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每朵花都能绽放，但每朵花都要有绽放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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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远方

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但我
愿劈波斩浪，一路向阳，为了远方。

亲人的爱就像阳光，总是那么温

暖，那么默默无闻，如涓涓细流呵护我

的成长！

难
忘
的
军
训
时
光

《荷塘月色》 敖梓楠（13岁）

珍 贵 的 雨 伞
■ 北京市西城区第六十六中学七年级
（八）班 李宜恒

六月的雨，哗啦啦地落在地上，顿
时路面多了很多小小的涟漪，像大自然
正在弹奏一首优美的钢琴曲。

我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雨，情不自禁
想起我珍藏的那把雨伞，我一直把它当
作我最珍爱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有多
贵重，而是因为每当看到它，就会想起
最疼爱我的姥爷，想起那年姥爷给我送
雨伞的往事。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
忙于上班，爷爷奶奶常年在外。姥姥身
体不好，自顾不暇，唯有姥爷照顾我的
生活，每天接送我上学放学。

后来姥爷痛风病情加重，双腿开始
肿胀，走路有点困难，只能在家养病，极
少出门。

有一天，早上上学时还晴空万里，
下午放学时却下起了倾盆大雨。那天
我没有带雨伞，所幸从同学那里借了一
把，我独自放学回家了。

回到家，当我打开家门的那一刻，
却发现在家养病的姥爷不在家，我连忙
给姥爷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那头传

来了汽车的轰鸣声与雨水的哗啦声，我
有些纳闷，着急地问道：“姥爷，你在哪
儿呢？去哪儿了？我到家了，没事您就
快回来吧！”

姥爷听到我的声音，立刻问道：“你
到家了？没有淋雨吧，我在给你送雨伞
的路上。”

姥爷沙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
来，我的眼泪瞬间流了出来。“我自己
放学回家，不是跟您说了嘛，您脚都肿
成那样了，去接我干嘛？”我边哭边说，
平生第一次真正地流泪，与儿时挨打
时顽皮的哭都不同，这一次是感动的
泪水。

“你从小身体就不好，万一淋雨
了，着凉生病，会耽误学习。”爷爷迫切
说道。

“你快点回来吧！”我急忙回应。
过了近一个小时，姥爷才姗姗而回。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我扶
着姥爷边问。

“走回来的。”这平平淡淡的四个
字，从站立都很困难的姥爷嘴里说出
来，我内心愧疚不已，姥爷的回答让我
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一段路并不远，如果是我正常步

行，大概十多分钟的路程，但对于痛风
引发的脚肿疼痛难忍的姥爷来说，却是
一道漫长艰巨的路程。

“我不是想能省点钱就省点儿钱
吗。”姥爷的这句话再一次让我一时愣
住了。

看着衣服被大雨打湿的姥爷，我忍
不住又想哭，赶紧催他去洗一个热水
澡，以免着凉了。

外面的雨声与浴室里的水声混在
一起，姥爷的话回响在耳边，我不由得
反省自己。我的衣服、鞋子动辄几百甚
至上千，时常还挑三拣四。可姥爷却连
十几元一次的出租车都舍不得坐。我
深信姥爷省下的每一分钱，都会毫不犹
豫地花在我身上，姥爷对我的爱是如此
深沉与厚重。

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姥爷病逝
了，我内心非常难过，因为那个最疼爱
我的姥爷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再也无法
感受到他的关爱。但姥爷去接我的这
把雨伞我一直珍藏着，仿佛就像姥爷一
直陪着我成长。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把雨伞，
它承载着我对姥爷无限的怀念，这人间
可贵的亲情，值得永远回味。

一把雨伞，它承载着我对姥爷无限的怀念，这人间可贵的亲情，值得永远回味。

■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二（710）班 吕汶洁

随意拿起手边的一本书，最先看到的便是“既然
选择了远方，留给过去的只能是背影”，默默地在心
中念了一下，思绪也渐渐飘远，而远方二字却一直在
脑海中徘徊。

问过自己很多次，远方到底是什么？思绪天马
行空，许多答案一闪而过，最终抓住的只有梦想所在
之处这一个答案。那么，远方对我来说，大概就是内
心中最渴望到达的那个地方，是想放弃时支撑自己
走下去的最大动力。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但我愿劈波斩
浪，一路向阳，为了远方。

