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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我
就会异常兴奋。让我兴奋的不
是能吃好吃的饭；也不是能看
央视的联欢晚会，而是能在半
夜时一起去邻居家拜年。当大
年三十的夜幕降临时，我就兴
奋得不得了，试新衣，戴新帽，
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晚上11点钟刚到，村里就
“噼呖啪啦”地响起来鞭炮的声
音。一到这声音，我就骨碌一下
子爬起来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呀，心想
的事儿都能成！”我穿着衣服，
梳好头，哼着小曲走出来了。

“爸妈你看我穿得好看吗！”略
微一鞠躬，“爸，妈，过年好！”
100元的压岁钱就到手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会显得无
比漫长。

“我要去拜年。我要去拜
年！”

“等等吧，现在太早了，等过
了12点再去。”妈妈坚决地说。

“不嘛，不嘛。”我哀求着对
妈妈，边说边摇妈妈的手，装出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那好吧，等你爸放完鞭
炮，吃完年夜饭就去。”

噢耶！呦吼！老妈万岁！。
“那老爸，我们出发吧！”还

没等最后一口饭咽下肚我就拉
着老爸出发了。

首先是去大爹家，给大爹拜
年的同时叫上姐姐一起出去。

去别人家拜年时，我和姐
姐总跟在爸和小爹身后。每到
一家的门口，姐姐便会问大人
该怎么称呼，是大妈还是奶奶。
我就不用操心，反正姐姐称呼
什么我就跟着称呼。进屋后，挨
个问好，一屋子的人都笑嘻嘻
的，这家的男人招待大人喝酒
抽烟，主妇便热情地往小孩子
手里、兜里塞糖、瓜子。我们口
里说着“不要不要”，可是手里
不知不觉地就会接上一点儿，
口袋也不知不觉地就撑开了。

呵呵……
从一家出来到另一家的

路上，我和姐姐手拉着手，大
步地走，欢快的歌声像长了翅
膀一样，不由自主地就从嘴里
溜了出来：“每条大街小港，每
个 人 的 嘴 里 ，都 是 恭 喜 ，恭
喜……。”

歌声是那么响亮。心情是那

么欢快。姐姐的手是那么温暖。
现在长大了，姐姐早已出

嫁，每逢过年家里就只剩下我
一个孩子。而且因为是女孩子，
一旦上了初中，很少有父母允
许除夕夜出去拜年。我的拜年
的快乐就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童年呀，你怎么一去
不复返了呢？

我与如心的友情，是从那
次的军训开始的。

那天，天气很热。若大的
操场上，摆着几个方块状的队
伍，穿着军装的教官来回走
着，不时纠正着我们的站姿错
误。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脸颊
上不断地淌着汗水。有点娇生
惯养的我早已没有了一开始
那样的精气神，感觉几乎要中
暑似的。

“解散！”教官终于下达了
休息的指令，同学们一个个如
非洲难民般跑到树荫下大口
地喝着水，毫无形象可言。只
有我一个人看着他们喝，连口
水都没有可咽的，因为我的水
壶已是空空如也。

“给！”正在我口渴难耐
时，一个粉色水杯递到了我的
面前。

水杯的主人正是如心。此

前，我们俩根本算不上有什么
交情。在我的心里，怎么说呢，
她长得其实并不出众，属于淹
没在人群中根本找不到的那
种。

此刻她正在微笑地看着
我。

“可我喝了，你喝啥？”我
有些不好意思。

“没事，有福同享，有难同
当嘛！”她很乐观地对我说。

“谢谢！”我接过水杯感激
地回了她一个微笑，随即便拧
开水杯大口喝了起来。

喝罢，我身不由己地给了
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从此我们
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我知道，如果那时我没有
及时补充上水，说不定真的会
虚脱中暑呢！真可谓“岁寒知
松柏,患难见真情”，我会永远
珍惜这份友情的。

人们总说“时间像流水，
一去不复返”。

爸爸也常这样说，总是警
告我，不要做一个碌碌无为的
人。

上初中了，我才有些明白
爸爸的话意。这让我想起了保
尔的那句话：每当回忆往事的
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
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从
明白那刻起，我已下定决心要
做一个珍惜时间、把时间抓
住，去创造美好人生的好学
生。

