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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整天的时间属于我，不拘束于学习
与作业，这24小时是极其美好而平静的。
听歌、看书、逗鸟、养花，这些看似小清新却
像老头子的生活事，却是我思想中接近于自
由的一部分。但我的大脑确是因为没有语
言而略显黑暗的，只有思想占据着，而从不
表达。我没做出改变，我一直这样游魂一样
靠近着这样一天的结局。格外空虚。

我感兴趣的有很多，而真正去接触的也
有很多，却有很多没有继续了解下去，一本
书我也只是选章节看，一首歌只唱前半部
分，甚至动画片也是看结尾。后来，我渐渐
迷失自己，麻木于身边带来的压迫，以及在
学校中也开始了“节能”生活。即使我在多
次诉说中提到那段畸形的时间，但我仍会永
远地感谢那个人。

他说：“我来过，我战斗过，我不在乎结
局。”

他说：“我有一个梦，我想我飞起时，那
天也让开路；我入海时，水也分成两边；众仙
诸佛见我也成兄弟；无忧无虑，天下再无可
拘我之物……”

他也说：“命运是大海，当你能够畅游时，
你就要纵情游向你的所爱，因为你不知道狂
流什么时候会到来，卷走一切希望与梦想。”

他是一个追求梦想的思想者，是尝尽世

间百味的行路人，也是一个燃烧野心的无桀
小孩，他的文字与思想点醒了无数沉睡的英
雄，同样点醒了我。

怎么说？在我的头发渐渐长长，体重越
来越重的时间，我学会真正的在跑道上追逐
终点，真正跟朋友伸出双手，真正重新审视
裸露的自己。即使我仍朦胧着双眼，但我的
思想重新明亮，像才开辟时的顽冥，混沌但
轮廓凛然。他便是作家今何在，是我心目中
真正的猕猴，那个真正在花果山上赤脚蹦跳
的猴子。他没有拘束的思想时而澎湃如海
浪，时而深沉如袅袅炊烟，却为我点明了前
方的未知，点明了人生的苦难，让我从庸碌
中一次次挣扎与逃脱，让我减少了一个个跳
出又进入的牢笼。

究竟是什么力量，我却无法做出回答，
也许是那些萤火虫般闪闪发光的语言与文
字，也许是我对树木花草的向往在悟空传中
找到了共鸣罢，也许是那种为了一个真假模
糊的结局而走头无路，只有活在当下，这种
无奈、被压迫的斗志和内心真正的自由之光
罢。而我庆幸于遇到这位思想者，甚至感谢
于那些延伸出通往自由的思想道路。

我想我终究败于我的奇异思想，但我感
谢那个人，由衷地感谢那本与我相似无比的
书，他提着灯，为所有人提灯，为我提灯。

感谢那个为我提灯的人
重庆十一中 初三11班 雷濯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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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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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教育记者黄晔）
叶子姐姐微信号：cqcb99
作文问题咨询电话：63907460
有声作文朗读投稿：
2683093443@qq.com

雨中的篮球场
鲁能巴蜀中学 初2021级33班 黄靖晰

指导老师：黎倩

一阵风儿吹过，金黄的叶儿一片
一片地被劈落下来，在风中毅然起舞，
最后重重地坠到地上，化作小径上金
黄的地毯，时有风儿吹过，它们在贴近
地面的地方时起时落，挣扎着。

地上的小水塘映出飘落小叶的
身影，它们多么瘦小，凋零的叶啊！
能与你相伴的，也只有那在空中扇动
微薄翅膀的蝴蝶，在落叶中穿行，不
时被坠落的你们击中，向下歪斜……
风过了，我来到树下，抬头仰望……
阳光被零星的黄叶扯成了碎片，秋天

的气息，从缝隙中漏了出来，夏天就
要过去了，虽然明年还会回来，但可
能再也见不到今天的落叶与蝴蝶了
吧。一片落叶抚在了我的肩上，拾
起，我凝望着落叶上的一条脉络，凝
望着它一年中走过的路，风吹雨打，
狂风暴雨，你都顽强地站立在枝头，
可为什么偏偏晚夏的柔浪把你挫败
了呢？是最后夏风酥软了你钢铁般
的心吗？让那一刻的你变得迷茫
吗？最后悄然落下。

