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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的生命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我不由地停住了脚步，已
是暮春时节， 那一片绚丽的五
彩缤纷早已被碧绿的波涛无情
吞没。 正当我无奈之时，那满树
的樱桃花映入了我的眼帘。
那是一树怎样的樱桃花！
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但苍
白的脸上仍然泛着一丝红晕，
坚强地傲立枝头。 晶莹透白的
瓣儿上， 隐隐约约地显现着一
丝丝淡粉的纹路。 花蕊里， 金
灿灿的花芯闪着辉煌的生命之
光。 樱桃花们虽然时日不多，
但即使被风吹得摇曳着、 晃动
着， 似乎要落入埋葬生命的深
涧里， 却依然不放弃生还的希
望。 她们围在一起， 围 成 一
圈， 共同抵御着狂风暴雨的袭
击， 因为她们知道， 在她们还
没有完成神圣的使命之前， 决
不放弃。 地上， 残留无数的樱
花抗争的痕迹。 “落红不是无
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地上
的花儿结束了一生， 坦然安宁
地躺在地上。 看到同伴们仍在
坚守着，她们放心了，用自己的
生命与树融为一体， 默默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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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奕

坚守中的同伴们最大的鼓励。
这时的樱桃花，有的湿漉漉，有
的惨白不堪， 甚至有的只剩下
花 蕊 …… 在 如 此 恶 劣 的 环 境
里，不容许一点芳华显露。 而她
们不畏艰难险阻， 即使沦落到
这样的地步，也仍不放弃，孕育
新生的希望。
我回想起以前的樱桃花，
当和煦的春风轻拂， 她们像娇
弱的少女露出粉嫩的脸颊，甜
美的微笑，粉嘟嘟的，像给天空
铺就一片红霞。 那时的她们，尽
情展现生命青春的活力之美。
而如今，芳华已去，等待她们的
是无声的生命红灯。 而她们却
傲然挺立， 为了孕育新生的美
好与希望，与死神、命运顽强抗
争。 最后，当新生的果实饱满地
挂满枝头时， 花儿们坦然地飘
落，将满树繁华托付给了果实，
继续着神圣的使命，或许，这是
她们至纯的梦想。
我伫立在那里，思考着“人
的一生也值得坚守， 守住的不
是芳华， 不是辉煌， 也不是享
受，而是梦想与生命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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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的歌声一直都在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我家有三辆自行车。 一辆
是高档的变速自行车， 一辆是
平日买菜去骑的小轮自行车。
那一辆停在角落， 把手
上、 座椅上， 甚至车篓的缝隙
里都尘满的自行车， 却是我记
忆之谷中一颗闪烁着异样光芒
的珍宝。
夏日里的天空总是喜怒无
常，刚刚还烈日当空，可你还没
来得及去思索就立刻垒满了一
大 块 一 大 块 的 乌 云——
—再 一
看， 就下起了雨来。 每每密云
捂住了太阳， 爷爷定会披上一
身鲜黄发亮的雨衣， 来到幼儿
园门口。 一下雨， 我就躲到爷
爷雨衣后的衣摆下， 双臂环抱
爷爷的腰。 左右环顾都只有鲜
黄色一片， 便闭上眼睛， 仔细
地听车轮下的声音。 当路上有
些水洼时， 车胎便挤压着积
水， 低低吟唱着“吱咖吱咖”，
舒缓而又有韵律。 我拍着被风
膨开的雨衣说：“爷爷， 你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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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像是在唱歌！ ”“
是像啊！ ”
爷爷几声笑声在雨中听得并不
明了。
家门前的小巷从砖石小路
翻新成了柏油路，平平整整，不
再有水洼了， 我也不再是爷爷
的雨衣衣摆能遮住的小孩子
了， 可爷爷的那辆自行车在风
风雨雨中却逐渐憔悴。 十几根
车辐轻轻地挤压着车毂， 从缝
隙里碾磨出一缕一缕的细语，
像秋泉一般汩汩流出，“吱咿吱
咿”不间断，再烦躁的心也立刻
平静、柔软起来。 背靠着背坐在
车后座上，一路上，我问爷爷：
“我什么时候自己也可以骑自
行车去上学啊？ ”
“你 不 能 自 己 骑 自 行 车
的。 ”爷爷回答道。
“那为什么爷爷可以骑自
行车带我呢？ ”
“小孩子自己不能骑自行
车的。 ”
“我也不是小孩了……怎

