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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动年代
绽放青春

：

优秀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塑造的成
功人物更是多得如璀璨的明星。《假如给
我三天光明》中不屈不挠的海伦·凯勒；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自强不息的保尔·柯
察金……这些人物都让我喜爱。但《青铜葵花》
中的青铜更让我情有独钟，使我的心灵泛起了
阵阵涟漪，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曹文轩所写的一部作品，正如《草房子》、
《山羊不吃天堂草》一般，《青铜葵花》走的也是纯情
凄美的路线。书中向我们描述了一对至情至纯的兄
—爱。
妹俩，向我们展示了人世间最朴质的情感——
或许是相遇的偶然，缘分的使然，让这原本并
不相关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在一个偶然的情况
下，作为妹妹的葵花走进了情同一家人的生活中。
对于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青铜并不是厌弃，
而是竭尽所能地去保护葵花。青铜家并不是十分富
有，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贫穷，但正是在那样一个条
件下，青铜还是用他的所有，去给葵花最好的照顾。
或许书中的青铜并不伟大，也算不上轰轰烈
烈，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向人类诠释了一个百年来，
—那就是“爱”。他的爱是纯粹
亘古不变的话题——
的、毫无杂质的，是用心升化而成的。
我为爱上这样一个充满爱的人而无悔、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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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爱的人

