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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片

温馨的设计
姜堰励才实验学校八（30）班 仇元畅
不 经 意 间 ，已 经 走 到 游 园 小 径 的 尽
头……但心间温暖依旧，只为这样一群少
年的爱心和匠心。
独自走在街边游园的通幽小径上，耳
边是鸟鸣阵阵。回想起那一件件精致的设
计，心，
便蓦然温暖起来。
今年仲春，我来到李中水上森林寻觅
着春的气息。
密林深处，
水声潺潺。环顾四周，
我蓦
地发觉，高大的乔木树干上似乎挂着什么，
近前细看，哇！竟是一个小巧玲珑的木
屋。木屋是用钉子固定在合抱粗的树腰
上，人字形顶，四四方方，并刷上了一层浅
绿漆。在一侧木板上掏有一个小小的门
洞，门洞上还钉了一片薄薄的纱布，门洞两
侧各伸出一根直直的木棍。透过
“门帘”向
里看去，两根直直的木棍平行于其间，
每根
木棍上固定着一只喇叭形饮料瓶口，里面
沙逸辰 城东小学二（10）班 8 岁
满是金黄色的谷粒。想来应是小鸟们的
指导老师：
徐锦石
“客厅”
和
“餐桌”
了吧。一层厚厚的木屑垫
在
“地板”
上，
几粒谷子散落其间，
金子般闪
亮。那般温暖的感觉，
竟让我有种化身
“小
金桂盛开，
绽放了积蓄的回忆，
那嫩黄
人国”
公民，
进到此间做客的遐想！
的花瓣上落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儿，香气
怡人，
勾起了我阵阵回忆。
赞叹之余，环顾四周，竟然发现“小鸟
别墅”
比比皆是。
十月，天气渐渐冷了下来，空气中飘浮
突然，一阵阵吵闹声传来。循声而去，
的尽是桂花糕的芳香，脑海里回忆着件件
只见一群看上去只是三四年级的孩童，围
往事。
坐在林间的草地上。身边散落着一些木板
幼时，桂花糕的甜美让我回味。
彼时，我尚是极小的年纪，痴痴地倚靠
木棍，
还有几袋鼓鼓囊囊的物品。莫不成，
他们就是这片
“小鸟别墅区”的建造者？
在奶奶的身旁，瞅着她静静地做着桂花
“我们还应该在地板上钻两个小的排
糕。初秋，凉风习习，
奶奶总是端着刚刚做
水孔！”一个短发女孩手里拿着一块木板，
好还热气腾腾的桂花糕，吹了又吹轻轻地
大声提议。
喂给我吃。奶奶慈祥的望着我说：
“甜吗？
”
“不行，
不行，
木屑会从小孔里漏掉的，
我含糊而又卖力地点头。那桂花香不如口
怎么办？
”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马上反
中的花糕甜，不如奶奶慈祥的笑容甜。直
驳。
至今日，我也不曾忘记。
“我有办法！我来说，我来说！”一阵沉
少时，桂花糕的精巧让我回味。
寂之后，一个胖胖的男孩挥着手大喊。
“有
稍大一些 的时 候 ，我很 少缠 着奶 奶
我智多星专门设计的门帘挡着，雨水打不
了。只是每年桂花开的季节，总会嚷着吵
进去多少的。我们再加一块小挡板，把木
着要吃桂花糕，
奶奶做好桂花糕，
用陶碗盛
屑往里隔离一点，
然后在挡板外钻孔，
就既
好了放在我面前。此时我便会头也不抬地
能排水，也不会漏掉木屑了！”
吃着，
偶尔噎住了端杯水起来喝喝，
每次回
“哇！小胖子，
我太崇拜你啦！”两个女
头望见奶奶的笑容，
“奶奶，您不吃点吗？”
孩大声喊着，
胖男孩马上把胸脯挺得老高。
我轻轻地问。
“不了，我看着你吃。”她笑的
“别得瑟！”胖男孩身边一个小个男孩
眉眼弯弯，清亮的眸光像月亮般皎洁。
鄙夷地推了他一把：
“你说为了方便鸟妈妈
今时，桂花糕的芳香让我回味。
奶奶愈发年老了，今日的桂花糕竟有
找到掉到地上的孩子，要在地面上放些小
鸟巢，还在房顶上画上小鸟的样子，你看，
些硬，
可我仍慢慢地品味着，
奶奶笑着看着
这就是你画的小鸟？”说着，他举起一块木
我说：
“今儿考试，
快多吃些糕，高中呀！”
我
板，木板上写着几个稚嫩的字迹：
“妈妈，我
听了大口大口地咀嚼了起来，口中泛起了
在这，
我在这！”旁边是一团毛茸茸的图画，
丝丝香甜。嘴巴张了张，却只说了一句：
”奶奶欢心地起身去浇花了。
依稀可以分辨出是只小鸟的模样。小个男 “好。
孩得意地看了看身边红着脸的胖男孩，顿
那桂花糕的芳香，
纵使如何，
我也无法
了顿，慢条斯理地说：
“所以，我建议，我们
忘却。奶奶那永恒的爱，
我也无法遗忘。
找来不同鸟儿的照片贴在上面，这样，
鸟妈
（指导老师：
朱光）
妈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孩子了。
”
我不禁莞尔，
但随即，一种敬佩便在心
底荡漾开来。谁能想到，
这样温馨，如此贴
旅行游记
心，竟然来自这样一群小小少年的设计。
又是一阵鸟鸣，把我从记忆中唤回。
不经意间，已经走到游园小径的尽头，
眼前
是蓝天白云、清澈流水。但心间温暖依旧，
只为这样一群少年的爱心和匠心……
泰州城东小学三（8）班 洪杨轩
（指导老师：杨凤辉）

