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湖山秋游
八年级 1 班   叶御风

初秋的早晨，和暖的

阳光照在美丽的校园里，

照在同学们兴奋的脸上。

今天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我们要去广东肇庆的鼎湖山秋游。

进入“北回归上的绿宝石”鼎

湖山，只见满目的葱茏。虽是秋天，

这里没有落叶的萧瑟与惨淡，有的

是满眼的苍翠与碧绿，各种乔木笔

直地将自己的枝干向天空伸展，翠

绿的叶子依旧密密咂咂地交错着。

那树顶上的便是湛蓝湛蓝的天，太

阳的光束透过叶隙洒在水泥路上，

明亮耀眼。

我们走啊走，步行了四十多分

钟，终于到了宝鼎园，稍稍停留一会，

吃点东西，老师又催我们继续赶路

了。而后便到了庆云寺，我们沿着

“ 去 秋 游

了！”一个声音

从人群中冒出

来。大家顿时都

兴奋起来，脸上

挂着开心的笑容，时不时地

互相询问，互相讨论。欢乐

的笑声回荡在整个校园内。

来到深圳海洋世界，我

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也许

是我太兴奋了吧，我竟闻到

了一丝海洋的气息，激起了

我对海底世界的好奇心。

拍完合照，便迫不及待

地奔向海洋剧场。来到那

里，早已是人山人海，热闹

非凡了。我们找到座

秋 游
七年级 6 班  曾景荟

位，安静地等待开始。一切

准备就绪，音乐响起，精彩

的表演开始了。刚开始，就

是精彩的跳水表演，演员们

的勇敢赢得了阵阵掌声。滑

稽小丑的幽默跳水表演，憨态十足的海

豹的稚趣表演，滑稽海狮的幽默表演和

聪慧海豚的特技表演，这些表演让我们

捧腹大笑，连连拍掌叫好。最为精彩的

还不是这些，而是 25 米极限高空跳水。

你们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

着演员要面临一场生死关头的挑战。他

爬上了 25 米高的阶梯，吸了一口气，所

有人都屏住呼吸，生怕惊扰到这位勇敢

的表演者。他又停了两分钟，背对观众，

开始了跳水。“扑通”一声，他安全地

跳入了水中，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

声。我似乎看到了，看到了他高兴的样子。

也许，他每天都要这样的极限高空跳水，

但可贵的是，他用乐观的精神对待了。

他用自己最独特的跳水技术完成了一个

又一个优美的动作，这是我看到最精彩

的跳水。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北极狐馆，瞧！

北极狐像一个睡意未消的孩子，懒洋洋

地躺着，可舒服啦！它慢慢睁开眼睛，

看到那么多陌生人，红了脸，把头歪向

另一边，害怕得蜷缩着身体。

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别的动物，如：

胖乎乎的白鲸，圆滚滚的海象，可爱的

水母，帅气的北极狼以及憨厚的北极

熊……这真是一次开阔眼界、丰富

多彩的海洋之

旅啊。 ■

记者：秋游当天您的精神状

态如何？

纪老师：秋游当天睡眠有点

不足，一想到要坐很久的车

就头疼，不过毕竟是第一次

去鼎湖山，很期待。

记者：和同学们一起玩得开

心吗？爬山感觉累吗？

纪老师：爬山当然累啦，大

家都有气没力地说话，不过

在坐车和休息途中和你们在

一起聊天还是很开心的。

记者：在登山过程中，和同学

们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纪老师：有一个调皮的男同

学拿一条假蛇挂在我的脖子

上，吓死我了，顿时感觉精神百倍，前

行的速度快了许多。

记者：您认为这次秋游去爬鼎湖山，对

同学们有什么意义？

纪老师：锻炼了同学们的毅力，还有那

种不断坚持下去的信念！同时，沿途大

家互帮互助，比如帮忙拿书包，增进了

同学间的友谊。在行进中，同学们也没

有散开，也可以看出班级的凝聚力。我

相信在以后集体生活中，同学们会感觉

到班级更有凝聚力了。

记者：您有发现同学们有什么做得不好

的地方和不当的行为吗 ? 给同学们一些

建议吧。

纪老师：有些女同学把书包给男同学背，

一个男同学带着两三个书包爬山。虽然

男同学都是自愿的，但也希望女同学也

要多多关心一下男生，不可以一直让男

生帮助女生啊，自立自强的女生更可爱

哦！

记者：谢谢老师接受采访。  ■