小记者

本版组稿:丁文宏

球场边的女同学
汤汪中学 八 （5）班 潘燕

我的外婆

汤汪中学 八 （4）班 沈梦蝶

跟往年一样，正月初二上午，我
乐乐是我的一生挚友，她让我知道了很 稍微大声点就会把她吓走了。”我摇了摇头： 们坐着汽车到乡下外婆家拜年。
多人生道理。那时的她柔柔弱弱的，好像风 “算了吧，你看你这么柔弱，能行吗？”
“没关
在汽车上，我那激动的心情一直
一吹就倒一样，她总喜欢坐在我们打球的球 系的，我最喜欢看你们打球了，而且打球有 难以平静。想到马上就可以见到日思
场边看着我们。
益身心，我老是生病，爸爸妈妈一直都很担 夜想的外婆，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
我从小就是个假小子，
我喜欢和男生一
心我。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了。所以，请你教我 脑子里浮现出以前在外婆家的种种
小记者号 ：xjz201309859
起打球。
“小沫，
要不今天先到这里吧！我们
吧！”那一双坚定的眼睛直视我，我从里面读
指导老师 ：许萍
明天再打。”一个男生说道。“好啊！你们先 出坚强、坚定、坚持……不知为什么看着那 往事……
在上初中之前，我一直是跟外
走，我拿些东西。”我一边说一边走向场边拿 双清澈的眼眸，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她。
从此，球场上又多了一个女生的身影， 婆在乡下朝夕相处，我以外婆为靠
东西。“行，我们先走喽！”当我走到球场边时
外婆视我如掌上明珠。因为我每
发现那个女同学还没走，有些疑惑，她为什 一个很坚韧的身影。而我也从那道身影上学 山，
天七点就要上学，外婆每天六点就
到了很多。一个人只要有了目标，就有了前
么还不走呢？算了，不想了。
气温那
“同学，你好！请问你可以教我打球吗？” 进的动力。我们应该摘掉有色眼镜看世界， 起床给我弄早饭。一到冬天，
汤汪中学 八 （1）班 何肖彤
么低，外婆还是一如既往地起来给
她小心翼翼地问。“啊……我有些惊讶，看了 就像球场边的女同学一样，虽然身形纤瘦却 我做早饭。我愧疚地说：“外婆，天气
晚上，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路灯在黑色的道
看她。一个很柔 依旧拥有常人没有的坚持。
那么冷，你就不要起来帮我弄早饭。
路上照亮路人回家的路。我正在写作业，突然，眼前
小记者号 ：xjz201309863
弱的女生，像个
让我自己动手吧。”
外婆急忙拒绝：
一片漆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指导老师 ：许萍
天使一样，好像
“不冷，
不冷，
为我外孙女做事，
怎么
所有人都走了出来，皎洁的月亮成为黑暗中的
样都不嫌冷。”
一盏灯，让处在黑暗中的我们看见一丝光芒。
“停
突然，汽车的鸣笛声将我的思绪
电了吧！”人们议论着。后来，人们便聚在一起七
拉回到了现实。一看窗外的景色，哦！
嘴八舌地说着，许多人都朝着电源方向那里走
原来已经到了乡下。我赶紧下车，向
去。因为停电的缘故，许多人都聚在一起，宁静的
村口奔去。这时，一个老人的身影向
夜晚立刻热闹起来。
汤汪中学
八
（2）班 付明毅
我们这边走来。到近处时，
我认出来
过了许久，因为电没来，我们只好在一起聊天，
这就是我的外婆，岁月将她的青丝染
放 风 候我喊小王放手，小王将风筝向上一抛，我便逆 成了白发，
听着街坊邻居与家人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也
将她的腰压弯了……我对
筝，既可以 风狂奔起来。不一会儿，风筝便飘在半空中。可
在一旁听了起来。因为停电，大家加深了感情。
“外婆，你辛苦了。”外婆似
锻炼身体， 是，风筝飞得不是很稳，东摇西摆的，随时都有 着外婆说：
我呢，我发现了星空是多么美妙，远处好像
增强体质，又可以 掉下的可能，
“快放线。”小王大声喊。于是，我牵 乎被我的话感动了，眼睛里竟泛着泪
有微微的光芒，我跑过去，在草坪里摸索，终于找
给童年生活带来 着线带着风筝又狂奔起来，一边跑一边放线，并 花。这时，爸爸过来对外婆说：“妈，
到那光源了。原来，是黑暗中的萤火虫。可能是平
且将线放到了最长。很快，风筝就稳稳地飞到了 外面冷，我们先进屋吧！”外婆急忙把
时我们太忙碌了吧，没有时间欣赏身边的风景， 无穷的乐趣，但怎样放风筝呢？
周六上午，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最适合放 空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
在这样的夜晚，自然更显光辉。
我们领回家中，为我们做起饭来。吃
电来了，灯也亮了，人群也渐渐散去了，大家 风筝了。我和同学做完作业，就急忙找出风筝， 回去的路上，我问我自己，我何时才能像风 饭时，我望着桌上香味扑鼻的红烧
骑车到了古运河畔的诗韵广场放风筝。我们首 筝一样飞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蓝天呢？现在我 肉，辣劲十足的酸菜鱼，皮薄馅多的
各自忙碌起来，一切又恢复到了从前。
先将风筝取了出来，将支撑风筝的棍子安装起 多想对父母说：适当放松“线”未必不是好事，反 饺子……我的口水落了下来，这都是
小记者号 ：xjz201309844
来。我和小王都是新手，我们就去向别人请教。 而会像风筝一样，借助“风”力越飞越高，最后取 我小时候的味道。
经过一番询问，我们终于步入实践阶段，我先叫 得成功。
在外婆家的几天，我很快乐，每
小记者号 ：xjz201309850
小王用手轻轻捏住风筝的两端，站在原地不动，
天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离别的日子
指导老师 ：朱国琴
