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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心里埋藏的情感，是
肢体上的某个动作。到底爱是
什么？一想到这个话题，始终不
能隐藏住这个背影。难道，这就
是爱吗？

小时候，曾喜欢在爸爸那坚
实的臂膀上荡秋千，喜欢边荡着
边用手碰碰他那大肚子，对他咯
咯笑：“爸爸，你的肚子又大了！”
这时，他便也会咧开嘴，笑着说：

“孩子，你的嘴更大！”他那大大
的酒窝都露出来了，像是在向我
招手。在这样欢乐的气氛下，越
荡越开心了。

那时，我只天真地认为，我
很快乐，多亏了爸爸。却没考虑
到，爸爸也累了。“孩子，别荡
了，爸爸累了。来！到妈妈这里
来，给你讲故事听！”妈妈老远
的吆喝声从厨房传来。

“不要嘛，我还要玩……”
不知怎的，一想到不能荡秋千
了，不能看到爸爸的傻笑，心里
一阵失落。“爸爸，你累吗？”我
噘起小嘴，愁眉苦脸地看着爸
爸。

“呵…不累！不累！爸爸
一点儿都不累！看着你开心

爸就足够了。”那黝黑的脸上
本应被汗给覆盖，如今却被
那有力的大手给挥洒开来。

“妈，你听，爸爸说他不
累，哈哈！”心里像掉了一块
大石头，仍然像猴子一样荡
着，不知疲倦。“唉，这孩子。”
叹了口气，便回身去厨房了。

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三
十分钟……时间过得飞快，
我还玩得不尽兴。

“好了，孩子，够了吧，看
把你爸折腾得啊！”她硬是把
我抱下来，便转身去给爸爸
擦汗水。

虽然有点失落，但还是
放弃了。

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每
天 都 还 保 存 着 荡 秋 千 的习
惯。

直到那天，爸爸去了韩
国……

当时已十岁，算大了，也
没哭，只能把失落憋屈在心
里，不能荡秋千了……渐渐
淡忘了荡秋千。

直到有一天，当妈妈说起
这事时，她说：“孩子，你要明

白，爸爸不是不累，而是爱你爱
得太深了，那爱都成了动力啊！
你不知道，爸爸每天晚上睡觉
时 ，汗 水 都 浸 透 了 他 的 枕
巾……”后面的话就依稀不记
得了，只知道当时我的心沉重
着。

是啊，爸爸何尝不累呢？三
十分钟的时间，如果化作我的
话，一分钟也坚持不下来了，他
又是怎样做到的呢？这最大的
奇迹便在于——— 父亲对我那深
沉的爱。

上个月，爸爸回来过一
次，那时，我见了他，心又沉
了下去，自己像犯了什么大罪，
被这种罪恶感所替代。“孩子！”
他朝着我的方向奔来。“爸爸！”
我已长高，所以不用他抱了。

他那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瞳
变得黯淡，原本直挺的身躯变

得弯曲，依稀的黑发已有几丝
白发，那双手，已变得粗糙。

他也老了。
“孩子，怎么了？来，咱们回

家！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哦，对
了，我都给忘了，回去荡秋千
哪！……”后面的话不敢听下去。

“爸，不荡了，回去吃好吃的！”泪
水已经把脸搅拌得不成样子。

爸爸愣了一下，又恢复到
了微笑：“好，孩子，我们吃好吃
的，你还想玩什么？一块儿去玩
儿啊！”

夕阳下，两个身影牵着手
在路上走着，一大一小的影子
越来越远……

这就是爱，父亲的爱，不像
母爱那样直接，也不像孩子的
爱一样欢快，那深沉的爱，将永
远存在于我的心中，久久不能
散去……

寒假期间，我和伙伴们约
好去海边喂海鸥，这一次，让我
彻底认识了海鸥这个小精灵。

那天，我们早早来到海边
等候，碧蓝的天空与平静的海
面交织在一起，金黄的沙滩在
湛蓝的海天下，显得格外醒
目。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海鸥
飞来了，成群结伴的，阵势很
大。它的眼睛，像两颗晶莹剔
透的黑宝石，又像两粒小巧玲
珑的墨珠，镶嵌在可爱的小脑
袋上。它那尖尖的嘴巴是橘红
色的，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
的光芒。脖子上的羽毛梳理得
整整齐齐，在晨曦中，流光溢
彩。它的尾巴是扇形的，雪白
的羽毛微微泛出银光，翅膀的
末端还有一圈淡淡的黑色羽
毛，令人赏心悦目。我们不得
不赞叹小海鸥的美丽与可爱。
它们都在空中盘旋，似乎嚷
着：“我饿了，什么时候给我
吃东西呀？”