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姐姐，现在在读大学。她高
中时一开始并没有努力，直到高二找到了最想去的
地方，找到了属于她的远方，她才开始为了不让自己
后悔而努力，最终没有辜负这份努力，考上了她心仪
的大学，去了她想去的远方。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
她说过的一句话，我也曾几近坠入深渊，当勇攀高峰
的决心始终没有放弃，逐梦未至，热血难凉。我相信
眼前的苟且不是未来的模样，我还没有到达想去的
地方，所以我不肯停下。

我想，这就是远方带给我们的力量，正如汪国
真先生所说的那样，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
兼程。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给远方的解释是距离远
的地方，这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真正的远方是无
数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无数人为之努力，为之拼
搏，为之奋斗的地方，是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正
是远方带给我们披荆斩棘的力量；正是远方，告诉
我们前进的方向；正是远方，让我们相信前路满是
光芒。

唯有远方，不能辜负，也无法辜负，所以，让我们
一起用最向往远方的赤子之心，带上孤注一掷的勇
气，循着内心所向往之处，不忘初心，一直向前，越过
眼前的苟且，朝着远方奔去。

指导老师：刘剑

■ 福建省三明市列东中学初一（14）班
郑宇辰

风吹云散，花香满径。一年一度的校
运会来临了，周围的同学欢呼雀跃，这正
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可对于我这个完
全不喜欢运动的人来说，却没有那么高
兴。

未曾想，当运动员表格张贴出来时，
我却有点惊讶，那400米项目的参赛名单
里竟有我的名字。弄错了？我揉了揉眼
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谁都知道我这个
小胖墩从来就不爱运动，难道是要让我去
拖班级的后腿吗？以我目前的“实力”要
拖后腿，那可是稳稳的。

不行，一定是体育委员写错名字了，
我撒腿就冲向办公室找老师。“这是我特
地添上去的，希望能给你一次机会。”老师
的良苦用心真是让我欲哭无泪，心中的

“感激”难以言表。
没办法，我只好和其他运动员一样，

放学后到操场训练。“三，二，一，跑！”话音
刚落，我便冲了出去。可出师不利，刚跑
了两百多米，我便气喘吁吁，两腿沉重发
酸，好似绑上了两块巨石，难以迈步。跑
到三百五十多米时，我再也跑不动了，浑
身瘫软下来。

不跑了！拿不拿金牌与我何干！我
喘着粗气，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一边的
亭子里，闭着眼休息。许久，我睁开眼，两

眼呆滞，愣愣地看着操场上那些不停地晃
动跳跃的身影。唉，我何时也能有这般精
气神？我叹气地低下头，不经意间，一抹
白色撞入眼帘。

它白得瘦弱，白得透彻，却被卡在了
墙缝里——那是一株花，头上顶着一个花
苞，叶子上带着点干枯的土黄，由于生长
在石缝里，终日晒不到阳光，只能和周围
的杂草抢着那极少的营养。一阵清风拂
过，花儿倔强地摇了摇头，极力地舞动着
自己瘦小的风姿，我的心微微一颤，仿佛
被柔柔地撞了一下，一朵花都能为绽放付
出不懈的努力，我为什么不可以？

从此，放学后，操场上便多了一位奔
跑的少年。操场上的每一盏灯、每一棵
树、每一朵花都见证着少年的努力与拼
搏，夕阳、影子、汗水……无不诉说着少年
的坚强与毅力。因为他深知，此刻的奋斗
就是为了日后的精彩绽放。