刘昱
么不能？ ”
“
唉……”
爷爷令人不易察觉的叹息
声随即消逝在自行车的细语声
中，但却滞留在了我的心上。
冬天的寒风总是在人精神
的疏缝间偷偷地溜进来， 然后
立刻散开， 弥漫在细雪中的，
是悄悄的哀惜。 爷爷和奶奶要
搬回老家去了， 这是爷爷最后
一次载我了。 细雪一点一点积
在路上，车轮印过的痕迹里，不
知有多少回忆被辗进了回字车
辙里。 自行车仿佛也知道要被
闲置于一角了，竟也艰难地唱起
了“咔吱咔吱”的送别曲。 一层
薄薄的雪累在了自行车的后架
上，我捏起雪，让雪在鼻息里静
静融化……
过去的歌声都已随风远逝，
那辆自行车也已积满了时间的
稀尘。
静心聆听， 那歌声却永远
不老。

瞻仰周恩来童年读书处
阳光下的凤仙花
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时间就像一匹骏马， 如果
你不紧紧抓住它的鬃毛， 它就
会把你甩得很远很远。 转眼间，
现在已是“春姑娘”的世界。
春姑娘的到来， 让我很兴
奋。 大地一片生机勃勃，春姑娘
把世界装扮得五彩缤纷： 有粉
红的桃花、金黄的油菜花、嫩绿
的柳条……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我和
爸爸种下了凤仙花的种子，我
每天都会去看它。
有一天， 我惊喜地发现凤
仙花发芽了， 有一棵小嫩芽还
冲破了泥土和大石块， 迫不及
待地想看看外面缤纷的世界。
第二天， 我又去看它。 凤仙花
已经有4厘米高了， 我别提有
多高兴了。 第三天， 我发现凤
仙花竟然长弯了腰， 而且还是
同一方向， 我觉得很奇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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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谨轩

拿着花盆看了很久， 也没看出
究竟。 放下花盆时， 我 手 一
滑， 花盆转了半圈， 幸好没摔
坏。 当第四天我再去看凤仙花
时， 凤仙花竟奇迹般地都长直
了。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我
迷惑不解地去问爸爸：“爸爸，
为什么凤仙花都朝着一个方向
生长呢？” 爸爸说：“因为植物
有向光性， 就是植物会向着有
阳光的地方生长， 能使叶子尽
量处于吸收光能的最 合 适 位
置， 进行光合作用， 提高生长
效率。” 我恍然大悟， 植物就
像是太阳的孩子， 无论你把它
放在哪个角落， 它们都会向着
太阳生长， 太阳对植物真是太
重要了。
生活中的学问真是太多、
太奇妙了！ 只要你善于观察，就
一定会有所发现。