前几天，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秋游，

目的地是深圳的海洋公园，所以我们早

晨七点半就出发了。

伴随着汽车的轰鸣声，我们启程了。

窗外的景色吸引了我的目光，不仅有农

田、房屋，还有河流与桥梁，这让在学

校里憋了几天的我感到神清气爽啊，再

加上明媚的太阳抚摸着我整个心房，感

到里里外外格外的和谐……两个小时的

车程后，我们来到了海洋公园。

我们整个班是分头行动的，有的先

去玩游乐设施，有的先去参观展馆，有

的先去看演出……而我先去了离入口最

近的水母馆，一踏进门，惊呆了，和我

之前在央视频道看的有所不同，这里的

水母品种很多，有斑点水母，有乳白色

的水母，游起来就像轻轻浮动的羽毛球，

很小巧，特别的可爱啊，还有梦幻水母

哦，它的颜色就像梦幻新娘的婚纱，给

人无限的遐想，五颜六色，色彩斑斓，

漂亮极了。我赶紧上前近距离地观察，

发现水母们伞似的头顶，还有着和花一

样的纹路，就像鲜花在它们的头顶绽放，

这些活动的小精灵，游起来的姿势也很

优雅，就像在场馆跳舞的舞者一样，一

伸一缩，一会展开，一会收起，太可爱

啦！活脱脱的“海洋舞蹈家”呀！同学

们惊呼着，有的说：“水母就像海洋中

的

小灯笼，照亮了海底，

真可爱。”有的同学说：“水

母的身姿就像仙子一般，惹

人怜爱。”伴随着同学们的

赞叹声，我们不知不觉已经

到了水母馆出口，我依依不

舍地出了门，又回头望了望

那美丽又优雅的水母们，便

与同学们离开了。

我与几个同学又去玩了

些游乐设施，还去了几个展

馆，就已经到了集合时间了，

我们意犹未尽地坐上了回学

校的巴士，可我的心却还停

留在海洋公园，那里真让人

流连忘返啊！

这就是我秋游的一天，

特别留恋的是水母馆的参

观，那里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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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玲老师专访
学生会学习部  彭雨嘉

石阶走下去便是放生池，

许许多多被放生的乌龟在

水中游动着，时而岸边觅

食，时而嬉戏，动作样貌

着实憨厚可爱。池底有很多明晃晃

的东西，仔细看时，原来是人们对

幸福渴望而投下的硬币。往里走便

是供着佛像的一座座庙宇，香火的

味道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能散开。

这里古色古香，自有一种非凡的意

境。

最后我走到了中山先生游泳之

处——飞水潭，流水清彻透亮，潺

潺流动，叮咚作响。清凉的水吸引

着游客们纷纷上前感受。同学们更

是欢呼雀跃，一个个放下书包，走

到水边玩起水来，欢笑声回荡在山

谷中。苍翠寂静的山野之景，让我

们怡然自得在自然的怀抱中，我感

受到来自内心的平静。  ■

 海洋小精灵
七年级 8 班 肖娅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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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我校历史兴趣班“史学
先修班”的同学们参加了英国领事馆主办
的大宪章 800 周年原件、国王手谕全球巡
展活动，受益匪浅。

同学们不仅亲眼看见了原件，而且为
避免走马观花，经过提前学习，实现了从
课堂走向现场的学习。同学们认识到了《大
宪章》为“立宪的先声，法治的续曲，一
直与我们同在”；“《大宪章》是宪政的
源头、人权的宣言，已成为人类法治共同
的成果”；“在习近平主席访英之际，中
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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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晚，我校举行第一届“墨香杯”书法比赛决赛，有初一、初二年级学
生 150 人参加，书写内容分别为《龟虽寿》、《陋室铭》。这届“墨香杯”书法比赛，
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书法的兴趣，提高了他们审美和欣赏的能力，提升了学生书写品质，
增加了学生对中国书法知识的了解。  ■