阿姨终于把鱼运来了，我
们举起长柄勺，给海鸥喂鱼。前
几次将鱼抛出去，海鸥可能是
因为惧怕，对鱼置之不理，依旧
在天空中“啾——— 啾——— 地叫
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它们一
定是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见我们又一次将鱼抛出，立刻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它们有的
飞到海面上，将尖尖的嘴伸进
去，寻找食物；有的静静地坐在
海面上，等待着鱼块抛到自己
的面前；还有的找不到鱼，便去
争抢其他海鸥的“战利品”，我
不禁喃喃自语道：“小海鸥真有
趣呀！”正当我看得入神，突然，
有一只“雄壮”的海鸥如苍鹰一
般，急速地飞行着，在空中飞快
地咬住一块肉，一口吞了下去，

“好精彩呀！”我为它的“杂技”
拍手叫好。

小海鸥们吃饱后，大部
分都懒懒地浮坐在水面上，
随着一拨一拨的海浪上下起
伏，十分惬意的样子。只有个
别精力充沛的海鸥在空中自
由地飞翔着，时不时俯冲下
来，蜻蜓点水般轻轻触碰一
下海面，好像在向人们展示
它的“特技”。

喂海鸥结束了。这次与
海鸥的近距离的接触，使我
们的关系更加融洽。我多么
希望有一天，海鸥可以站在
我的肩膀上，与我更加亲密
地接触啊！伙伴们，我们一起
行动吧，珍爱环境，让我们与
海鸥的天空更蓝、更美！

“做完午自习作业的同
学立刻回寝室休息。”史老师
一声令下，“哎，《狼王梦》还
没有看完呢，更何况到了最
精彩的情节！双毛要与狼王
洛戛决一死战了，我又怎么
能放下呢？”

忽 然 ，我 心 生 一 计 ，要
不 然 我 偷 偷 把书带 回 寝室
里看吧！于是，我“嘿嘿”一
笑 ，便 将书夹 在 衣 服 里 面 ，
蹑手蹑脚地走进寝室里。刚
进去就有同学问我：“咦，管
靖 欣 ，你 肚 子 怎 么 了 ？难 道
是中午吃撑了？”太可恶了，
这 明 明 就是挑 衅 ！顿时，我
火冒三丈，正要发火跟他辩
论 ，但又怕 露 了陷，所 以 我
便 强 压 制 住 心 中 的 怒 火 回
到了床上。

寝室里稍微有些凉，同
学们纷纷盖上了被子，这也
正合我意。我把头埋在了被
子里，稍稍地露出一点缝隙，
在微光中我继续看双毛和狼
王洛戛激烈地厮杀。狼王洛
戛渐渐地有些力不从心了，

“洛戛褐黄色的狼毛又被咬
掉了一撮，又有好几串狼血
滴落在草原上，空气中弥漫
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饥饿

的狼群是经不起血腥味的刺
激的，狼群里大公狼的脸上
浮现出一种想要茹毛饮血的
残忍表情，这无疑是双毛胜
利的预兆，只要双毛朝洛戛
再猛咬两口……“伤痛刺激
了洛戛，他威严地嗥叫了一
声，而这一吼，一瞬间让双毛
像换了匹狼，眼里充满畏惧，
意志崩溃了。”因为双毛从小
就被哥哥们欺辱……正当我
读到精彩之处时，忽然感到
有人在轻轻地碰我，“谁这么
讨厌！没看到我正读得入迷
吗！”不理睬他，我继续读我
的书，我根本没抬头看，可这
种晃动似乎有些加剧了，我
抑制不住怒火，伸出小脑袋
生气地说：“你要干嘛！”话
还没说完，我呆住了，原来是
看午休的老师站在我的床头
直瞪着我，“不要你的眼睛了
吗？……”我的脸涨得通红，
大气不敢喘一口。

书籍对我的诱惑实在是
太大了，我随时随地都会手
捧一本书，全然不顾地沉浸
在书的海洋里，我从心底里
喜欢那种遨游书海的感觉，
因为它能给我带来无尽的欢
乐和一生享用不尽的知识！

每个寒假，我都要去书店
看书。在我看过的许许多多的
书中的人物中，最令我感动的
是沈石溪写过的一本动物小
说———《虎娃金叶子》中的一位
与虎相依为命的少年。那位少
年与动物的深情厚谊让我非常
感动！

那位少年所出生的小村庄
非常迷信，那里的巫师说：“如
果一个孩子拥有六根手指，将
被视为琵琶鬼他的母亲不忍他
被烧死，便带他逃到了深山之
中，在山中找到了一个冬暖夏
凉的山洞，一直隐居在此。母亲
死后，那位少年只好单独去狩
猎。一次狩猎回来时，在路边的
草丛中找到了一只可爱的小老
虎，并且非常喜欢它，就根据幼
虎身上的花纹起名叫“金叶
子”，把它领回山洞中，一起生

活。因为小老虎也需要吃食物，
所以少年打猎就更加累了，常
常早出晚归。少年也曾想过丢
弃金叶子，可每次打猎回到山
洞，金叶子总是凑上前来，亲昵
地舔舐他的裤脚和那根被誉为
不祥的第六根手指，每当这时，
少年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
丢弃小老虎的念头在顷刻间烟
消云散！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金
叶子逐渐长大，已经可以单独
狩猎了。有了金叶子帮助狩猎，
狩猎变得更加轻松和快乐了！

