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那并不遥远的地方，留存

着你的模样，回响着你的音语，

散发出岁月恒久的光芒。

我与你所在的地方，只有几

十里的距离，虽然不很遥远，但

是我走了十年，也没有走到尽

头。

中秋节，父亲带着我和母

亲，还有您的遗像回到了老家，

回到了那个您住了一辈子的砖

瓦房。

父亲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您，

有些留念，有些哀伤，他似乎想
起了什么，在转过头回视我和爷

爷时，显得很坚强，坚毅的嘴角

甚至挂着些勉强的笑容——— 我

知道，他只是怕眼泪流下来。爷
爷不经意地瞥了你一眼，好像不
甚在意，但他饱经沧桑的脸上掠

过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悸动，仿佛
秋天的池塘飘下了一片落叶激

起的微微的水波——— 我知道，他

其实很在乎。

我真的忘记了和您在一起

的日子，只觉得你像一朵惨白的

菊花，在我的生命中绽放了些许

日子，让我还没有品到您幽幽的

清香，还没有阅尽您淡淡的底

色，便倏然凋零，使得一家人长

时间地黯然心碎。

您的遗像安静地挂在有些熏

黑的墙上，一如您生前生活在暗淡

的日子里。请原谅我没有记住您的

样子，但您的慈祥和质朴早已烙在

我的心中，就像植物不会忘记泥

土。

表哥表姐们说：“姥姥很善

良，也很节约，是个了不起的老

人。”

父亲说：“你奶奶是个有智慧

的女子，可是生活和命运给她的舞

台太小。”