淮安市清河开明中学
淮安老城， 像周恩来纪念
馆、河下古镇、韩信故里、清晏
园等名胜古迹流传千古， 而让
我印象最深的， 是周恩来童年
读书处旧址。
先进前堂， 被阳光照亮闪
闪发光的汉白玉石碑上刻着一
行大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前厅的四合堂， 是清末建筑，
周恩来读书的四年期间， 有三
年居住于此。 右边堂里的书柜
中， 存放着许多书籍， 后堂有
一品梅， 是周恩来小时候种下
的，之所以是“一品”，是因为周
恩来身上凝聚着官至一品、德
至一品、人至一品的美德。 这梅
花就好似周恩来的化身， 如今
亲眼看到了这株一品梅， 仿佛
周恩来总理就站在一品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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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思考着什么。 后堂是周恩
来母亲和奶妈住的地方， 小院
里有一口井， 目前仍保留得很
完整。
周恩来童年故居旧址里有
一条小道， 叫石板桥。 路上的
圆石因经历的年代悠久， 已被
磨得光滑圆润。 小道两侧也有
别样的古迹， 进入左侧门内，
迎面是一水塘， 池中鱼儿活蹦
乱跃， 仿佛在迎接游客。 水塘
后面是陈家花园塾馆， 在1905
年9月， 因万府家塾馆教学不
理想， 家母将周恩来送到这里
读书。 古时的学书堂有浓浓的
书香之气， 笔墨砚书放在桌
上， 从这里走出来的， 是一个
个少年人才。 在南开， 周恩来
是最好的学生， 而后来， 周恩

来是一位开国好总理。
只有真正去过伟人的读书
处， 才能真正理解他成为伟人
的原因。 周恩来少年励志， 少
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
独立……希望下次再来到这里
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人能欣赏
它的美。
美哉我少年中国， 与天不
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 与国无
疆！ 从小立志，长大后树立远大
目标，周恩来努力读书，终于成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
这也正应了周总理少年时的那
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我
对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的赞美和
眷念绵绵不绝。

我们班的“热心肠”
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用手中的笔记录生活里的点点
滴滴，用小小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那一
隅世界， 感受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欢迎在校学生小朋友们踊跃投稿，用
文字追寻成长道路上的脚印。
投稿时，请在文章标题下注明学
校、年级、班级，以及自己的姓名，稿
件一经刊用，有稿费哦！
风铃（学生） 版专用投稿邮箱：
storys2015@yeah.net

严光嫡

相信每个班都有一个“热
心肠”吧！ 一个经常上课被表扬
却还谦虚地低头打理桌子的
人； 一个下课同学们都跑出去
玩了， 她还在拿着扫帚扫地的
人； 一个经常义务帮同学辅导
学习的人。 你们班级有吗？ 有这
样一个处处为班级着想却默默
无闻的人吗？
我 们 班 就 有 一 个 “热 心
肠”， 那就是朱子怡。 朱子怡
每天都协助老师管理学生， 不
喊苦， 不喊累。 朱子怡成绩还
可以， 帮助人也是一流的， 她
经常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补习
功课。
有一次， 数学老师叫她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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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蒋信哲学会解方程。 全班都
震惊了，感觉不可思议，这几乎
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
是朱子怡却信心满满地说：“好
的，保证完成任务。 ”
下课了， 朱子怡在耐心地
教蒋信哲解方程， 可是有一个
同学说： “朱子怡你还是放弃
吧， 像蒋信哲这样的人是教也
教不会的。” 可是朱子怡却生
气地对那个同学说： “蒋信哲
也是我们班的一员， 我们不能
放弃他， 虽然蒋信哲成绩不
好， 但是我一定能教会他， 只
要坚持努力， 就一定能成功，
我希望日积月累， 他终究能学
会。” 说完， 朱子怡又低头辅

谷悦悦
导蒋信哲解方程了。
果然， 不出三天， 蒋信哲
居然学会了解方程， 全班都感
觉不可思议。 大家用热烈的掌
声来鼓励蒋信哲， 同时用掌声
来表扬朱子怡。 这时， 朱子怡
说： “其实我们班没有笨的，
只有懒的。 我们要多多留意身
边学习比较差的同学， 多多帮
助他们，辅导他们功课。 如果教
了很久都不会， 那一定要坚持
不懈， 你要相信只要坚持不懈
就能取得成功。 ”
其实每一个班级都有一个
“热心肠”， 一直为班级默默奉
献，一直做事不求回报，你们班
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