“沙——”细微至极。

秋，踏着落叶的轻痕来了
重庆十一中 初三12班 李宣瑾

八月十五相思否，明黄点染绣初秋。
微黛浅浅落素手，淡绯熠熠扶小楼。
清明长悬云天后，荷灯御风早奔走。
月减锋芒人如旧，人丢甲胄月也柔。
明眸顾盼寻伴友，十指纤纤抚衣袖。
一曲未了情长悠，数载已过意难休。
相逢不似离别久，寒蝉晚鸣似诉愁。
惜得卿影笑折柳，一枝翡翠随己留。

月染秋
宏帆八中 初2021级11班 唐小涵

那一年，山城飘起了雪
重庆37中 高2020级14班 李子乔

指导老师：王体

生于山城，长在雾都。我们曾在酷暑中
领教烈火骄阳，也曾在清风朗月里细闻淡淡
山茶花香，而那本该别有情味的冬季飘雪却
常常被我们淡忘了。

也许是少了静谧而温柔雪的缘故吧，作
为南方人的我们，没有那么多与雪长相厮守
的缘分。

在寒冷的北国，冬季照例是要下雪的；
而山城，下雪就少见了，最多在冬季来临时，
树叶上结一层薄薄的霜——我们很难体会
那些藏身于银装素裹世界的无限乐趣了。

我愈发期盼山城飘雪。
我无法忘记初见山城飘雪的那个富有

诗意画意的清晨：着一身黑衣，在湿润的空
气里撑伞而行；行走在墨绿色的松树林中，
只见眼前闪过转瞬即逝的片片晶莹；缓缓抬
头，雪花灵动非凡。峻峭的山岭、傲立的寒
梅连着那茫茫的大地，都被装扮成淡雅的银
白。我悄悄感受冬的气息，连呼吸也变得很
轻，我的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就归于宁静了。

片片晶莹的雪花夹杂着淅沥的细雨飘
向远方的古寺，与香客一同迎接晨钟暮鼓，
和经文一齐品味悲欢离合。寺内，精致的火
炉中不见耀眼的跳动的橘红，却仍有蔓延且
诱人的温度。雪花渐渐散了，在地面升腾热

气的烘托下，它终于化作山间的泉水，化作
人世的离愁。凝聚，转瞬消融。

浮云吹作雪，世味煮成茶。
许久没有见过山城的雪了，许久没有见

过山城这么空灵的雪了。就像一位智者，把
几段深沉的往事，以极其平静的口吻，向我
们娓娓道来。

自然的工笔，雕刻出一幅令人沉醉的画
卷。

忽然忆起白居易的诗：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我渐渐放慢了疾行的脚步，欣赏着这淡

雅的雪景。一时思绪纷然，感慨良多。
后来，在一次闲聊中，我得知一位友人

农历生日那天山城恰好下了雪。交谈中，她
停顿了几秒，不错，正是那天。

我们都向她投去羡慕的目光。有人说，
她是被上苍眷顾的女孩——在豆蔻年华的
最美时光，收获上苍赠予她童话般的梦幻礼
物。

是的，山城的飘雪温婉缠绵，不比北国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残酷
无情。我记得，山城的雪，就像一盏淡茶，细
细品味后方能咀嚼出那沁人心脾的清香。