游祁门牯牛降

时光烙印

记忆中的芳香
那桂花糕的芳香，
纵使如何，我也无法
忘却，奶奶那永恒的爱，
我也无法遗忘。

我喜欢波光粼粼的太平湖，也喜欢古
色古香的宏村，但我更喜欢那千姿百态的
祁门牯牛降。
一走进牯牛降的大门，我们就看到一
座雄伟的桥，
桥下是清澈见底的湖水，有几
条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好像
玩着躲猫猫的游戏。桥的两边种着许多碧
绿的杨柳，一阵风吹过，柳树好像对着湖面

屐痕处处

微微一笑
姜堰励才实验学校八（18）班 翟锦添
夕阳晚照，余晖醉人，那水又分外深
邃，
那一切又分明倒映在船娘不语的笑中，
涟漪泛泛。
我微微一笑，在頔塘故道的水汽氤氲
里，
寻得性灵的清澈归属，
回以它清冽的眼
神。
未到南浔古镇，
心已疲软灰涩，
失去生
机，
本想在家乡闻名的河湖之畔寻得慰藉，
却觉察那河水已然为高楼大厦的伟力摄住
了魂魄，
难免悻然。我苦苦思忖，
什么样的
水堪为我精神之所向？
幸而，南浔的阡陌交错，水网蔓延，和
谐共奏，一切都是那般轻松明快、笑意盈
盈。它体量并不惊人，只是偎于群山之怀
的小岙，
有名士之态，也是坐落在太湖之畔
的小村，有闲人之神。那娴静淑美的白墙
黑瓦在缭绕的水汽中莞尔一笑，又因呼吸
吐纳自如而生出稀世所感的淡泊宁静。且
看自然顿笔，水气渲染，苍穹点睛，便把一
幅善意温情的模样勾画了。
我微微一笑，
若入醉乡，放下尘劳。
可继而惊叹，南浔的水也时刻向着你
笑！我不禁对它佳丽的容貌好生艳羡。
我掬住一捧使人无比渴求的南浔水，
它的神色依旧动人动情，彻透出纯洁无瑕
的本性了。料想它会为多少名士所深情眷
恋！它微做一笑，
虽是清流却荡气回肠，给
躁急以清冽，给喧哗以本真，让人抖落下世
事浮生，
洗净耳根聆海声。
我微微一笑，
欲逐远志，坦荡无余。
当我自以为在南浔的城、南浔的水中
悟得真谛时，又与那如水般莹澈的笑意邂
逅相逢。
那身穿蓝白花布衣的船娘，船边静候，
她扎着头巾，向客人微微一笑。我为之深
深倾倒，亦为那隐约可见的水性情怀而久
久沉醉。遥想船娘们日日泛舟水上，划桨
摇橹，眼神与水的精神交汇便自然天成，同
样含起一份温暖，
一份乡味，托付尽人间杂
陈，
更为她从容的笑意频频增色。
夕阳晚照，余晖醉人，那水又分外深
邃，
那一切又分明倒映在船娘不语的笑中，
涟漪泛泛。
又何止是船娘！久居他乡的张石铭忘
不了南浔，他藏了一生的经纶书典，
最后微
微一笑，
托付给水乡的性灵守候；
飘逸千年
的湖丝忘不了南浔，织就了一世的锦帛绸
缎，
最后微微一笑，
将绚烂夺目的光彩化作
水汽中的一缕云翳。
多少人梦想着圣贤英豪的传奇，渴慕
着名垂青史的美谈，抑或为浮世尘埃所障
目，心为形役，郁郁寡欢。到南浔一趟吧，
这将是祛除污垢、清火理气的旅程。当遇