第一届“墨香杯”书法比赛
曾昭游  撰稿

我校第一届校园歌手大赛顺利举行。
经过了激烈的班级海选、学校初选，共选出 10 组决赛选手。
初一（12）班杨妤、谢文慧《淋雨一直走》博得了不息的
掌声；初二（5）班的程沐欢同学特有的舞台魅力得到了
评委的一致赞许；初二（11）班的钟易、黄咏琳两位同学
精湛的唱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师生。最后黄咏琳、钟易荣
获第一名，贺穗荣获第二名，黄珊珊荣获第三名，杨妤、
谢文慧荣获第四名，程沐欢荣获第五名；冯慕柔荣获最具
潜力奖，贺穗荣获最具气质奖，叶聪颖荣获最佳精神文明
奖，程沐欢荣获最佳态度奖，黄咏琳、钟易荣获最佳唱功奖，
王智琪、高樱畅、熊青荣获优秀奖。

纵情歌唱，放飞梦想，本次活动提高了同学们热爱艺
术、全面发展的热情。■

第一届校园歌手大赛
窦桢  撰稿

史学先修班参加大宪章
800 周年原件全球巡展
杨仲林  撰稿

在 11 月 10 日下午的足球比赛中，我
校 U13 足球队主场对阵港湾中学，以 2:0 的战
绩战胜对手。初一 7 班骆晓驹和初二 8 班何润
胜各进一球；U15 足球队首战客场对阵广州市
123 中学，我校初二 6 班陈舒鸣同学一脚劲射，
最后以 2:0 的战绩首战告捷。

11 月 17 日，U15 足球队再捷，以 9:0 战胜
了中山大学附属外语实验学校！    ■

“富力杯”足球小组赛连捷
戴伟龙、鲁崇新  撰稿

勇于竞争，善于合作，共同进步
□   八年级 4 班    李嘉瑜

竞争无处不在。竞争是世界物种生存的法则，
是世界物种发展、进化、优化的自然法则。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优者发展。竞争使生存变得窘迫，竞争
令生命朝气蓬勃，生机焕发。

在公平的竞争中，人们能找到物质与精神上的
双重满足感，是互相促进的动力。

一个社会，一个物种，没有竞争是不可想象的，
是会在松懈中落后的，然后被淘汰，被消亡。我们
今天的学习也是如此，竞争使我们学习充满活力，
使我们充满进步的力量，也使我们的学习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促进我们的青春生命的成长与进步！我
们要善于合作，互帮互助，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才能达到双赢的理想效果，取得共同进步。

在美国俄州，每年都要举办南瓜大赛。杰克的

成绩相当优秀，连年获得首奖或优秀奖。然而，得
奖后，他却毫不吝啬地把种子分给邻居。一个邻居
不解地问：“你把种子分给我们，不怕我们种的南
瓜超过你吗 ?”杰克却笑着说：“其实我也是在帮我
自己 !”

在竞争中，杰克与对手合作，帮助对手进步。
同时，对手也能够激励杰克，使他不断进取，激发
自己的潜能，找出自己的差距，弥补自己的不足，
促使自己更加优秀。因此，我们要勇于竞争，更要
善于合作。

在这里，还有一个更引人深思的故事：两个饥
饿的人有幸得到了仙人的恩赐——一根鱼竿和一条
鲜鱼。其中一个人吃了鱼，但两天后还是饿死了；
另一个人要了鱼竿，但在走向大海的路途中便因饥

饿而一命呜呼了。如果他们能合作，共同分享一条
鱼，然后一起走向大海，也许结局会是完全不同。
由此看来，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获得双赢。

