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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作文

优秀指导老师

应刚
重 庆 十 一 中 语 文 教

师，重庆市级骨干教师，
重 庆 市 级 优 秀 班 主 任 。
长期致力于学生语言思
维形成的探索与实践，发
表文章 40 余篇，主编或参
编著作 5 部，指导学生在
全国作文竟赛中获奖数
十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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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上游

投作文
品好文

作文投稿路径：下载上
游新闻APP—注册—作文
（频道）—填报信息—投稿

我思故我在
重庆市名校联中初一8班 李宜轩

指导老师：常晶

路上很颠簸，坑凹无数，变故万千，时光残忍地
让我走在这条好似无尽头的路上。

落日的余映最后一缕金灿灿的阳光遥遥印在我
的脸上。残阳带起了一片火烧云，盘旋在路的尽头，
让我生之所求更加扑朔迷离。

我何去何从，没有人给我答案，只有云端中的残
阳散发的刺眼光芒，遥遥指引着我的去向。

夕阳慢慢落下，火烧云随之暗淡，矗立的山巅撑
起微微的最后一缕光芒。直至它的没落，前路只剩
下一片黑暗，山峦消失了，山巅消失了，路的尽头也
消失了。

我渴望光明，但就这样堕入迷茫。浑浑噩噩地
走着，一脚踏空，落入无尽的深渊，幽幽醒来，不过还
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天上大雨倾盆而下淋在我的身
上，没有感觉，没有声音，却隐隐透出一股凄凉。

雨停了，四周一片宁静，发丝上的水珠滴滴落
下，声音传出千里之外，隐隐回声传来。

我毫无目的地走着，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脚步声
不知回荡了多久，我是走向光明和胜利，还是在这无
尽的黑暗中徘徊，或者说是在原地踏步呢？

好像是一瞬间，又仿佛过了好久好久，身后的远
方升起一轮灿烂的曙光，光明普照大地，黑暗挥之即
去。我艰难地转过身，望着充满希望灿烂的朝阳，我
好像得到了什么失去已久的东西。

好熟悉又陌生的朝阳，好灿烂又暗淡的朝阳，好
喜欢又厌倦的朝阳，好美好又残酷的朝阳。

好像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的朝阳。
你美丽地升起，让我好像拥有了一切，又好像失

去了一切。
是是非非，终归虚无。
不知是福是祸，不过都躲不过，我又命中注定，

走在了一条残忍的路上。我何去何从，没有人给我
答案，只有云端中的朝阳散发的刺眼光芒，遥遥指引
着我的去向。

我望着指引我去向的朝阳，心中却没有了曾
经的渴望。生来求真，生之所往的究竟是人生的
胜利？还是生命的终结？或许走到那就能看见
一切吧，可我却好无力。我终归还是在迷茫之中
啊！

世界再次灰暗，朝阳仍在，散发着幽幽的白光，
树灰了，水灰了，一片异样的静，让我静静地思考，我
的存在。

“二姐烧烤”是我家附近一家专做
烧烤的小摊。它已经做了十余年，是
我童年生活中不可替代的记忆。食品
的丰富新鲜、价格的公道适宜，使之经
久不衰，亦让其成为邻里宵夜的首选
之地。

“二姐烧烤”的老板、大厨、服务
员、收银员都是陈二姐一个人，所以叫

“二姐烧烤”。烤架前摆满了各式肉
串、脆骨、豆皮、苕皮、蔬菜……客人选
好后，递给二姐，只需稍等片刻，便可
享用这麻辣兼具的烤串了。

二姐将食材放置于炭火微红的烤

架上，熟练地刷上油，随后，扬起右手，
依次拿起手边的食盐瓶、孜然瓶、花椒
瓶，而后像天女散花一样均匀地撒在
食物的每一个角落。其间，还不时地
将豆皮、魔芋翻个面，其动作宛如流
星，又潇洒自如。

待二姐的“表演”一完，烤架上便
传来滋滋的响声，夹杂着花椒、辣椒、
葱花混合的香味。随后，她拿出一小
锅，左手架起菜肴，右手握着剪刀，轻
快地将其平分着。撒上泡菜、芝麻、香
菜，再将小锅一颠，便可端上桌去，刺
激食客的味蕾。

