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用大海的深来比喻您
对我的爱，那我就只能是您怀中
的水滴；如果用天空的广来比喻
您对我的爱，那我就只是您怀中
的翼鸟；如果用大地的阔来比喻
您对我的爱，我也就只是您怀中
正茁壮成长的树苗。

如今，忆起往事，斑斑泪
痕还残留在眼角旁……

当我刚开始咿呀学语，
头发不过分寸时，您早已将
我抱起，向我露出美丽的微
笑，引导着我张嘴发音，一声

“妈妈”开启了我以后未知的
人生，而您作为我人生旅途
中的灯塔，至今您都从未离
去，永远在我回头就能看到
的地方，闪着璀璨耀眼的慈
母圣光。只可惜我现在才回
头向您观望，母亲。

当我背起书包踏在林荫
小路间时，那时的我头发刚齐
到肩，连用橡皮筋扎起来都做
不到，总是上下蹦跳时就自己

散开了。而您，还依然坚定为
我扎好小马尾，带着薄茧的双
手轻柔地穿过我的发间，那样
的温柔，像春风一般拂过我的
心头。还记得那时童言无忌，
总嫌弃您的双手又干又皱，您
先是愣了愣，然后拍拍我的头
让我早些睡觉。第二天，您的
手在我较早的印象里又湿又
滑，但，天知道您曾一层一层
不停地抹您一直不舍得用的
护手霜，做这些只是为了让我
一展颜笑。我那时怎么会嫌弃
您呢？怎么会呢？您的一双手
曾给过我多少美好的遐想，我
怎么会嫌弃您呢？母亲。

中学时代，发已长到肩
背，可以顺利扎成马尾垂至颈
部，然而这时的我已经不需要
母亲您的大手来替我扎好辫
子了。您工作的繁忙，我学习
的紧张，导致我们不再经常交
谈，甚至一个笑容也成为了我
们之间的奢侈，可您还是愿

意，腾出一点时间来仔细聆听
我一笔笔亲自书写的作文，您
不会点评，也说不出来个一二
三四，剩下的全部都是母亲本
能对孩子都会的——— 称赞。

现在，削发落地，短发齐
耳。当我坐在发廊的座椅前，
竖在面前的大方镜，映出了
我，也映出了您。镜子中的我
年轻气盛，眼眸中尽是自信；
镜子中的您温柔豪爽，眼眸中
尽是自豪。还有一丝疲惫和失
落。剪完后，您上前好好整理
一番我头顶上的短发，有点惋
惜又似开玩笑地说道：“这下
没有办法给你扎辫子喽！”我
扯扯嘴角，苦涩地笑着。我不
知道剪短发是为了什么，是为
重头开始，还是过于怀念那段
您始终都在的记忆……

母亲，我是您的骄傲吗？
尽管知道您会一直点头的答
案，但我还是要问，一字一顿，
像小时候咿呀学语那样，问出

口：我是您的骄傲吗？永远、始
终都是吗？母亲。

待我长发及腰时，或许您
脸上已布满深深的皱纹，那时
我已无颜来面对您，您的皱纹，
是因为您为我的操劳而深深下
陷进去的。那时再来一个约定，
好吗？母亲。待我长发及腰时，
您已两鬓斑白时，我们立下约
定可好？内容为您不向我质疑
我为什么不能把心中的爱说
出，下辈子轮回，我一定会大声
告诉您，我爱您，母亲。

泪腺本就是一口井，旧的
干涸了，新的又会涌上来。当
反反复复，却再也留不下来
时，此时心中爱已尽，泪已无。
但那份无法言说的爱，像入土
的化石，被埋没却依旧存在。
多年后，尘封的记忆被打开，
古老的信笺被重新翻开，泪腺
这口井又会涌出新一缕清泉，
向您证明：爱这种东西，从未
离开。

无无法法言言说说的的爱爱
烟台开发区二中 初三年级八班 邹沙妮娅 指导教师 柳淑青

青春如同一首歌，音调不
一，唱出青春的旋律；青春如同
一首诗，抑扬顿挫，谱写出青春
的诗歌；青春如同一幅画，色彩
斑斓，画出青春的色彩。在那幅
画上有红色、黑色、粉色等多种
五彩斑斓的色彩。
红——— 羞愧