竞争，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的不足，找准了进步
的方向。竞争造就了我们渊博的学识、谦虚的人品
和坚毅的性格；善于合作，则让我们认识到团队的
力量，让我们学会了互相配合，彼此包容，共同进
步。勇于竞争，善于合作，那么就可以让 1+1>2，
做到事半功倍。同学们，让我们在学习上形成你追
我赶的局面，争当先进；同时，作为班组的一份子，
互相合作，为班级的共同进步而努力。努力学习吧，
同学们！珍惜少年美好的时光，让我们在华师初中
的每一天都过得努力而充实，过得无怨无悔！   ■

11 月 4 日，在团委、学生会外联部的组织
策划下，各社团在荣誉楼举行了第一届社团成果展
暨招新活动。现场，小提琴社、吉他社及声乐社为
招新在相互“斗琴”；文学社则展出了佳作——《伤
仲永》剧本；春秋历史学社以仿制的越王勾践剑、
四羊方尊及屈原像获得一片喝彩，更有指导老师杨
老师现场挥毫，王瀚宇、张浩同学在饭堂、宿舍舞
剑招新；天文社的同学架起了两架天文望远镜带你
现场“观天象”；摄影社展出了简约而富有生活情
调的摄影佳作；自然社甚至请来灵动可爱的小蜥蜴
助阵；日语研讨社、韩语社介绍外国文化，趣味盎然；
书画社、漫画社展出精心绘制的画作，同时邀请同
学即兴挥洒灵感，现场创作；动漫社的同学就变成
了二次元角色黑白熊、初音未来、洛丽塔及小埋……

现场真是精彩纷呈，热闹非凡，欢声笑语不断，
既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也陶冶了他们的身心。   ■

第一届社团成果展
王京  撰稿

国旗下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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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一名新老师时，我所指

