瓣，我仿佛独
自徘徊在花前；面对那窗外静静地隐
约的月，心里浮起那些回忆的画面；何
时世事常花好月圆？我们不也满载而
归么！

第二天，勾留半响，我们便草草离
开，一路的风景依旧动人。

近几日，我偶尔又捧起字典，那
其间的彩墨渲染的词条，顺着记忆的
藤，花开了一路，径直去了那脆弱的
一片天地。如何呢，泪下花落亦花
开。

评语：这是作者难忘的心路历
程。句句含情，细腻起伏的情感拨动
读者的心。文章蕴含的哲思引人思
考，尤其结尾句“泪下花落亦花开”韵
味无穷。 指导老师：丁慧

花落亦花开
——“汉字听写大会”参赛有感

2013级（10）班 罗绎珽

新的一年
快要到了，天
气越来越冷，
坐在教室的我
不禁打几个寒
颤，因为遗传
爸爸的汗脚，
每天我的脚都
是冰凉的。

临近期末，
作业也渐渐多
了，从一开始的
7点完成到了8点半。这让我没有时间去打乒乓
球将身子暖一下，妈妈便为我打来热水泡脚，但
是一走出来，那热气便散到了九霄云外了。

我和妈妈睡一个床，有时我忘了灌热水
袋，便把我“娇小”的脚伸到妈妈的被窝里冰
她。每一次，妈妈都会抱怨几句，却并没有用
实际行动来阻止我的“进攻”，而我总是死乞白
赖的愈发紧贴妈妈，心里偷偷的想，反正老妈
这么暖和，借点儿热气也不要紧，这样一借就
是八、九年。

渐渐的，这成了我的一个习惯，直到最近。
那天晚上，气温似乎格外低，我灌好热水袋睡
觉，躺在床上，我的脚被热水袋暖得热乎乎的。
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我竟一直没有睡意。不
知道妈妈睡了没？我像往常一样，派出一队人
马，到妈妈那儿去侦查“敌情”。 我把脚像往常
一样贴上去，顿时感觉好像贴了冰，我不由的打
了个寒颤，妈妈的脚和我以前的脚一样，是冰冷
的，好像比我以前的还要冷上三分。

黑暗中传来妈妈的话：“赶紧睡，明天还要
上学呢，别冰者你了。”说着便把脚移开。我愣
了愣，心里泛起波澜。

见妈妈要躲开，我急忙再加上一队人马
——另一条腿，全部出击，追上妈妈的脚。贴上
后，我不禁又抖了一下，妈妈又开始让我松开，
过了一会儿，妈妈终于停了下来。这时我们的
脚像往常一样，紧紧的贴在了一起。只是，这一
次是我为她暖脚。我清晰的感觉到了那寒冷，
可我并不想离开，尽管我的脚上传来了寒冷，但
我知道这温暖一定会传递给妈妈。想到这，我
的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流到嘴角，咸咸的。

妈妈的那双“温暖”的脚，温暖了我，让我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暖”的冬天。那温暖，从
足下而生，流进了我的心里，将会温暖我的一
生。

评语：暖脚是多么平常与细小的举动，多少
孩子都享受过。懂得感恩的孩子不仅感受到了
它的温度，更懂得传递这份温度，“感恩”这份难
得的情愫珍贵而动人。 指导老师：李朝霞

足下的温暖
2014级（5）班 徐尔阳

划过记忆的那颗星
2012级（3）班 张欣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