我不需要后人对您的褒奖，

因为我能从血脉中感受到您的

不同寻常。

我始终记得，清明节那天凄

凄凉凉的山风，飘飘摇摇的坟草，

父亲眼角闪动的泪光，还有爷爷孤

独的背影。我赞叹你精神的不屈，

我慨叹生命的无常，我诅咒命运的

不公。

天色不早，我们该走了。再

见，爷爷；再见，你。

爷爷执意要送我们，我回望

着他那佝偻的身子，如同长在山间

的一截树，心里泛起层层涟漪，杂

乱而酸涩。而想到离老家并不遥远

的那个地方将渐行渐远，我不禁潸

然泪下。

回到家时，中秋已过，月满中

庭。

父亲说：“十五的月亮十六
圆。”果然，月亮很大，很圆，也很
近。其实，月还是以前的月，只是

不尽的思念、不了的亲情，化作
了白菊的精魂，消散在了中天。

我与您的所在只有几十里

的距离，虽不遥远，但我走了一

生也走不到头，即使走到头，蓦

然环视，那里也早已没了您。

天气还是有些热，灿烂的阳

光从高大的枣树荫中躲躲闪闪，

筛下一地的碎金。这种时候，空

气中飞扬着收获的气息，灿烂的

季节像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还

有夜晚天空的别致宁静也会令
人心旷神怡。

走过金黄的河沿，看左边飘

过的一条渔船，渔歌若有若无地

抚过河面，如明镜的河面

上飘然而过的一片云。

看右边妈妈呼唤小羊的轻声，

小羊轻盈地跳过磐石，温顺的

面孔流露出天真与宁静，双膝
轻轻跪下，后腿翘着，头钻进羊

妈妈怀里，如饥似渴地吃起奶

来，十分乖巧，灵巧。母羊温柔

地舔着小羊的脊背。太阳感动

地看着这一幕，我迟迟按不下
快门，多少次在书中看到“羊羔

跪乳”，却不知

真正看见这一

幕，何等柔情，

心灵深处，释放
了一种感情。

走过稻田

边，稻穗把稻秆压得弯下了腰，

他们决不背叛农夫的汗水，密实

得排出一行，有的还略带青涩。

在田的边缘，溶身于一片金光

中——— 金红色的夕阳，金色的稻

子，金色的落叶，大地上余留的

金光。那夕阳，似乎悬在无边无

际的稻田“彼岸”，给周身的白
云涂上一层镀金，却把蓝天衬

得更蓝，更静，更宁了。风吹过，

卷起一层金色的稻波，翻起收

获的金浪，柔柔地淡出一道道

轻盈的稻香。

漫步河边，看着河上的渔船

之光，有种“渔舟唱晚”的感觉，

衬得夜色更静谧，柔和了。抱膝
坐在田头，仰头望着苍穹，别有

一番滋味，瞧，星光衬着明亮的
月光，和淡淡朦胧似薄雾的银

河，那些光，晶莹得如水一般，在

夜色中，美丽得极致，美丽得深
沉。

秋天是大地的女儿，是一个

将果实染红的时节，于是，这便

成为农人最忙的一季。在河堤
上，他们扬起晒在地上金灿灿的
豆子，在秋风扬起的尘土中，仔
细地挑拣，那是一种天

性，那一双平日朴实、

青筋暴露的手，决不放

过任何一颗曾浸过汗水的豆粒，

脸上满是欣喜的收获之情，充满

了对来年的期望。

这样的声音、风景、夜晚以

及田地里纯朴忙碌的身影组合
起来，便是那乡村特有的秋。它

们是生活的根基与元素，走进

去，释放心灵，感受美好，返璞

归真，心清气爽，你会发现这就

是陶渊明苦苦寻找的桃花源。

妈妈的眼睛
莱山区前七夼小学五年级 丛 玮

指导老师 宋桂蓉

小时候，我经常陶醉地望着妈妈的眼

睛发笑，因为那是一双美丽清澈的大眼

睛，闪烁着爱。那爱陪伴我一天天长大。然

而有一天我却在妈妈的眼中发现了另一

种感觉。

那是我刚上四年级的时候，爸爸因车

祸摔坏了双腿，在他住院期间，妈妈不仅

要坚持上班，还要奔波在去医院的路上，

既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上学的我，忙得
不可开交。那天放学回家，我隐隐听到一
阵轻微的啜泣声，打开妈妈的房门，正好
看见妈妈那一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她

连忙避开我的视线，拭着眼泪，勉强露出

一丝微笑，“快去写作业吧，你爸爸就快出

院了。”我不知道她是在安抚我还是在安
慰她自己，只觉得妈妈太需要别人的帮助

了，我从心里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可一
看到她那双深陷的眼睛，又觉得无从说

起。我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认真学习，

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加乖巧懂事。

那段时间我不愿意为妈妈增添丝毫
的麻烦，但还是为忙碌中的她添了乱，因

为我感冒了。周末的晚上，我迷迷糊糊地
趴在妈妈身边睡着了。当我半夜醒来时，

碰到的是妈妈那慈爱而又黯淡的目光。

“妈妈！”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噢，醒
了。”她显得有些慌乱，显然，是我打断了

她的沉思。随后，她的目光中掠过一丝不
易觉察的喜悦。我刚想坐起来，却被妈妈

制止了。“别动，你的烧还没退呢！”我这才
发现自己的头上多了一条湿毛巾。唉！我

的感冒又让妈妈一宿没合眼。“来，把药吃

了，病就好了。”妈妈爱怜地把我搂在怀

里，看着我吃完药。从她的目光中我体会

到妈妈实在太辛苦了，这些日子她变得那

么憔悴，皱纹隐隐约约地爬上了她的脸

颊，眼里也布满了血丝。“妈妈！”我心疼地
叫了一声，眼睛也湿润了。“老天保佑，保

佑我的感冒早点痊愈，保佑爸爸早日站起
来吧！”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两个月之后，爸爸出院了，妈妈的眼