导的这名学生，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

760 多名的位置——每科成绩都没有及

格，尤其英语只有二十几分。

一次偶然的谈话，我

得知了他英语成绩以及其

他成绩都不理想的原因：父

母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也几

乎没有时间照顾他。三年级开

始学英语，因为英语老师“严厉

凶狠”，而他又完全没有接触过英

语，所以选择了放弃，甚至产生了

厌恶和排斥。这时我才意识到，一直

以来，我对他提出的要求对他而言都

是过高的、难以达到的，他根本没有

动力去努力、去追求——因为他根本

达不到。

目标本来应该像是不高不矮的枝头上的果

实，能让学生“跳一跳，够得着”。于是，我适

当降低了对他的要求，让他认识到自己有学会英

语的希望和潜力，从而减少甚至消除他对英语的

排斥心理。比如，我允许他不需要像其他同学一

样背英语课文，而能够读出来，认真跟读就算完

成了任务；如果有些单词他不太记得了，我就让

他耐心地查词典或电子词典，这样他不只学会单

词的发音，还学会了猜测、思考单词的意义，比

只是模糊地记住发音去背出来更有效果。从此之

后，他开始主动来找我读书，并非常努力地记住

每个单词的发音，还会停下来问我，然后自己小

声多次地重复朗读，这就证明了他开始不厌恶英

语，而是希望能够学出点样子来。

其次，我还会公开在班上表扬他取得的每一

点进步。从 29 分考到了 35 分，按时按量地完成

了作业，写作业越来越认真、书写越来越有进步，

我都会表扬他。总之，我让他知道，他自己正在

不断地进步，正在慢慢地走回学习英语的正道

上。我希望我的鼓励能帮助他树立学习英语的信

心。

最终，他在本学期的期末考试中仅余两门不

及格，对英语的态度也发生了 180°的转变，甚

至假期主动要求进行英语补习并让我监督。《礼

记》有文：“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

乎勇。”这名学生能够勇敢直面自己学习的问题，

愿意作出改变，并且有实际上的行动，那么他就

初步具备了“知”、“仁”、“勇”。我相信，

只要合理要求，不断给他搭建上升的“支架”，

他定能“咸鱼翻身”。■

  对学生提出可达到的要求     陈泳彤        

  批评不是唯一的教育手段    胡丽容              

一天，级长递给我一个篮球，说是我们班两

个男生刚在走廊上玩球，我一听，火“腾”地一

声就上来了，怎么说呢，不允许在走廊进行体育

活动是 3班的班规，并且我在班里面多次强调，

前两天还刚说了一次。不一会，我班的黄同学、

李同学走了过来。“怎么回事？”我满脸严肃。

“胡老师，我们不是故意玩球的，”黄同学说，

“体育课刚结束，雷同学他们玩篮球回来，要去

洗手，就把篮球扔给我了，不巧被级长看到了，

球就被没收了”。我听他这么说，火更大了，明

明犯错了，还狡辩，级长刚刚告诉我亲眼看到他

们在走廊拍球。我声音高了几分，质问道：“真

的没在走廊内拍球吗？”李同学还算老实，见我

生气了，头埋低了，不出声。见此，我更加肯定

是他们犯错了。刚好，上课铃声响了起来，我让

他们先回去上课。

下课后，这两人又来到我面前，这次两人老

老实实交待了事实，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时，

我的火气也平息了许多，我问：“知不知道不允

许在走廊内打球？”“知道。”“知道还做？”“我

们就拍了几下，以为不会被发现。”说实话，很

多事情明知道是错的，但人总是会抱着一丝侥幸

的心理。但我必须按班规执行，否则班级的其他

管理也会受到影响。于是我问：“那怎么办呢？”

黄同学赶紧说：“要不罚我们打扫教室吧”。我

一听就笑了，此时我心中已有了主意，反问道：

“有用么？罚你们打扫，你们就不犯类似的错

误了？”“那怎么办？”我用很温和的语气说：

“为什么有些同学明知道课堂上看课外书是不对

的，却还依然去看？为什么有些同学明知道自习

课上不应该讲话聊天，却还有人说？”两人有些

诧异于我的语气，但还是很认真地想了想，李同

学说：“或许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

或者他们存在侥幸心理”。我点了点头，说：“挺

好，你们今天就把班内存在的违纪现象好好总结

总结，结合自己的理解认识，组织一次主题班会，

另外准备一份班会设计，明早交给

我”。“什么？我们犯错误还能主

持班会？”看着他们既吃惊又兴奋

的样子，我笑着说：“你们回去好

好准备吧”。

第二天，班会如期

举行，效果很好，两位主

持人的“平民”身份让同学

们感觉又亲切又好玩，在主

持人的引导下，大家畅所欲言，

把班内存在的问题基本都提了出

来，并从思想上达成了共识，尤

其是两位主持人，对自己所犯的错

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看着他们兴

奋又感激的眼神，我深刻地认识到：

教育学生，批评并不是唯一的教育

手段。  ■

 花开要等待    王京              
作为一名新老师，在教育学生的

同时，也与学生们一同成长。在任教

七年级 17、18 班英语这一学年中，与

学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我有了不少

感悟。其中我讲的故事

的主人公是一个腼腆乖

巧的男孩子，学习基础应

当是还可以的。但是或许未

曾适应初中的寄宿生活，或

许远离父母且与同学相处还未

得要领，他脸上很少笑容减少，

还不时露出愁苦的神色。有一次

月考的成绩，四科主科三科仅仅

六十多分，还有一科未能及格。这对

他打击更大了。

此前，我有时间会找他来聊聊天，

帮助他分析一些学习上或者生活上的

问题。比如鼓励他说服爸爸给他配眼

镜、在和同桌相处的问题上支上两招。

后来他也渐渐会主动粘过来谈天，或者约时间

问问题。

成绩下降让他很苦恼，表露出心事重重的样

子。聊了几次不见之后，现他终于说出了一个

原因。我认为这应当就是根源所在。“我怕我

爸会打我。”这个乖巧的男孩有个严格又严厉

的父亲。他爸爸非常关心他的学习，家长会必到，

开放日也很积极参与，也经常找各个老师聊聊

孩子的情况。或许正是因为家长望子成龙心切，

孩子感受到的不只是父爱，更是高期望值下无

穷的压力。

“你为什么怕爸爸打你呢？虽然这次考试

不太理想，但老师看你一直在努力在进步呀！”