在青春时总会做出一些
令人羞愧的事情。我怀着紧张
的心情和几位同学进了老师
的办公室，这其中的缘故我自
然知道。老师让我们拿着作业
一起回教室，她让我们到边上
站着，并把我们作业给同学
看，我们作业错得一模一样，
不用想就知道是抄的。老师狠
狠地批评了我们，作为学生我
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老师
罚我们站了一节课，这一节课
如同过了一年一样难熬，这一
节课我们脸上红彤彤的。下了
课，同学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
样，我很羞愧，真的很想找个
地洞钻下去。这便是青春这幅
画中的红色，充满羞愧的红
色。
黑——— 无助

在青春时总有一段时间是

无助的、伤心的。那时，我的扁
桃体发炎了，不能说话。那时也
只有舅妈陪在我的身边，没有
妈妈的安慰，没有爸爸的陪伴，
只有在深夜喉咙痛时被弄醒的
我，在深夜里望着天上的月亮，
一杯一杯喝着白开水，边喝边
哭，那时的孤独也只有自己才
能理解。这便是青春的颜色，黑
色。带有伤心、无助的黑色。
粉色——— 甜蜜

青春无疑是开心、甜蜜的。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成绩，
在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我考
得不好，并没有发挥出我的真
正水平。终于，我有了这次机会
证明我自己的能力。然而这次
成绩进步真的很大，甚至比以
前的要好，这无疑是个好的开
始，我心里美滋滋的，如同吃了
蜜糖一般。青春这幅画中有粉
色这种甜蜜的颜色，让我开心
快乐。

青春如画，正是有了这些
美妙的色彩，构成了青春的这
幅画，在画中每一种颜色都是
不可缺少的，也正是这些颜色
让我成长，让青春成长。

青春的色彩
烟台开发区二中 初三年级八班 李孟洹 指导教师 柳淑清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
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
落，我一样会珍惜……”每当听
到这首《感恩的心》我就心潮澎
湃。感谢您，妈妈！是您给予了
我生命，才能让我享受这个世
界的美丽。感谢您，妈妈！我的
生命来自于您。纵然您终就会
老去，但母爱却永远也不会老
去。母爱犹如春天的风，它轻轻
拂过，大地才会一片清新的绿
色。母爱是雨后的霞，总让清洗
过的大地，不弃地躺在怀里，把
七彩人生梦谱写在高高的天
际。

我想在冰冻的黑夜里，和
您坐在火炉边，谈谈自己的心
里话；我想在初春的绿意里，同
您一起到郊外踏青；我想在酷

夏的闷热里，和您一起在溪边
乘凉；我更想在秋日的凉风中，
同您一起登上高山，高歌一曲，
借以拂去您心中的疲惫与岁月
的沧桑。可是您总是淡淡地说：

“只要你好好读书，再苦再累我
也高兴。”

在每一个日落黄昏和您散
步的时候，我是多么想成为您
的良友，在每一个星空夜晚与
您相伴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
您成为我的知音。可那堵推不
倒的墙，那条越不过的沟，总是
一次又一次的让我退却。我和
朋友们一起嬉戏，您总是如临
大敌地说：“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我能做的，能被您允许的，
只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多少内心的话在嘴
边却被您的眼神堵住……我多

么希望您能倾听我的心声，我
多么希望有一天，您能放开手，
让我自由翱翔于那纯洁的蓝
天……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
伤 ，想快 快 长 大 ，才 能 保 护
她……”耳边萦绕着这首歌，我
眼前浮现出一幅幅画面：妈妈
的 白 发 ，妈 妈 日 渐 粗 糙 的
手……当我们肆意挥洒那些比
花还绚烂的青春，妈妈却已老
去，脸庞上刻下了岁月的风
霜……

依依稀稀记记得得母母亲亲在在风风中中飞飞扬扬
的的飘飘逸逸长长发发，，那那朵朵赛赛过过梨梨花花甜甜
美美的的笑笑靥靥。。可可如如今今丝丝丝丝缕缕缕缕的的
白白发发取取代代了了秀秀美美的的青青丝丝，，嘴嘴角角
边边爬爬满满的的皱皱纹纹让让笑笑容容少少了了一一份份
甜甜美美，，多多了了一一份份慈慈祥祥。。母母亲亲的的芳芳
华华埋埋没没在在柴柴米米油油盐盐中中，，埋埋没没在在

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中。
如今，我长大了，我坚信，

只要用真诚的关怀、体贴与爱，
哪怕是博大母爱的冰山一角，
回馈您，您就会满足！

母亲，女儿爱您！是您用千
百个日日夜夜换来我幸福的成
长，您对我的爱是那样丰沛，似
春天里稍融即滴的绿，深深浅
浅地在我心头铺排流淌着。我
会用我的真心，让您的世界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