然而，回想此前的多年读
书生涯，我几乎是在与时间做
游戏。有一天，我在家中写作
业。爸爸走过来对我说写作业
的几大要求：要抓紧时间，要
认真仔细，我应付着点了点
头。

偶尔我有时候写的不认

真，被爸爸发现了，就要撕了
重写。所以，我写作业的时候，
总是心里想着努力做到最好，
可真正做起来就马马虎虎了。
最主要的是不能够抓紧时间，
只想趁着家人不注意的时候
看电视、开小差什么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爸爸对
我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每次
我完成作业的时候，爸爸总是
仔仔细细地检查好几遍才可
以，爸爸告诉我两个写作业的
方法；要快，要好。说是方法，
只不过是他给我规定的要求
罢了，直到上了六年级，我才
明白我以前的十二年都是在
虚度光阴而已，我都不明白我
之前的十二年都在干什么？我
以后决不能再虚度年华，虚度
光阴了，真悔恨啊！

我决心以后要珍惜时间，
不让光阴白白流走！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
的孩子像根草……”每当听到
这首歌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
想起妈妈对我无私的爱。在我
的成长过程中，妈妈付出了好
多，许多事都让我很感动，其
中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最为
深刻。

记得有一天，我一直都觉
得妈妈有点不太对劲，可就是
说不出什么原因。那天天气很
冷，我不听妈妈的劝告，固执
地到外面去玩雪，调皮的我故

意把雪放在自己的衣服里，和
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更加抗冻。
后来，我发烧了，妈妈非常着
急，非常用心地照顾我，妈妈
让我吃了药就躺在床上休息。
后来我感觉好多了。到了晚
上，我想起妈妈白天不太对
劲，我便自己悄悄地在妈妈睡
觉的时候，学着妈妈的样子轻
轻地摸了摸妈妈的额头，哦，
好热！我突然发觉，妈妈自己
生病了还是那么关心我。就在
那一天，妈妈扛着痛苦给我治

病，时不时地问我难不难受，
我头很疼，可看着妈妈却忍着
自己的病痛，还那么坚强，而
我呢？

六一儿童节，我收到了自
己最想要的礼物“芭比娃娃”。
在我眼中，是很贵的那一种。
我一想，这会是谁买的呢？如
果是爸爸，但爸爸不在家呀，
如果是妈妈……对，就是妈
妈！但是妈妈没空呀，难不成
是休班？中午的时候，我好奇
地问：“妈妈，那个芭比娃娃是

你买的吗？”“对呀，你不是一
直都特别想有一个这样的洋
娃娃吗？”妈妈微笑着说。我感
到很奇怪，妈妈平日都不舍得
给自己买东西，怎么舍得给我
买洋娃娃？从那时起，我就很
奇怪。后来，我才发现，妈妈为
了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去打工
做了许多脏活累活……

这就是我妈妈对我的爱，
一种不需要回报的爱，一种无
私的爱，一种每时每刻都可以
让我感觉到的爱……

我的老家在东北的黑龙
江，那里有一条河，人们都叫它
青蛙河。每到春天，成群的青蛙
从泥洞里爬出来，呱呱地叫个
不停。

青蛙太多了，有不少人到
河边去抓青蛙，听说青蛙肉又
白又嫩，特别好吃。

有一次，我和爸爸也去抓
青蛙。呀，真不愧是青蛙河，一
只只绿青蛙在水里自在地游
着，游累了，就跳到岸边的草丛
里。

爸爸挽起裤腿下了河，慢

慢向一只青蛙走去，不料青蛙
立刻发觉了，它后腿一蹬，窜出
去很远。我一看，急忙下水，猛
地向前一扑，结果青蛙游走了。
我却直接扑到水中，变成了落
汤鸡。

我和爸爸狼狈地爬上岸，
坐在草地上。阳光下，一只大青
蛙正瞪着大眼睛寻找着什么，
一只小蛾子飞过来，青蛙猛地
向上一蹿，舌头一勾，飞蛾没
了，青蛙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继续守候着下一个目标。

我合拢手掌，正想去扑这只

放松警惕的青蛙时，爸爸一把拉
住了我：“不要抓了，孩子。”

“我们不是来抓青蛙的
吗？”我疑惑地看着爸爸。

“青蛙是农民的好朋友，它
们保护庄稼，一只青蛙一年能
除掉上万只害虫。如果我们抓
了它，不就是亲手杀掉好朋友
了吗？”