他摇头。

“你爸爸有打过你吗？你觉得爸爸不爱你

吗，所以要打你？”

终于他说，“我爸没打过我。我知道爸爸爱

我的。但是我还是怕……”

这个男孩一直在说怕爸爸会打他，还哭

了……

我起初很惊讶，这个平时很乐观，脸上挂着

阳光般笑容的男孩子，似乎承受了他不应承受的

压力，而这压力似乎渐渐使一棵成长的小树苗变

得枯萎，缺乏生机了。这压力来源于哪里呢？是

父母过高的期望，还是学生本身的原因呢？

于是我开导他，并且鼓励他和他爸爸认真地

沟通，勇敢地交换两人内心的想法，给自己一个

合理的目标，使爸爸有个适当的期望。经过多次

的开导，孩子终于真诚地与父母进行了沟通。

后来，我发现他脸上的笑容慢慢多起来，上

课、自习的时候苦着脸发呆的情况也慢慢少了。

甚至，他会带点小自满地和我说，老师我这次考

试要考到怎样怎样的成绩。后来的一次考试，他

一下进步了 189 名，他对于学习有了满满的自信

了！

或许所有的美好都需等待。在这等待花开的

日子里，我们需要教育教学的智慧、需要无穷的

耐心与包容。  ■

李同学从小学开始，语文一直是他的弱项。

黄埔区的第一次摸底考试考了 64 分，第一次月

考考了 71 分。我询问其语文学习的难度何在，

他说：“考试的那些知识自己好像都会，但一考

起来就是不高分，对语文这门学科的学习真是太

失望了。”根据他各科的优异成绩，我首先表扬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告诉他，其实语文学习

只要做到了多读多背，像你这样聪明的学生，没

有考不好语文的。在平时的交往中，我一步一步

地教给他学习语文的方法和考试的方法。我教给

他语文学习的方法有以下几个要点：1. 上课要

听明白老师讲课的内容，不能以为好像会了就不

听；2. 考试前务必把文言文、古诗词相关的知

做，他考了 85 分，这个学生很高兴，他

说：“老师，我的语文

考试极少考上 80 分，这

次考到 85 分让我太有自信

了！”以后他的语文考试都

能考上 80 分。我还不失时机

地请他把学习语文的心得体会，

与全班同学分享，他很骄傲，学

习语文更有干劲了。

对李同学的指导启示我，首先

要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然后要教给

适合他的方法，并在平时的教学中不断

督促，使其找到学习该科的信心。  ■

  从失望到自信    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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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背熟而不是读熟；3. 现代文笔记和页下的

注释要很熟练，最好能背下来；4. 平时多看课

外书，开阔视野、增加各种知识。我教给他语

文考试的方法有以下几个要点：1. 圈出题干中

的关键词，一道一道做题，放慢速度，不能贪

多贪快；2. 现代文阅读要读慢点，并且边读边

划出你认为关键的或重点的句子，以便接下来

快速找到答题区间；3. 答题时，要把空格写满；

4. 作文写字要慢点，结构安排要合理匀称，投

入真情实感，字数一定要够；5.控制答题时间，

试卷答完不能剩余太多时间，剩下 10 分钟左右

就合适。

在接下来的中段考，我督促他按照我的要求

校
报

幸运在人们的心里可能是金钱、利益上的十
分令人意外的收取，有可能是买彩票时中了几
百万，有可能时被升职……但是，我最幸运的是
在小学中得到了一位良师的教导。

在小学，我被从前那几个年级的老师和同学
都认为是“不良青年”。成绩从来没有多少次及
格过，上课扰乱纪律、打架、作弊等等。在老师
眼里，我是一名无药可救的人。在同学眼里，我
是一名恶贼。但是这一切，都在四年级时得到了
改变。