淡黄的日历一页页翻过，运动会又再
一次来到。站在起跑线上，我穿着曾经想
都不敢想的运动服，望着身旁热情的观
众，心里不禁有些激动。“嘭”，随着枪声一
响，我全力向前跑去，却还是被其他选手
领先了几米。跑到三百多米时，我已落后
了一段距离，而酸痛感又如期而至，使我
的脚步慢了下来。我习惯性地转向那个
熟悉的角落，久违的阳光在那花瓣上跳
跃，染上了一层金边，那朵洁白的花儿正
绽放出夺目的光彩。顿时，我仿佛又有了

力气，向着终点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不是每朵花都能绽放，但每朵花都要

有绽放的勇气。成长路上，我挥洒汗水，
一路前行，用努力和拼搏书写我的少年风
采，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指导教师：雷碧玉

奔跑的少年奔跑的少年

■ 河南省沁阳市第二小学六年级（3）班
王婧涵

小草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轻轻地
探出了脑袋。鸟儿迎着和煦的春风，
欣欣然，张开了眼睛。

爱就像阳光，无处不在，我享受着
爱的抚摸，成长路上一片温暖。

妈妈的一次次耐心教导，爸爸的
一桌桌丰盛饭菜，爷爷的一声声殷切
期盼，奶奶的无数次嘘寒问暖，使我一
直快乐无忧，犹如沐浴在爱的海洋中。

亲人的爱就像阳光，总是那么温
暖，那么默默无闻，如涓涓细流呵护我
的成长！

小学六年的时间大多在校园里度
过，当我遭遇失败和沮丧时，朋友们给
予我安慰；当我获得成功而欢欣时，朋
友们给予我拥抱；当我遇上困难束手
无策时，朋友们鼎力相助……无数的
真挚话语，无数次的握手同游，使我天
天受到爱的滋润。

朋友的爱就像阳光，总是那么朴
实、纯真，与我在成长路上同行。

当我在大街上不小心掉了东西
时，会有一位小弟弟帮我捡起。当我
摔倒时，会有一位大姐姐向我伸出友
爱之手，拉我一把。茫茫人海中，陌生人的互相帮
助，使我明白了给予有时比索取更幸福。

陌生人的爱就像阳光，乐于奉献，不求回报，教
我学会了乐于助人。

嫩绿的小草舒展嫩绿的叶子，迎接太阳的笑脸，
可爱的小鸟扑腾着羽翼渐丰的翅膀，投入阳光的怀
抱。

爱就像阳光，时刻照耀着我，使我更加健康、充
实、幸福……

指导教师：王金娣

■ 北京市十一学校初一涵远区 宋沐遥

我的脚踝处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每
当看到它，我便会想起那个炎热的夏
日，那个让我依恋的怀抱，那温暖、幸福
的一刻。

我五岁那年，一个平凡的午后，一束
束夺目刺眼的阳光，如同一支支燃烧着火
焰的利箭滑进舒适凉爽的大海。熙熙攘
攘的人群中，有这样的一老一小，她们在

水中尽情地嬉戏、欢笑，
周围的人们纷纷投去含
笑的目光。

“啊！”突然一股冰
凉刺骨的痛从脚部袭
来。随之而来的还有
姥姥焦急的询问声：

“怎么啦？怎么啦？”我
疼得龇牙咧嘴：“石头
划到脚了，疼，疼……”
姥姥的脸一片煞白，赶
紧向我走来，我尖叫
道：“小心脚底下！小
心！”可姥姥怎么顾得
了那么多，平时略显迟
缓的步伐，如今在水中
却异常敏捷，她把我从

水中抱起，困难地挪到了沙滩上。
一上岸，姥姥赶忙用浴巾裹住了我

不住发抖的身体。我低头看着脚踝处一
道道刺眼的伤痕，正冒出鲜红的血珠。

“姥姥，我会死吗？”我幼稚地念叨着。姥
姥拿出水杯，旋开瓶盖，一边帮我清洗伤
口，一边故作镇定地安慰我。

“净瞎说，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过两
天就好了。”姥姥说着便抱起了我。一瞬
间，姥姥的手好像微微地颤动了一下，随

