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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安吉县实验小学604班 宣沁言
指导老师 陈娟
有的成长是别人悉心教育换
取的；有的成长是勤奋努力换取
的；可有的成长，只能用深痛巨创
来换取！
——题记
“叽——”随着一声兴奋的鸣
叫，一只刚学会飞的大雁宝宝要
跟着家族一起迁徙了，它站在枝
头，激动地挥舞着翅膀，可它的父
母却安静地站在一旁，一声不吭，
像是在担心着什么？
很快，迁徙的路途开始了，大
雁宝宝跟在父母身后，兴高采烈
地挥舞着翅膀，还全然不知危险

拔河比赛
即将到来。
一天，雁群飞过大海，大雁宝
宝激动极了。它还未曾见过这般
一望无际的水域呢！它立刻俯下
身子，把身体贴到海水上，它望着
这波澜壮阔的海，望着海上的一
朵朵雪白的浪花，感受着海水划
过肚子的那一丝清凉……正当它
陶醉时，它的妈妈发现了，立即生
气地上前呵斥，看那神情，一定是
既生气又担心，可大雁宝宝却不
把这当一回事，心想着：大海那么
温柔，那么美，怎么会有危险呢？
想着，便又俯身看海了。
突然，海上狂风大作，原本平
静的海面，被掀起了一片片大浪，
顿时巨浪滔天，波涛汹涌，连太阳

也似乎被吞没了。在这天昏地暗
的空间中，大雁宝宝被吓坏了，它
左右寻找，却找不到一处可以逃
跑的地方，就在这时，大雁妈妈箭
一般地冲了下来，用力撞向了它，
把它撞出了危险重围的地方。可
海浪却没有被感动，仍旧无情地
把大雁妈妈拍入了深渊。
大雁宝宝愣在原地，手足无
措，无助极了，它放声大哭了一
场，哭完，
又被爸爸带入了队伍。
飞 了 好 几 日 ，雁 群 都 累 坏
了。这时，雁宝宝在悬崖边找到
了一个大巢，不假思索地就飞了
进去，还招呼大家一起过去。大
雁爸爸见了吓得大叫了起来，好
像在说：
“快离开这儿！危险！”

雁宝宝不明所以，呆呆地站
在原地。此时，一只老鹰冲过来，
那凶狠的样子好像能把它一口吞
下。雁宝宝一惊，赶紧扑打着翅
膀飞了起来，但为时已晚。千钧
一发之际，大雁爸爸冲到了它的
面前，大叫了一声：
“ 快……快跑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老鹰一
口夺取了性命。
大雁宝宝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后，强忍着泪水，没有哭出来，它
只是向爸爸牺牲的地方望了一
眼，便加速赶上了队伍。
它后面一路上，遇到过天敌，
也遇到过恶劣天气，但它都没有
害怕，因为它知道，它不能再当宝
宝了，它该长大了！

着对我说：
“你爷爷没了！”听到这
话，我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哗啦啦
地往下流。接着我就坐到了爷爷
的遗体前，姑姑和妈妈哭着说，你
再好好看看爷爷，再过两天就看
不见了。我一直都在那儿哭，直
到吃晚饭。后天就要把爷爷送到
殡仪馆啦，我真是舍不得啊。
爷爷在两三天前身体不舒

服，我们带他去了医院，挂了点盐
水就好了。谁料前天直接进了
ICU，从安吉转到杭州，就在昨天
晚上发了病危通知书。爷爷是因
为肺部感染过世的。
我真的非常舍不得他。以后
我再也没有叫“爷爷”的机会了，
爷爷啊，爷爷啊，你能回来吗？我
真的好想你！