四年级刚开学时，第一节是新老师陈老师的
课，我十分的好奇，便认真地听老师的课。老师

是一个十分瘦小的人，带着一个十分大的眼镜，
脸上时常流露出十分和蔼的笑容。当他讲课时，
总是用十分幽默风趣的语言带我们进入他的思
路。在他问问题时，正好第一个点到我，我站了
起来。因为之前没有老师肯点我，当第一次被点
到时，原本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十分简单，却迟迟
无法回答上来。老师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看我
久久没有回答，便十分遗憾的叫我坐下，问了第
二个同学。当时同学们都大笑起来，而我也十分
恼羞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责怪着自己。

下课了，陈老师叫我来到了办公室。陈老师
说：“你怎么了，上课时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问题
都答不出来？你当时不是很认真的在听课吗，怎
么答不出来呢？”面对老师的责问，我的泪水也
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憋了许久才说：“老师，
我是差生，从前的老师都不点我回答问题的。”
陈老师听了，沉默了许久才说：“你走吧，我下
次再来找你。”到了放学时，陈老师忽然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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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的海洋里，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冲刷着

我的记忆，唯有它一直停留在那里，仿佛时间停

止了一样。

当时的我，正在海滩漫步。脚底突然传来一

阵剧痛，一丝丝红色涌到海水中。我跌坐在沙滩

上，往脚底看去，一块拇指长的玻璃刺进了我的

脚底。我的脚被鲜血染红了，我尝试去拔，但我

始终没有那个勇气。

面色苍白直冒冷汗的我看到一位年轻

叶御风同学

漫画作品欣赏

的女子，手里提着一个箱子向我跑来。一到我面

前就蹲下来，问：“小妹妹，没事吧？脸色这么

苍白，让我看看你的脚，可以吗？”她看见我怀

疑的眼神，又道：“没事的，我是一名护士，让

我帮你包扎吧。你现在肯定不好受！”我艰难地

点点头，我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咬着牙，坚持

着。那女子利索地拿出医务用品。我索性闭上双

眼，我的心一直在颤抖，害怕让我不敢去看。“有

点痛，忍一下就好了！”我依旧不吭声，她似乎

知道我的痛苦，递给我一个鼓励的眼神。她小心

翼翼地帮我把玻璃碎片拔出，脚底一股钻心的疼

痛传来，“啊”我忍不住叫了一声。紧接着，上药、

包扎，她那一丝不苟的样子印在我的眼里，也印

在了我的心上，让我的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

时在家乡“播放”。

爸爸酷爱喝茶。在晚餐过后，总爱在茶具

旁逗留许久。淡淡的茶香总会令爸爸享受其中，

唇齿留香的茶也令妈妈赞不绝口。可我却不喜

爱，不为什么，只为那浓郁的茶味在我口腔内

盘绕着苦涩。爸爸无奈地摇了摇头：“青菜萝卜，

各有所爱。苦涩只是一时，而后的甘甜却令人

回味无穷。”我懵懵懂懂，似懂非懂，但这种

深奥的道理并不是一时半会能领悟到的，这需

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明白。

在临近考试身体极度疲倦时，爸爸端来一

杯茶，热气在空中缭绕，我疑惑着，父亲开口了：

“喝茶能提神。”我接过茶杯一饮而尽，但提神

后却导致我的失眠，我不禁更讨厌“茶”这类饮

品了。而父亲却一如既往地热爱。

许久之后，我才明白，这杯看似平淡的茶却

充满了爸爸的乡愁，他是爸爸思乡的寄托。一首

《采茶曲》唱出了爸爸家乡的文化，一杯溢着熟

悉的香味的茶是爸爸家乡的标志，每一口茶，无

论淡浓，都满载着爸爸思乡的情怀。它如一位沧

桑的老朋友，听着爸爸的句句真言；它如一曲充

满乡愁的歌谣，唱着爸爸内心对故乡无限的思念。

茶中的丝丝苦涩如乡情重重缠绕，绕住了茶，

绕住了生活，也绕住了爸爸思乡 的心。  ■

一个信封，告诉我：“你回家再看，这是我给你
的学习计划。”回到家时，我急忙打开了信封，
看到了里面的信。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主要
写的是各个名人大多都是老师眼里的差生，但是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令人们至今难以忘
的成就，所以差生并不差！