即又恢复了往日的稳定有力。我将小脑
袋依偎在姥姥的胸口，火炉般滚烫的身体
让我下意识地躲闪，姥姥牢牢抱紧我的双
手在此时却显得冰凉起来。我瞥向她的
双手，却被她手背沁着鲜血的伤痕揪得心
头一紧。

我猛然想起妈妈出门前的嘱咐：“姥
姥感冒刚好，一定看住了姥姥，不能让她
下水陪你玩儿。”我似乎想到了什么，抬头
望向姥姥苍白的脸，这才注意到她额头上
紧密排列的豆大汗珠，在皱纹间纵横。姥
姥嘴唇发紫，在张开闭合、闭合张开的双
唇间，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她的牙在不住地
打颤。我蜷缩在姥姥的怀里，屏气凝神，
整个世界只剩下姥姥深重、急促的呼吸
声。“姥姥，我没什么事，我还是自己走
吧！”我不想让姥姥看到我红通通的眼
眶。姥姥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容，抱着我的
双臂似乎又紧了紧：“你才多重啊！老实
躺着吧！”

躺在姥姥怀里的那一刻，我尝到了那
纯净又厚重的亲情。“姥姥，等我长大，换
我来背您，好不好？”夕阳西下，姥姥用胳
膊把我搂在怀里，我用臂弯环着她的肩
膀。我仰头，她垂眸，对视一笑，这一定是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指导教师：刘畅

躺在姥姥怀里的那一刻
我仰头，她垂眸，对视一笑，这一定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 内蒙古通辽市保康
第二中学七年（四）班 任洁

朝霞跃出迢迢星
野，红日探出熠熠银
河，岁月漫长，万物生
长。拨动记忆的琴
弦，开启军训的诗篇。

烈日当空，一群
少年站在操场上反反
复复地去练习每一个
动作，细小的汗珠已
从额头上缓缓渗出，
但这些丝毫不影响我
们训练的热情。我们
认真聆听着每一个动
作要领，仔细模仿着
教官的每一个姿势，
用心揣摩其中的精
髓，反复练习。初始
的兴趣和要做好的决
心使我乐在其中。而
到了蹲下、起立这一
训练内容时，我却犯
了难，总是做不好，教
官反复带我们练习，
眼看着整体一次比一
次好了，我却仍然跟
不上其他人的节奏，
当我正准备再练习一
下时，膝盖突然像针
扎了似的，一阵阵钻
心的疼痛迫使我揉了
揉膝盖。

看着旁边因为腿
疼休息的同学，我也
好想去休息一下，可

回头看看我们的队伍，看着那些在夕
阳的余晖下笔直站立的伙伴，我迟疑
了，这样高强度的训练已经持续五天
了，有谁不腿疼呢？可大家仍在坚持
训练，没有屈服于疼痛。我咬咬牙，
放下了举起一半的手。虽然训练时，
腿仍然像被掰开了骨缝似的痛，但我
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我想起了冯骥
才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大风可以吹
起一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
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屈服、不顺
从。”是啊，人生中的困难就像一座座
大山，唯有翻过这座山才有可能踏上
新的征程，只要坚持下去，努力总会
不负目标。我坚信：少年负壮气，奋
斗自有时！

经过刻苦的训练，我终于练好了
蹲起，看见我的动作趋于标准，跟上集
体的节拍，教官欣慰地笑了，我也笑得
很灿烂。军训会演时，在做蹲下、起立
这个动作时，我完成得干净利落，也为
班级的荣誉贡献了一份力量。虽然我
们得了二等奖，与一等奖失之交臂，但
回过头去，一路尽是风景。这次军训，
让我们成长了，蜕变了，彼时的少年站
在人生的转折点，回首望去，一路崎岖
早已繁花盛开。

难忘的军训时光，刻苦的训练情
景，无畏的诗与远方。阳光普照，少年
一笑，身后为光，风华正茂。风，漫过
林梢，而我，也将不负年少！

《未来时光》 庞翼添（10岁）

《芬芳自来》 李子夏（9岁）

《航空精神》 刘姿妍（9岁）

刻苦的训练情景，无畏的诗

与远方。阳光普照，少年一笑，

身后为光，风华正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