到人间情怀，心也就温情似水，当微微笑起
时，当会成了圣贤，成了英豪。
我本想寻得一类水性的美与朴真，却又
无意与那值得毕生追寻、毕生依赖的精神家
园不期而遇。涉足其中，情难自已。
我微微一笑，周遭的水汽竟是那样清澈
光明。
你，南浔微微一笑，回以我永远清冽的
眼神。

成长体悟

抵达彼岸的那一刻
姜堰励才实验学校初二（5）班 王子鸣
仍记得那抵达彼岸的一刻，水花溅起，
生
命如花。
忽游忽泳，或浮或沉。抵达彼岸，水溅
如花。
酷暑的游泳池是散热的好地方，遮阳棚
显得很宽大，
棚内回荡着嘈杂的人声，
电风扇
呼呼响，冷空调时时吹。五十米长的游泳池
气势恢宏，水花翻腾。忽而有人哗哗哗游自
由泳，
时时引人注目，棚外下起淅淅沥沥的小
雨，击在棚上滴滴答答响。
入水，热身。跃跃欲试着，正泳镜，提泳
衣，忽而猛力一跳。后腿一蹬池壁，双手合并
如 梭 般 倏 地 游 出 行 去 ，宛 如“ 弓 如 霹 雳 弦
惊”。一冲，便是五六米远，似乎有冲天之
势。雨忽停，我亦充满活力。先游蛙泳手拨
水而腿弯合，
便二三米远，漂浮一时，再反复。
返时，身一转，头一仰，脚一蹬，转为仰
泳。头浮出来而肢略动，水易入鼻。似是若
干来回。雨又至滴答响，仿佛乌云来了。室
内暗了一些。时见旁人游自由泳，
头一侧，
双
臂前插，我却不会时间长了，便感觉疲惫。
岸上的人来回地走动。雨更大了，滂沱
起来。游了十几个来回，我越来越疲惫了。
我一次又一次伸出头来呼吸，却总觉得时间
太促，氧气太少，不及前时。四肢也劳累，重
复做着同样的动作。我全身疲惫，多么想休
息！适时，大雨如注，遮阳棚仿佛支撑不住
了。室内昏暗一片，
倏忽亮起的灯，只能昏黄
地迷离着眼前。
灯光扑朔，人影憧憧。我的四肢从劳累
变得麻木，大脑不能思考，似乎走入了幻境。
二十一，二十二……我感到全身麻酸，
心跳加
速，呼吸急促，眼前昏暗，身不由心。噫！游
泳之难，难于上青天！我愿终止，却心向三十
圈的目标。又遇到一个挡在身前，便扭过身
游过去……
最后一圈！我使出浑身解数，以最擅长
的蛙泳为姿，
尽最后一力，直充彼岸。一只水
球，迎面而来，我沉入水底，
努力泳去。一米，
半米，
手终于摸到岸！当抵达彼岸的那一刻，
尽管疲惫不堪身体若非己，却极大程度地感
受到成功带来的自信，喜悦，欢乐与憧憬！尽
管眼前一黑，
腿不足以撑身，却体悟到坚持后
的意志，进取的精神和持久的坚持！这是风
雨后的胜利，
暴雪后的温暖，泥淖后的成功！
我想，
人生若游泳。始时，
若千舟竞发，
百
舸争流；
而后，
继而气力不支，
呼吸急促。唯坚
持方可达彼岸耳。然恒心，
不过遁逸耳，
有之则
成事，
失去之则卒之为众人矣。古语曰：
“靡不
有初，鲜克有终。
”维持恒心，
方见春暖花开。
仍记得那抵达彼岸的一刻，水花溅起，
生
命如花。
（指导老师：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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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二附中初二（7）班 丁成亮

太阳快落山了，
我们也即将离开，
在晚霞
的照耀下，
祁门牯牛降显得格外朴素、
秀美。

清洗着自己秀丽的长发。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上爬，
“ 快看瀑
布！”不知谁喊了一声，原来我们来到了瀑
布。瀑布旁怪石嶙峋，
岸边绿树茂盛，
鸟语
花香。鸟鸣声和瀑布声融合在一起，好像
一位演奏家吹奏着动听的乐曲，正在欢迎
我们的到来。看着眼前这雄伟的瀑布，我
不禁想起诗仙李白的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银河落九天”
。
沿着山路上行，我们来到了仙女潭。
潭水幽静碧绿，传说这里因天上的七仙女
经常来洗澡而得名，
这里的石头凹凸不平，
水源清澈见底，
无风时宛如一面明镜，
倒映
着蓝天白云。
最后我们来到了大王洞。大王洞分瑶
池、银河龙宫等景点，里面有许多奇形怪状
的石头。在灯光的照耀下，
绚丽多姿，
特别
好看。
太阳快落山了，
我们也即将离开，
在晚
霞的照耀下，祁门牯牛降显得格外朴素、秀
美。
（指导老师：刘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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