看完了这封信，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想到：
我应该像那些人一样努力拼搏，为什么差生就一
定差呢？在后来的日子里，在陈老师的帮助下，
我重新回到了学习的道路上，慢慢地我从差生变
成了一名优等生。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感谢陈老
师啊！如果没有他那一封信，没有他的鼓励与支
持，我也没有现在的成绩。

我是幸运的，能听取到陈老师这样的一位良
师的教导，否则我也不会重新努力学习。所以我
要向陈老师表示感谢，也为自己的幸运而感到庆
幸。没想到我是如此幸运地遇到了我的良师，而
他的教导将让我受益终生。  ■

她把我扶起来，带到她的小轿车上坐好，我

这才注意到她那白皙的手不知何时划伤了。是因

为那块玻璃吧，我想。“你家住在哪里？我送你

回家。”她柔柔的声音像一缕冬日阳光，照射进

我的心里。我说了地址，车子便开动了。

从车窗外窜进来的风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脸，

想到这位热心的女子，我又一次流泪了，手胡乱

地擦抹着脸上感动的泪水。当一个人受伤时，一

位素不相识的人向你伸出了援手，难道不令人感

动吗？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记忆的深处，因为

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动过。

微风，在身旁轻轻地吹拂着；小雨，淅淅沥

沥地下着。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

笑容中，我可以想象那个孩子曾经是

多么的快乐。但是，他却要承受化疗的折磨，

他的父母为他的治疗经费一筹莫展。

我翻看了一下这里的留言，不禁感叹了一

声，世上好人多——有人说“孩子，坚持住，

不要伤心，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也有

人说“孩子，你要忍住痛苦，乐观地面对生

活。”……我看见无数人在安慰他，无数人想

帮助他，想给他捐钱。我看了这些人的留言后，

不禁十分感动，世界上有无数好人在关注着弱

者。没有人会因为这只是一个孩子而不去理睬

他，相反，有无数人在关注他。我坚信，他一

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一定！

风又一次透过窗，但我却不再感到寒冷了。

我觉得心中仿佛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它流向我

的全身，温暖着我。我 的 身

体也不再僵硬。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一次点开了这条新

闻，看到的不再是那张苍白的脸，而是一家人满

怀谢意的笑容。上面说到：谢谢各位好心人的捐

款，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资金为孩子治病。多出

的捐款我们将会捐给慈善基金会，谢谢大家的帮

助……

看到这，我又一次热泪盈眶。社会上的好心

人让一个患病的孩子得到了治疗，让他恢复了笑

容。这些好心人值得我们尊敬，我要为他们点一

个赞！没有他们，也许那个孩子将再也无法露出

灿烂的笑容，也将没有快乐。这些有爱心的人们

是多么的无私，他们的爱心是宝贵的，无法比拟

的。所以，我要为他们点赞！  ■

我从来没有

这样感动过

八年级 6班 

张筱雨

为爱心点赞
八年级 11 班   

莫文博

没想到我如此幸运
八年级 8班      

张轩铭

风透过窗，送来阵阵寒意。冬天，身体渐渐

僵硬了，被大衣裹着的我百无聊赖地打开了电

脑。

突然 , 一则大条幅新闻——白血病儿童急

需资金治疗的报道映入我的眼帘。上面配有

一张照片，我看见了一张苍白的脸，没有

了一丝红润，但他在笑！那张被病魔折磨

得没有任何色彩的脸，依然向人们露出

了灿烂的笑容！从那没有一丝神采的

校
报

茶·人生·思乡
八年级 5班    揭晓迪

一杯清茶品出人生百味，一缕茶香嗅出万事

真谛。

一片无边无际、排列整齐的茶枝，绿油油地

葱茂生长，一群采茶女戴着笠、背着竹筐来回穿

梭在田地间，竹箩里已载满了她们辛勤的劳动成

果，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这一幅将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画面都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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