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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
息的希望。 ——安东尼

一缕春风，可以动人心弦；一枝夏莲可以
沁人心脾；一片红叶，可以温暖心田；一朵雪
花，又可以净化心灵；丝丝暖意悄然流过我心
中，使我倍生感慨。

小时候，每年暑假寒假，我都会回到那个
熟悉的老家。因为那里茂盛着我的童年，我
们家住在顶楼，于是种了许多植物，养了许多
鸽子。春天，我在自家楼顶上玩耍，爷爷便坐
在摇椅上，手拿蒲扇。一边摇，一边看我逗
猫。“小心点，猫抓你！”“嘿嘿，不会不会。”我抱
着猫说。笑声回荡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转眼是秋，走在小区的泥泞的道路上，周
围的树，已经枯黄。红枫夹杂在这些树中，一

阵风吹来，红色和黄色的纸飞机交错盘旋落
地，这时我感到有东西披在了我的身上，回
望，原来是爷爷怕我冷，将自己的衣服披在我
的身上，那时，阵阵温暖蔓延全身……

冬，寒风凛冽，一阵寒风能让我一阵寒
颤，整天不想出门的我闷闷不乐，爷爷便带我
到楼顶，那里有爷爷养的成群的鸽子，爷爷从
笼子里拿出一只鸽子，递给我，一放手，鸽子
便绕着屋子飞起来。笑容又再一次重新爬上
我的脸颊。我们就这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

时光已散，这些已经成为了回忆……
看见天空中飞翔的白鸽，拾起一片羽毛，

此刻，我已潸然泪下……
有很多事，在我的生活中慢慢走过，逐渐

淡忘，但这些回忆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它
像一缕温暖的阳光，拂过我的心田。

温暖
江北区字水中学初一16班 颜晓蓓 指导老师：罗小蓉

《乡土中国》开篇讲“乡土本色”，
有个关于“乡井土”的故事：奶妈在他
初次出国时，用红纸包了灶上的泥土
塞在箱子底下，并建议异地水土不服、
思乡时，可烹泥土汤吃。

这是仅属于农耕文明的温度，默祷
的人无法同理，朝圣信徒也无法共情。

长江黄河两条巨龙庇佑的土地是
适宜种植的应许之地，家庭世代为单
位的生产与技术传承使土地承载了人
与人、人与空间的情感。国人对“土”
的依恋非简单的婴儿恋乳，而是受到

馈赠后泛神论式的满怀敬意与借此生
存的依赖。家族伦理、社会礼俗皆为
乡土文化的副产品。如费先生言，这

“土气”来源于不流动性和地域性，“一
方”之微，“水土”之异推动了农耕社会
群体的分化，促成中国特有的经验主
义——也即凭借“熟悉”感行动。

于是，中国文化里的“乡土”如同
圆环，在一轮一轮的耕耘中周而复始，
代代升华——受命于土，扎根于此，在
重经验与联系的思维下酝酿对土地的
深情，最终如落花枯叶，回归大地。

乡土“圆环”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高2020届1班 李卓航

刘晓莉老师点评
用“圆环”来比喻“乡土”和人们的关系，富有新意，颇有见地。人们

的生存依赖于乡土，中华的文化孕育于乡土；人们得到乡土丰厚的馈
赠，带着这份对乡土深沉的情感去耕耘命根一样的土地；土地获得人们
丰厚的回报，继续滋养着人们，就这样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写作文
2019年3月10日 星期日 责编 江前兵 视觉 尹晶 李睿 责校 宋美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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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成长，让瞬间成为永恒。养成习惯，让发展不受局限。
提笔写作也许只是老师布置的一项作业，但上游新闻“作文”活动却让同学们的

作文变得丰富多彩，趣味盎然。
热爱生活，爱上写作，养成一种终身受益的好习惯。
助力学习，关注成长，投稿上游作文，每周六、周日《重庆晨报》中、小学作文版如

期与你相会。新学期，期待更多的中小学生来此展示才华，书写成长，分享快乐。

作文版主持人：

叶子姐姐
（资深教育记者）

微信号：cqcb99

作文问题咨询电
话：63907519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是爱的味道
……我的家——这个我生活了十三年的家，
充满了各种让我难以忘怀的味道，直到现在，
我还喜欢这种浓浓的味道。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晚上我与家人一
起看开学第一课，我坐在地上，家人们坐在沙
发上，奶奶说“孙子不要坐地上，小心着凉。”
我却不听，没过多久我便开始感觉身体不舒
服，浑身上下没力气，生龙活虎的我出现发烧
的前兆，我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因为这
个小错我犯下了一个大错，发烧了。爸爸就
背着我与家人们一起去医院。冬天的夜晚
冷，我的家离坐车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就这
一小段距离就让我觉得特别远，因为寒风吹