那一年，山城飘起了雪，静谧而柔媚，温
婉又缠绵。

上游新闻作文投稿说明

快来上游

投作文
品好文

投稿和欣赏更多作文，请
扫描二维码下载上游新
闻，点击“活动”进入“作
文”专题

（1）手机下载上游新闻APP客户端，点击
主页下方“活动”，滑动找到“作文”。

（2）将电子版的作文稿复制，点击“上传
作文”完成提交。请注意填写作者、学校、班
级、指导老师、老师点评等信息。

（3）中小学生在上游新闻投稿请在“作
文”栏目右上角选择“个人中心”填写“个人用
户信息”相关资料，然后按“中学”“小学”分类

投稿。注意一个注册号只投一位作者作品。
（4）我们将为见报的小作者制作一张“作

文之星”电子海报，请将你们的正面清晰肖像
照上传至2683093443@qq.com。

（5）我们将在每周六小学生作文版开通“有声
作文”，每周四将优秀作文朗读篇目公布在微信
号：cqcb99微信群“上游作文（小学组）”，欢迎小朗
读者报名。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8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关于渝能?中央大道D5#车库局部修改的公告
渝能?中央大道D5#车库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该项目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现
建设单位重庆渝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D5#车库进行局部修改，由我
局对该项目竣工有关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1月
3日。若有关利害关系人对该变更有意见和建议，请注明身份(单位名称、机构代码
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在
2019年11月3日下午6点前将书面意见等相关证明涉及其利害关系的材料邮寄或
直接提交至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并视为无意见。该项目有关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期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重庆
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和提交房产证(购房合同)等证明涉
及其重大利害关系的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和视为无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江津区几江街道大西门143号 邮编:402260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47553356 电子邮箱:jjsghj@163.com 2019年10月24日

白沙工业园区“幸福里”工程地下车库和地面车位
个数调整的公告

白沙工业园区“幸福里”工程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白沙“幸福里”工程位于白沙工业园区，小区名称为幸福里。
该工程由于竣工图车位个数调整，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

于2019年10月29日至2019年11月4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大屏幕、项目
所在地对项目方案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展览
馆及项目所在地现场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冯老师 联系电话：47521209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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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15023163856
遗失重庆大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

缴销证明，编号500100201707190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聚联唯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

询、缴销证明，编号50010020170719002，声明作废。

桂花树，散发出淡淡清香，微风
拂过，沁人心脾，真爽！教室里，洋溢
着勃勃朝气，书声盈耳，筑梦未来，真
好！办公室，细响着刷刷声音，春蚕
吐丝，编织梦想，真美！可我，觉得最
美的地方是雨中的篮球场。

教室的窗子外，淅淅沥沥，细雨敲
击着树叶，演奏出一首悦耳的歌谣，似
乎在唱着：“啦啦啦，我来了，我是雨弟
弟，我的歌好听吗？”再向外看去，雨，
一片片，如细丝，倾斜地向下冲，似上
万枝箭射出一样，十分壮观！渐渐地，
眼前像蒙上了一层薄纱，雨中的景物
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恍如仙境。

过了一会儿，雨水在篮球场上积
起了一个个小水洼。楼下的小水洼
倒映着天空，天空上乌云密布，黑沉
沉，像一个小孩被训之后哭丧着脸，
偶尔忍不住落下一滴滴眼泪。乌云
在灰色的天空中翻滚着、蹦跳着、打
闹着，像是把这偌大的天空，当成了
它们肆意玩耍的快乐天堂。这些镶
嵌的乌云把光亮都遮住了，只给我们
留下一场雨和一片灰色的天空。

在篮球场两旁，簇拥着许多绿色
植物，一棵棵小叶榕、一竿竿翠竹、一

簇簇毛叶丁香……它们在微风中摇
摆，在细雨中歌唱，好像在这里准备
开个大型聚会，一边跳舞，一边演奏
属于它们自己的音乐，让人“沉醉不
知归路”。

而在篮球场上，现出几个模模糊
糊的身影，在细雨中，匆匆地拍着篮
球前进。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一个身
影冲过三分线，躲过了另一个身影的
阻挡，只见，球进了，篮球框上的绳索
还在摇晃，周围是挥舞的双手，似乎
在喝彩！

在绵绵细雨中，在灰沉沉的天空
下，在摇摆的树林旁，在打篮球的同
学的脚下的雨中篮球场，它是一首
诗，一首不屈向上的诗；是一首曲，是
雨中疯狂的摇滚；是一幅画，画满青
春和未来。

指导老师评语：本文开头充满诗
意，句子长短结合，工整有韵味。随
后，通过眼睛、耳朵、想象等描绘雨中
景，镜头从上到下看，远远地看，特别
小作者运用了白描的手法写投篮的
画面，有余味。最后回扣主题，以小
见大，提升文章的主旨，反复排比的
手法有气势，有感情。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285期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0 7 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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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9122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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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王子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443086，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