二姐烧烤
重庆一中寄宿学校初2022届4班 郭磬轩 指导教师：王涛

一次偶遇
巴蜀中学高一4班 刘庆

指导老师：李老师

有一位令我敬佩的人，就如最清澈的水不着痕
迹，最晴朗的夜万里无云，仅仅只是偶然的一次见
面，却在脑海中常常浮现。

那是一个雨天，外面狂风怒嚎，豆大的雨珠落在
我的身上，打湿了我的衣服。我匆匆忙忙往回家的
路上赶。

路上行人很少。戴着帽子的我埋头向前走着，
不料撞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把他撞了个趔趄。他连
忙扶住墙才站稳了。幸好没摔着！我提着的心落了
下来。

隔着雨帘我打量这个人，他枯瘦的手，单薄的
身子，衣服颜色暗淡，架着一对撑架，一双黯然无神
的眼睛木然地望着我。原来是一位年过花甲的残
疾人。我红着脸说：“大爷，我不小心撞了您，对不
起啊。现在，您是要回家吧？我送您。您家在哪
儿？”

“没关系，我的家在景山花园。你送我呀，哎哟，
碰到好心人喽。好的，谢谢你呀！小同学，耽误你
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

“不客气的……”
我扶着他往前走。忽然，脚下好像被什么东西

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脚趾也碰疼了。我低头一看，
原来是块砖头，我正想把它搬开，可是砖头太脏。

“缺德！谁把砖头扔在路中心，害得我差点摔
倒！”我大声抱怨道，“大爷，小心点，别摔着。”可老大
爷没有动，他，俯下身，然后蹲下来，撑起架子，又伸
出枯瘦的手，把那块肮脏的砖头移开。他把砖头移
到靠墙角的地方，温和地说：“说不定别人路过这里
也会被绊倒哩，那样多不好啊。要是小学生顽皮，磕
伤了可是大事！”他边说边把沾满泥水的手在墙上抹
了一下。我的心忽然一动，一双手不自觉地掏出口
袋里的卫生纸。

“擦擦手吧！爷爷。”我小声道。
“谢谢！孩子，你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吧！”我发现

老大爷正用那双眼睛看着我，看得我脸微微发红。
是啊！在这通往家的道路上，我临时当一当他

的向导。但在人生修炼的路上，他却是我的向导，指
给我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

“他们粗暴地又把她推开，只见她
的脑袋重重地摔在了石板地上，别人
把她扶了起来，她又重新倒了下去，她
已经死了。”

是谁呢？是谁因教会残忍，人心
冷漠，就这样死了？

自然，不是克洛德，不是艾丝美拉
达，不是约翰。他们的死，都被倾注更
多笔墨。谁还记得她呢？

一位母亲，艾丝美拉达的母亲，苦
命的母亲。

人人记得卡西莫多的泪，克洛德
的刀，弗比斯的血……“鲜明反衬”“强
调突出”“无情批判”……似乎这些才
被关注。陶罐与水晶瓶，山羊与绣花
皮袋，热诚真挚的爱，亦是焦点。

你还记得那块玉米饼吗？你还记
得那双红色的小鞋吗？你是否记得，
那个令人窒息的清晨？

那个清晨，寒鸦点点，塞纳河静
默。黑深的地洞，颅骨与磐石之撞声
声断肠，响彻对女儿的刻骨之思。阿
涅丝，是她在雨横风狂中甜蜜的梦，是
病入膏肓之人的良药，红色小鞋，是染
血的空药瓶。女儿，血泪中的女儿，就
在这儿，这儿！只是不远处，马蹄凌
乱，嘶吼近在咫尺的生离死别。苍老
的母亲，怎么办、怎么办？别无他法。