得我直打冷颤。而爸爸穿得单薄，却没说过
一句冷。旁边的妈妈焦急万分，不停地安慰
我说：“儿子，不要怕，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
妈妈怕我冷着，还脱下一件外套披在我身
上。我的眼角湿润了，虽然身上冷冷的，可心
里是热乎的。我想着长大后一定要报答他
们，报答这么多年来他们对我付出的一切！
一会儿，我们到了医院，妈妈守着我，爸爸和
家人们为我跑东跑西，挂号、缴费、拿药，直到
我躺在病床上，输着液，烧差不多退了，他们
才靠在椅子上休息。

在我记忆里，我的家始终充满了温馨、甜
蜜的味道，正是这种味道才让我健康、快乐地
成长着……

家的味道
凤凰实验学校七年级二班 杨帅

不管何时何地，总会有父母的身影。
都说：“如果你不努力，一年后的你还是

原来的你，不过是又长大了一岁。”
父母对我们的责骂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增长。
小时候，不管你要什么，父母都会满足

你；可是，长大之后，不但不会满足你的需求，
还会对你提一些对你来说“过分”的要求。就
是这些事过分得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了不好的
影响，让我们对父母会有更多的厌恶感，总觉
得他们说的都不能满足我内心的需求。

生活是一场未知的旅行，不到最后一刻
不能轻言放弃，与其担心十年后你过得怎样，
不如做好现在的自己。

是啊！现在的我们总是为成绩操心，而父
母却不理解孩子苦衷，总觉得这次成绩考得差，
或是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就会指着孩子鼻子
使劲地骂，直到把她（他）骂哭为止。

我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所以大家都不
知道我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我在经
过了父母责骂之后的痛苦。可是，这是我人
生的一个经历，也是一个经验。哪个孩子在
犯错之后不会被父母骂得泣不成声，哪个孩
子没有和我同样的经历。

所以网上流行一句话：“00后将会是一

代更好的家长，因为00后经历了被家长骂到
痛不欲生，而在房间偷偷哭泣。”

身为00后的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学习
很辛苦，但并不痛苦；学习没有捷径，苦学才
是根本；在你没有找到不用重复就可以学习
好的方法之前，请不要放弃重复这种最简单、
最有效的学习方法。”这些话对我们初三生来
说是非常的励志。

前不久，我和母亲发生了争吵，吵着吵
着，不知怎的我们像疯了一样开始拳打脚踢；
打着打着，我和母亲同时被对方打哭，于是我
便哭着跑回了房间，而母亲却走到了父亲那
说：“你女儿对我拳打脚踢。”父亲听后立马跑
到我的房间外一直踢我的房门。对。是我的
错，房门没有错，你踢他有什么用呢？可是，
当时对我来说是特别的难受，心理遭到了极
大的冲击。过了一会儿，母亲走过来对父亲
说：“不要再踢门了”（用一副可怜巴巴的脸望
着父亲，可怜的语气说出了这样的话）当时的
我，对母亲已经失去了信任。

当我经过多年被父母骂到痛不欲生的境
界时，总觉得自己在愈合受了创伤时是那么
的坚强。

直到现在也无法接受父母对我时好时坏
的态度，很多事情来得总是那么措手不及。

我与父母的“战争”
南开融侨中学初三3班 张婧怡

淅淅沥沥，冷冷清清。窗外下着
雨，不知怎的，一滴滴叩着我的内心，
叹道：失败，总是伴随着我。

我多么想跨越自己，可又一次次
倒在棋盘前。那是一次定段赛，我有
三把都是半目憾负。经过失利后，我
只能寂寞地敲击着黑白棋子。空荡的
棋室，昏黄的灯光，交错的布局，本是
一片诗情画意，可被我的嫉妒与疑惑，
染得变了味。