而我一边放线一边向后退。在快到 10米的时
很快地到来了，外婆一直把我们送到
了村口，眼光里充满了不舍和依恋
……
水。那热水倒进杯子里，一团热
汤汪中学 八 （5）班 胡梦凡
我知道，外婆并不需要太多的金
气升了起来，弟弟倒得很用心， 钱和物质，
她只需要她的子女多回来
那水不多也不少。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
看看她就心满意足了。我挥手高喊：
慢慢地，
他把热水端了过
怜？……”这曲《葬花吟》唱出的是黛玉凄
汤汪中学 八 （5）班 李傲
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
来：“ 哥，喝水。”我接过那热 “外婆，
惨身世的哀音，唱出的是黛玉情感之路
辜负你的期望。以后有时间，
我一定
在家乡，
每到冬天都会特别
他还是用力把它往边上推，
那窗
水，双手顿时温暖了许多，
一
上的不平之气！林黛玉那柔软无骨的身
会经常回来看您的！”
地冷。而我从小就生活在外地，
户好像咬紧的牙齿一般，
真的不
团热气扑面而来，
心中也是暖
影，诗化的眉眼，充满智慧的神情，富有
小记者号 ：xjz201309855
很少回老家，只有过年的时候也 透一丝风了呢！
暖的。
深意的微笑，脱俗的情趣和潇洒的文采
指导老师 ：丁文宏
就是最冷的时候才会回来。
那一
“好点了吗，哥？”他又走到
真诚的关心不就像这白
所散发出的浓浓的东方芬芳，令人过目
次就让我经历了一回难忘的
“取
床边。
开水一样无色无味却饱含温
不忘。
暖”。
看着他那童真的眼神，我 度，纯洁透明而又温暖人心
如果可以，我希望黛玉应该是这样
那是一个极冷的夜晚，
我躺
忽然感到一丝温暖，虽然他的
吗？这个夜晚不
的：在春天的早晨，她坐在精致的梳妆台
在床上，浑身无力，可能是又感 做法有些天真，但这足以表达 再寒冷，
上，精心在头上挽出一个漂亮的发髻。她
冒了。父母都有事外出，弟弟在 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对我的关 因为有了
看着镜中略施脂粉的自己，嘴角勾出一
床边看着电视。他回头看着我， 心，我假装说：“好多了，但还是 弟弟为我
道迷人的弧线。在她的眼底，流淌的不再
着急地说：“哥。你是不是不舒 有点冷。”
取暖。
是哀愁，而是清澈明亮、饱含着对生命和
服？”
“那我去给你倒杯水。”说着
小
未来的希望。
“我好冷。”我说道。
他走到桌边。
记者号：
当宝玉秋天回到贾府的时候，昔日
“一定是窗户没关好！”他走
只见他左手拿起水瓶，右手 xjz201309857
的潇湘馆不再是琴声绵绵，而是“落木萧
到窗前，那窗户虽是关好的，
但
打开瓶塞，
专注地往杯子里倒着
指导老师 ：许萍
萧下”、“寒烟漠漠，蛛丝儿结满雕梁，何
处为潇湘？”我想，我找到作品中我爱的
人了，他不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不是义
我缓慢地放线并且慢慢抖动它，当
薄云天的宋江，不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
看到风筝与蓝天白云嬉戏时，我露
也不是意志坚定的保尔·柯察金。她就是
出了满足的笑容。
多愁善感的林黛玉。
小记者号 ：xjz201309862
风筝在天空中翱翔，突然，线
指导老师 ：许萍
断了……这是在我意料之外的事
汤汪中学 八 （5）班 刁雅婷
情。我没有去追回那只风筝，而是
我印象中最美好的事情，是
当我们到达广场时，阵阵微风 要明白所有的失败都是为了迎接 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风筝飞行的
爸爸教我放风筝。
漾起，我不禁窃喜：“ 真是天助我 成功。在放风筝的过程中，一定要 方向，也是在那一刻，我猛然间悟
“乖女儿，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也！”爸爸首先将风筝的线拉长，我 逆风加速奔跑并且高举风筝，那样 出了一个道理——
—
好玩意儿！”楼下爸爸的喊声将我 将线拉好，由他为我示范如何将风 才会有好的效果。”
人总是要学着成长，或许在成
的思绪扰乱。我跑下楼，看见爸爸 筝放入天空。只见爸爸一边奔跑一
听了爸爸的话，我重拾信心， 长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
的车篮里静静地躺着一只蝴蝶风 边加速，然后拿着风筝的那只手将 我可以接受失败，但我决不接受没 的困难，但是一定要具备克服它的
筝，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自 风筝往空中猛地一抛，风筝就自由 有努力过的自己。我先将风筝高举 勇气。当我们长大后，家就不再是
己 亲 手 放 过 风 筝 自在地徜徉在空中了。
过头顶，然后逆风奔跑并不断提 永远的避风港了，而我们也该学会
呢，于是就一直
看过爸爸放风筝的全过程，我 速。那一刹那，我松开了握住风筝 独自一个人去面对现实中的风雨。
缠 着 爸 也心痒痒，于是就拿起线，想自己 的手，当我再次抬头时，那风筝已 就像那风筝一样，终有一天会挣脱
爸 教 我 实践一次。我迫不及待地学着他的 稳稳地飞在了蓝天上。我赶紧跑到 线的束缚，独自远行。对于线，风筝
放风筝， 样子，边跑边抛风筝。可是，迎接我 爸爸身旁，夺过他手中的线，因为 只可留恋，却不能永远依赖。
爸 爸 同 的却是失败。我垂头丧气地捡起风 我的风筝要由我自己来控制，亦如
小记者号 ：xjz201309858
意了。 筝，爸爸笑着对我说：“傻孩子，你 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来主宰一样。 指导老师 ：许萍

停电的那天晚上

放风筝的启示

温暖

放风筝的 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