睛又变得温馨而有神。我永远爱妈妈的眼

睛，在我心中，那是一盏明亮的灯。

夏天里的一天，太阳烤着大地，一只胖

胖的小猪扇着扇子走在山脚的小路上，边走
边笑眯眯地说：“今天吃得真饱呀，我要去运

动场运动一下。

突然，一只凶猛的大灰狼从草丛中

跳了出来，笑着对小猪说：“哈哈，好肥的

一只小猪呀，我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现在

我要吃了你！”说完，便扑了过来。小猪想了

想，有了办法，于是，它对大灰狼说：“等一
等，告诉你，我可是天上来守卫地球的神仙
小猪，你吃了我就是犯了法！”“是吗？”大灰

狼傲慢地说，“那我们比跑步，看谁先跑到山

顶，谁就赢，如果你赢了，我就相信你是从天
上来的小猪，就不吃你，如果我赢了嘛……

“嘿嘿，我就吃了你，好不好？”“行！”小猪自

信地

回答。

“ 好 ！

三 、二 、

一，跑！”大

灰狼说完，就像离弦的剑一样向山顶跑去，

小猪故意跑得很慢，大灰狼看了，边跑边得

意地想：嘿嘿，小猪跑得这么慢，还说自己是

天上来的神仙小猪，真是吹牛，这回我一定

能吃到小猪。

不一会儿，大灰狼就跑到山顶了，它

高兴地大喊：“哈哈，我赢了，我能吃到鲜
嫩的小猪肉了！”

可小猪在哪儿呢？哈哈！原来它在运

动场里做运动呢。

聪明的小猪
养正小学三年级一班 潘煜文

指导老师 赵晓红

海底世界
莱山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五班 迟志浩

指导教师 尹鹏晓

今天我来到了海底世界，经过了

一路的车行，我终于来到了这座庞大

而又壮观的建筑物前，蓝蓝的一片，

颜色真好看。

整个大厅挤满了人，我们是被人

们给挤进第一个会馆的：“热带雨林”。

一进热带雨林，一些花花绿绿的

灯和一些假树叶映入我的眼帘，假树

叶上映上花花绿绿的灯，给我一种阴

险恐怖的感觉。偶尔一些可爱的小鱼
可以让我感觉安全一点。

这种阴险的感觉伴随我进入了

鲨鱼馆。一些千奇百怪的鲨鱼出现
在了我的眼前，有老虎一样的鲨鱼

和一些体积惊人的鲨鱼，比如说大

白鲨，虎渔等等。

有些鲨鱼很小，小得连我都认不

出来了。有些鲨鱼呆呆的，我也学它

的样子发呆。有些鲨鱼甚至身上有一

条小鱼它也动也不动，真的让我考虑

了好久。

海豚表演开始了，高智商的海豚

们一个个像小朋友一样，特别听话。小

海豚们第一个节目是空中飞人，它们

要将自己的老师从水底抛向空中。倒

计时三、二、一，我的心真为它们着急

呀！只见老师的头渐渐地浮出水面，然

后从水中渐渐跳到了空中，成功了！观

众席上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下面是海豚表演抢乐器，只见老

师的手指向哪，哪的海豚就拍打或者

吹了一个自己的乐器，它们演奏的声
音像动听的歌声，缓缓地传入我们的
耳膜。

这次的旅行令我流连忘返，下次我

还会再来，来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精灵。

我心中的祖国
招远市阜山镇大疃完小 五年级一班

王慧林

指导教师 张菊艳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你的
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是的，

祖国，这就是您，您是哺育我们的母

亲，是生命的摇篮，我为自己是一个

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自豪！

祖国在我心中是一条龙，我们每

个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 这就是华夏儿女的
泱泱气节，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母

亲，那就是中国！

一想到祖国这个字眼，我就会感
到无比的激动，那壮丽的山河，悠久
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良的传

统……无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祖

国，你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神

话：四大发明令人惊叹，万里长城举
世瞩目，神州五号、六号、七号遨游太
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这些怎能不让我们倍

感自豪？

回首五千年漫漫征程，一路风雨

一路行。她曾经有过向世界开放、国

力强盛的汉唐辉煌，也有过闭关锁

国、落后挨打的近代耻辱，前进的道
路充满艰辛，但艰辛孕育着希望。如

今走向世界的中国，脚步迈得更加坚

定豪迈，中华腾飞，势不可挡！

我为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

豪。我们少先队员要实实在在行动起
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乱丢垃圾，

不随地吐痰，不踩踏花草，节约每一

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我们

从小就要立下远大志向，报效祖国，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祖国，在我心中你占有神圣的地
位，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大家现在的
幸福生活。祖国，我永远祝福你！

那那并并不不遥遥远远的的地地方方
烟台一中初二·九班 张子源

乡 秋
烟台二中南校区 初三·六班 宋袆
指导教师 陈海浪

乐学·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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