我，坐着，不知所措。一个小小的
失误，便亲手葬送了那看似唾手可得
却又无比遥远的梦想，仿佛雾中深邃
的山峦，隐隐约约。凭什么命运之矛
倒向了对手，凭什么我就得铩羽而归，
又凭什么我的努力会流过时间匆匆而
逝？

突然，一只温暖的亲切的手轻轻
触碰了我的背。蓦然回首，是我的父
亲。他掏出一本《读者》，认真地递给
我，说：”看看这篇文章，别忘了，你下
棋的初衷是什么？”

翻开这一页，是色彩斑斓的插
图。旁边是几排细细的字：路尽天绝
处，不妨尝试着再走一步，万水千山，
只源于最初的那一步。

那对黑白棋子散发出了温暖的光
芒。它们仿佛是我的指路人，给在迷

茫与懵懂中的我，星星点点地点亮了
十字路口。

对，只差一步，相信自己，跨越自
己！

我坚定地望着所爱的围棋，心中
不禁波澜起伏，可能是成功的荣耀，也
可能是重蹈覆辙的危险，可我那炽热
的心，此刻深怀着一句话：“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携着我一辈子都未有过的激情，
我再次信心满满地踏上了奋斗之路。
每个周末，都有我匆匆忙忙，却富有希
望的背影。一篇篇的记录，一次次的
对弈，一片片的荆棘中，我用辛酸的汗
水重铸的战剑战胜了无数困难。我知
道，我不畏惧他人的指责，不嫉妒他人
的胜利，也不模仿从前的自己。

万水千山，真的只源于最初的那
一步。

当我再次踏进曾经恐惧过的赛
场，我惊觉，胜负其实并不重要，当我
真正地走出了这一步，不管胜负与否，
其实毫无关系。爱恨情仇，刀光剑影
般的固执总会被人的改变所感化。

人生的道路上充满挫折，而我揣
着我的希望，跨过所谓的恨与泪，跨过
世间的痛与累，更跨过了那个曾经渺
小的自己。

跨越自己
鲁能巴蜀中学初2020届32班 杨译涵

这家卤店在旧街的最边上，关闭
的卷帘门只有在下午四点到六点才
会卷起来。初来这儿时，对这家“相
貌平平”的卤店并不在意，直到几次
下午偶然路过时，诧异店门口围着好
些人，起先以为是闹事还是碰上麻烦
了便匆匆而过，之后看见不少人手里
提着卤肉，嘴里啃着鸭翅，才明白了
原来人们都是去买卤味的，心中暗自
感叹不可“以貌取店”，手一插兜，正
巧还有些许零钱，便也想买点来过把
嘴瘾。

走近瞧，买卤味的人分两拨，一拨
是买猪耳朵，猪脑壳“核桃肉”之类量
较大的，一拨是围着一个大筛子，里面
堆满了泛着油光卤色的鸡爪，鸭翅，鸭
脑壳之类的方便即食的卤味，一看色
就刚卤好的，不仅卤香四溢，还冒着腾
腾热气呢，人们也正趁着热气，一些用
筷子夹，另一些用口袋抓，挑着，选着，
抓着，忙着的场面，让舌尖还沒碰上卤
味的人，心里便痒痒的。

因为“资本”有限，我只有买两个
鸡爪来啃啃，一口咬下去，软！然后是

糯！几个指头中的骨头入口后，轻轻
抿即与肉质分开，卤味浓郁，肉汁流转
唇齿之间……一瞬间，让我想起幼时
在外公家，外公用筷子夹进瓷碗递给
我的卤肉，亦是此番滋味。

思绪纷纷，望着人来人往的街，一
张张陌生的面孔，却想起了那个只有
在下午四点到六点才开的小屋……

竟是一个味道让他们的脚步停了
下来。

恰好看一位老伯背着一个包裹，
手里牵着一个孩子，背后的妇人似他
妻子，也牵着一个孩子，走到卤店前，
他轻声对那位妇人说了些什么，便把
孩子交给了她，我见他们风尘仆仆，应
该是往家赶，却停下赶路，径直走向卤
店，挑好几个鸭翅后，包好放进口袋。

我不禁在一旁喃喃，这家卤店生
意为什么这么好啊？

大伯随口笑答：“其实，我也不知
道，但就是想在他们这买”。

我一笑，想也许答案早已在心中，
此后每一次路过这家卤店，温暖便油
然而生。

旧街卤店
重庆第四十八中学高一 倪菀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