她浊眼狠厉，官兵望而却步；她沙
嗓凄婉，禽兽闻之含泪。母亲，却在默
默颤抖，如深秋枯叶。

她是困兽，歇斯底里地拼命，终逃
不出铁笼。绞刑架裂开血口，扑向艾
斯美拉达——不，是阿涅丝——她的
女儿。

刚才还红着眼眶的士兵，此刻正
拽着阿涅丝赴死；刚才还搂着她哭喊

“母亲”的阿涅丝，此刻正死魂般任拽，
净白长裙灌铅似地垂下。刚才还狂呼
乱叫的希望，此刻正提着一口气，扯沙
嗓又恸哭又狂笑。

母亲咬住行刑者，猛扑出去，身弓
如螺，蓬发竖起，喘如锈铁，双眦迸
裂。还是人类么？疯狂的母亲，让敲
钟人都自愧弗如。这只是她为了女
儿，扛着教会的迫害，燃尽周身冷血，
拣起破碎一地的希望，迸出响遏行云
的呐喊。

接着，倒下，头部“砰”地巨吼，回
响五脏六腑。她，死了。

死了就死了吧。围看绞刑的人群
依旧攒动，执刑士兵依旧漠然，副主教
所处的钟楼，依然岸然矗立。

白衣姑娘颈脖折垂。母亲尸骨未
寒。

是谁，扒着圣母院外墙苟延残
喘？是谁，撕扯开一对母女，悲惨抑或
温情？

噢，他坠下去了。坠下去，“摔得
不成人样”。

此时风声呼啸。集市喧闹起来。
人们，蒙昧而快乐。

有多少泪伴着血滚落？
“怪物”曾爱过的一切、弗比斯一

场婚姻的闹剧、拖挚爱弟弟入死境的
哥哥……

红色的小鞋，一只塞纳河畔，一只隼
山前。主教离世，教会仍在，人心仍在。

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红鞋，熠熠生
辉。

失落的红鞋
——读《巴黎圣母院》有感

重庆一中寄宿学校初2022届1班 罗丹 指导老师：宋涛

北纬二十八纬度线上，坐落着一
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朝天门码头是它
的双眸，无数的轮船帮它打开新世界；
洪崖洞是它华丽的羽衣，灯火通明的
霓裳浸入深黑的夜空；白公馆是它的
疮疤，血红的历史是它的信念……

重庆，行干里，致广大。
它从千里之外走来。巫山人从

200万年前走来，他们是中国最早的
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育后代；它从夏
商周走来，带着巴国文明薪火相传；它
从宋朝走来，带着“重庆府”一名流传
于今800年；它从明朝走来，经过军队
的蹂躏沦为空城；它从光绪年走来，成
为《马关条约》中第一批内陆通商口
岸；它从抗日战争胜利走来，见证国共
两党合作开始；它从新中国成立之初
走来，四百余名革命烈士在黑暗中迎
接黎明……

这座城市经历太多，它的美在于历
史悠远，如竹笛吹出的音律久久回荡，
也如纤夫拉着船只高喊的川江号子响
彻两岸。这座城市承载太多，它的美在
于今古流传，如战火硝烟中挺立的意
念，如流传至今的“红岩精神”。它的美
不是江南的绵绵情长而是巴蜀之地的
大气壮澜，欣赏它的美不仅仅要有一颗
炽热的心，更要有一颗感动的心。不禁

为它受过的伤潸然泪下，也需为它如今
的发展热泪盈眶。

它面向芸芸众生，展示它金色的
翅膀，致广大之众生，撰现代之篇章。
你看朝天门码头建起高楼，来福士挺
起胸脯扬帆起航，这是重庆包罗万象，
海纳百川。改革开放四十年，重庆以
一个全新的姿态挺立于西南。从过江
渡轮到电车，从笨拙电车到汽车；从汽
车到穿楼而过的轻轨，从弯弯曲曲的
小道到世界上最复杂的立交桥。改变
中蕴藏着不变，重庆依山傍水，山城

“棒棒”是这个城市的印迹；高楼耸立
中不变的是居民楼里一家几平米的小
面馆，还有那满街飘香的火锅，这些是
所有重庆人的记忆……

这就是我的家乡，千里之壮丽，广
大之恢宏。

行千里 致广大
巴蜀中学高一10班 陈星言 指导老师：邓履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