漫漫人生路，有女儿陪伴
您左右，不离不弃；潇潇风雨
中，有女儿为您撑伞，今生今
世！

献给母亲的歌
烟台开发区二中 初三年级八班 姜羽童 指导教师 柳淑青

“青春如奔流的江河，一
去不回，来不及道别……”一
首《老男孩》，一首“致青春”。

青春热情似火，青春如
骄阳，青春不能浪费。青春如
一张空白的画纸，只需要你
进行描绘，是画几个芬芳的
花朵，还是点上一些黑点，由
你决定。在你生命的尽头，你
是悔恨，还是骄傲，人生之
路，你负责！

因为有青春，我们奋发，我
们昂扬，我们大胆创新尝试，无
视落后俗气。我们努力奋斗，拼
出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因为有青春，我们自信，
我们用自信在生命舞台上唱
出了一首首艳丽的歌。“我相
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

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我们
自信、自强、无所畏惧，面对
困难，勇敢前进，颂出了一首
进行曲。

因为有青春，我们开放，
我们接受一切新鲜事物。努
力学习，不耻下问，我们跟随
时代潮流，做时代的先驱者。

青春是一支劲扬的舞
曲，青春是一篇美丽的画卷，
青春是奔流的大海，青春是
狂放的生命。

青春是短暂的，也是激
昂的，青春画卷需要我们描
绘，我们不能枉度青春。青春
如白驹过隙，一去不返，生命
是短暂的，青春也是短暂的，
不要白发方悔读书迟，导致
一生遗憾。

青春狂放不羁、策马奔
腾，青春又是温柔细腻，小心
谨慎。青春是多彩的，又可能
是黑暗的，我们要善待青春，
善用青春。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
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
行璀璨的星河……”让我们
拥有怒放的生命，怒放的青
春！

致青春
烟台开发区二中 初三年级八班 袁潇爽 指导教师 柳淑清

高新区刘家埠小学：

开展反邪教教育活动

近日，烟台高新区刘家埠小学
开展了“崇尚科学，反对邪教”主题
教育活动。学校组织全体师生观看
了反邪教光碟，举办了一次反邪教
手抄报展览；各中队开展了“崇尚
科学，反对邪教”主题班会，引导学
生用科学的头脑，认清邪教的本质
和危害，增强抵制邪教的能力；对
于邪教组织不信、不传、不参与非
法活动；遇到异常情况立即举报。
同时，还号召学生每人当好宣讲
员，积极宣传和教育身边的亲人和
朋友，远离邪教、崇尚文明。

通讯员 林少辉 李田华
姜永梅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

“暮省”教育有成效

新学期以来，莱山区黄海路小
学大力推行“暮省”教育，逐步显现
出良好成效。每天放学前的最后五
分钟为“暮省”时间，每位同学围绕

“今天我对自己最满意的是”“今天
我做的不够好的是”“今天我最大
的收获是”三方面，对自己一天来
的言谈举止、就餐情况、学习态度
等进行梳理反思。

通讯员 张武华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主题综合实践活动

近日，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举
行为期一个月的主题综合实践活
动。二年级的主题：“舌尖上的胶
东”尤为吸引大家的眼球。实践活
动主要包括查阅资料了解胶东地
区的美食特色；全班展示交流；家
常菜的烹制、手工制作、品尝等等。
本次活动孩子们既品尝了美食，又
锻炼了动手操作和动手实践能力，
最重要的是孩子们体会到了合作
和分享的乐趣。

通讯员 王晓妮 蔡忠义

开发区五中：

开展心理健康周活动

近日，烟台开发区五中开展了
以“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输送正能
量”为主题的心理健康周活动，活
动周内容包括：心理健康问卷调
查、个别心理咨询、心理游戏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活动课、心理剧
表演、心理辅导讲座。深受广大师
生的欢迎，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深入开展夯实了基础。

通讯员 哈洪亮

牟平区宁海中学：

提出新的教学理念

为了彻底改变“成绩至上”、
“人文关怀教育缺失”给学生成长
带来的不利影响，牟平区宁海中学
提出了“教育必须以学生的发展为
本”的新的教学理念。校领导要求
各科教师在教学中结合专业课程，
不断强调人性化的教育，以学生身
心健康成长为重心，人文关怀和科
学教学相结合，逐步开展课程改
革，实现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回
归。 通讯员 杨军霞

牟平实验中学：

举行节约主题活动

近日，牟平实验中学开展“节
粮节水节电”校园行动。学校对食
堂监督员、水电监督员提出了具体
要求，希望担任监督员工作的同学
能够切实发挥监督引导作用，积极
践行“节粮节水节电”校园行动。

通讯员 徐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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