可是好景不长，他俩在一
次狩猎途中被一群村民发现
了，村民们蛮横地强行抢走了
金叶子，去庆祝当地一位财主
的50岁大寿。我看到这儿时，
不禁担心：金叶子不会出危险
吧？真希望他没事啊！过了几
天，少年偷偷进入到那位财主

的院子，想把金叶子救出来，
可正在打开笼子时，财主的护
卫围了过来，少年为了让金叶
子成功逃生，在混乱的人群中
把金叶子送了出去，自己却被
人们捉住，放进了火堆之中。
正当少年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的时候，门口处突然传来一声
熟悉的虎啸声——— 啊！原来是
金叶子来了！金叶子勇敢地跳
进了火堆之中，救出了少年。
少年感动极了，因为虎是怕火
的呀！金叶子飞速地奔跑，可
还是中了几枪，在生命的最后
关头，金叶子用尽全身力气，
把少年送回了山洞，自己却倒
在了血泊之中……读到这里，
我不禁怦然一震，我好像忽然
懂得了：这才是真正的友谊，
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竟然是
这样的，比亲人还要亲，这甘

愿为你赴汤蹈火的友谊令我
心动不已。

少年与虎娃金叶子的深厚
情谊怎不令人感动？少年精心
照顾金叶子令人感动，可金叶
子却用生命来回报少年更令人
震撼！我想大声地告诉人们：这
种跨越种族的、纯洁的友谊是
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令人
感动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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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妈妈，感谢你们把
我送去夏令营，我在夏令营学到了
许多知识，抓螃蟹、叠被子等等。我
还玩到了许多东西，接水赛、九曲
摸鱼，看到了许多大鸟，去海滩堆
沙堡，做游戏，还去了琅琊山，看到
了许多名胜古迹，还交了许多好朋
友，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虽然开
心、快乐。可是我还是想你们。你们
教我长大，是你们一步一步教我做
人，去外面让我长知识，你们辛苦
了。

我离开了你们，本来过得很快
乐，结果一想起你们，就禁不住涌
起感恩之情。我每天都写日记。想
把我在夏令营期间的经历描述给
你们。我还学会了洗衣服。在攀峰
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在雨中傻跑
时，流下了眼泪，在欢快时，想起了
你们，流下了眼泪，我永远忘记不
了你们。

是谁给了我生命，是你们；是
谁每天给我做饭洗衣，是你们；是
谁在我跌跌撞撞擦破皮时给我手
纸，是你们；是谁在我哭泣时，给我
擦眼泪，是你们。我是可爱的小鸟，
你们是广阔蔚蓝的天空，你们拥抱
着我。我是茁壮成长的小草，你们
是绿荫的大地。我想说一句话：“爸
妈，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我在夏令营学到了许多东西,

也学会独立完成事情了。也感谢衣
爸爸,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感谢一
路有你们。

早晨，我和爷爷迎着初春的太
阳，来到逛荡河边，寻找春天的气
息。

走在逛荡河边的小路上，我看
见小草睡醒了，直往外伸懒腰，它
从土里冒出身子，嫩嫩的、绿绿的，
小草穿上了嫩绿的衣裳，它们轻轻
地向蓝天招手，向太阳微笑。我知
道，春天来了！

走在逛荡河边的小路上，路的
两旁，盛开着许多野花，黄的、白
的、紫的，漂亮极了，就像一只只蝴
蝶在高兴地跳舞；我小心翼翼地走
着，生怕踩痛了它们。我看见花儿
爬上了枝头，红的红，粉的粉，竞相
开放；它们欢快地向蜜蜂点头，向
蝴蝶贺彩。我知道，春天来了！

走在逛荡河边的小路上，我看
见河岸上的柳树吐出点点嫩绿的
小芽，好似春天的音符；那嫩嫩的
柳芽，像夜间的萤火虫，又像玛瑙，
又像星星，它们在太阳光的照耀下
发射出璀灿的光芒。一阵柔柔的春
风轻轻从我身边吹过，柳条也像姑
娘一样跳起舞来。

我知道，春天来了！
走在逛荡河边的小路上，我看

见河水解冻了，叮叮咚咚欢快地流
向大海；燕子也高兴地叽叽喳喳唱
着小调在河面上下飞舞。我知道，
春天来了！

啊！春天来了，我还仿佛看见，
春雷公公敲起了大鼓，春雨姑娘沙
沙地弹着琴，一场春雨过后，天上
的太阳公公放出暖暖的光，春风姐
姐也轻轻地来到我们身边；春笋悄
悄地钻出土地，冬眠的动物也苏醒
了，刺猬高兴地打着滚儿，蛇慢慢
地从洞里爬出来……

逛荡河边的春天景色真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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