我一下子想起了春天的青
蛙河，一只只圆圆的小黑蝌蚪
像一个个小逗号，它们拖着长
尾巴，快活地游来游去。时间一
天天过去了，它们慢慢长出四

条腿，丢掉小尾巴，变成大眼
睛，宽嘴巴，鼓着白花花的大肚
皮，穿着绿衣服的青蛙，可爱极
了！

可是，今天，我竟然要抓他
们，多不应该呀！我要告诉那些
来抓青蛙的人，让青蛙们永远
在这条河里快乐地生活，让我
们每个夏天的晚上，都能听到
青蛙美妙的叫声。

我有一个天使般的小弟弟，
他非常可爱，虽然只有两岁，可是
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是新鲜好奇
的。他的个子小小的，但全身胖乎
乎的，脸蛋圆圆的，眼睛圆圆的，
嘴巴圆圆的，连小胳膊小腿都是
圆圆的，非常惹人喜欢。

小弟弟很调皮，他非常喜欢
和我玩。记得有一次，我到他家去
玩。他正在洗脸，我刚一进门，他
就用水扬我，扬得我满身是水，他
却拍着手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他见我吹泡泡糖，
就叫着要，但他不会吹也吹不起
来，反而把泡泡糖胶弄到了头发
上。拿又拿不下来，洗又洗不掉，
疼得他哇哇大哭，在地上连连打
滚，让人又气又好笑。妈妈只好用
剪刀将糖胶和头发一起剪下，头
上缺了块头发，他也不在乎。

弟弟虽然只有两岁，但已学
会了自己吃饭而且胃口很好。每
次吃饭时，他总是自己坐在小凳
子上，三下两下吃个精光，吃得满
嘴满鼻子都是饭。吃饱了，他会伸
出胖胖的小手，嚷着让你抱。你要
是不抱他的话，他会一直赖着你
不走，紧紧地贴着你的脸，不断地
往你脸上吹起气，真逗人。

我真喜欢这个小天使。

我是一个爱回忆过去、却又对
未来充满希望的人。

这不，刚才我又回想起刚入校
时的样子。谭格庄中心中学的一切
都令我欣喜若狂，我对她充满了好
奇。我在谭中的几年里，看到了谭
中许多的蜕变，想想当初的学校与
现在的差距，太过明显了。

首先，在校舍建设诸如教室、
宿舍、餐厅、厕所等方面有了很大
变化。现在的教室宽敞明亮、换砖
地为水泥地，桌椅板凳全是新的；
宿舍也进行了改造由原先的木制、
铁制门窗改换成铝合金、塑钢的，
而且还安装了空调等；厕所也建成
了“高端大气”式的水冲厕所；师生
们的餐厅也由原来的“一班一屋”
改换成全校“大团圆”式的能容纳
600人同时就餐的标准化一流餐
厅；还有教师的公寓，看看那30位
拿到门房钥匙的老师们脸上洋溢
的笑容，你就知道学校领导为师生
们所营造出来的幸福指数有多么
高。

除了在建设方面的变化外学
校还十分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学
校自成立“道德银行”以来，同学们
懂得了关爱他人，争做好人好事，
助人为乐。近年来，学校涌现出了
数十个“道德形象大使”“优秀储蓄
户”等，赢得了家长、学生及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另外，学校在体卫艺方面更是
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宽阔的操场、
新建设的校内运动小广场、羽毛球
场、排球场、乒乓球室及文学社、美
术室、书法室、音乐室、舞蹈室等十
几个兴趣小组活动室，每日里，
80%的学生都能够在自己喜欢的
活动场所尽情释放与展示自己。学
校每年还把不同的季节分为“体育
篇”“文化篇”“艺术篇”三个内容举
办一次系统的体育文化艺术节，创
造性地将一所农村学校的素质教
育推向了新的境界。

当然，学校在教育方面更有创
新，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大大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激
发了学生的竞争意识，有利于学生
间的沟通交流，培养了学生积极进
取的学习态度。每年的八家联考、
中考连连取得好成果，得到上级与
广大社会的好评。

学校的变化让学生、家长、社
会都看在眼里、美在心里。作为即
将离校的学生，相信母校的未来会
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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