永远的爷爷
■安吉皈山小学 601 班 李一诺
指导老师 吴国强

每个人都有亲人，亲人之间
的感情都是血浓于水的。而在今
天，我得到了一个噩耗——亲爱
的爷爷去世了！
“李一诺，出来一下！”我们
正在英语考试，而这时班主任陈

老师走了进来，我来到办公室，
陈老师告诉我家中有事，让我理
好书包。
我问老师要了作业就奔出校
门了，舅舅告诉我：
“你爷爷没了，
回家不要太激动。”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情就如晴天霹雳般，我一
路眼含泪水，觉得天旋地转。
到了家，我刚进门，奶奶就哭

■安吉县第一小学604班 胡文江
指导老师 陈娟

烈日炎炎，照在操场上，把
被雨水冲软的塑料跑道晒硬了，
而同学们也三五成群，面色严
肃，紧盯着对面班级的队伍，这
胶着的气氛，似乎马上要发生一
场大战，不由得让人紧张、兴奋。
“预备，就位！”这时，吴老师
喊了一声，拔河比赛要开始了。
只见吴老师举着小红旗，指
着一条线，讲着这次比赛的规
则：
“ 这条线，就是边界，如果被
拉了过去，就输了，听懂了吗？”
“听——懂——了!”同学们大声
回答道。
我们此次是和六班比，双方
正在相互 对 视 ，大 家 都 怒 目 圆
睁，紧盯着对面的人。看，那位
同学正用眼睛紧紧也看向对
面，紧握拳头，大口喘气，似乎
对面早已不是昔日的朋友，而
是战场上的敌人。这架势，不
由让我一惊。
随着老师吹响了哨子，手中
的小红旗一挥而下，比赛也就此
开始了。我们都奋力地把这根
绳子往回拉，而在一旁观赛的同
学也没闲着，用尽全身力气地大

心底一片晴空
■安吉小树童书馆初一 邱俊森
指导老师 小树

至少，
我还有一份自信
■安吉小树童书馆初一 储章妍
指导老师 小树

高 高 的 马 尾 辫 ，挥 动 的 手
臂，玫红色的运动服……那个奔
跑在身前的背影，时常浮现于脑
海。是仅几米的距离，是领奖台
上相差十厘米的高度，是她享受
掌声和鲜花时，我无声地叹息。
冠军和亚军的距离是那么近又
那么远。
我记得有人曾说，人们只会
记住第一名，至于第二名，没人在
乎。发令声响，
赛道上的我拼尽全
力奔跑，
却也只能无奈地望着前方
的背影。喉咙的干涩，双腿的发

软，无数次放弃的念头在心中徘
徊，可只要看到身前的她奋力奔
跑，
我就告诉自己，
不能放弃，
相信
自己一定可以，
于是铆足了劲儿往
前冲，
彼此的距离又再次拉近。心
中的希望顿时如烟火般绚丽绽放，
化激励为脚下的动力，
一次又一次
突破自我，
超越自我。
最后一百米，同学和老师的
助威声传入耳中，我用余光扫见
他们紧张与鼓励的面庞。我又
一次告诉自己，一定要尽己所能
向前冲。加速，再加速，我和她
的距离缩小再缩小。我的心怦
怦直跳，渴望的目光早已穿过这
无尽的赛道，最后冲刺的每一分

每一秒又是那么缓慢。五十米，
她不断加速，我不停紧跟其后，
可五十米又能有多长，这次的结
果，仍是我望着她比我高出十厘
米的身影。
心中的无奈，嫉妒，又有谁能
够体会？这几年的比赛，似乎什
么都变了，个人速度的提升，更投
入的训练；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变，
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一年又一
年。拍合照时，我一如既往地站
在亚军领奖台上，看着银牌。身
旁的她突然歪过脖子低声对我
说：
“ 辛苦了，我多年的队友！”浅
浅的笑，深深的情，我的心猛地一
跳，不禁回想起往年比赛时的点

点滴滴。突然感悟到身前玫红色
的身影，确实给了我极大的渴望
和前进的动力，在一次次挣扎中
对自己重拾信心，不断超越自我。
我看着身旁的她，第一名的
她背后又付出了多少辛苦，流过
多少泪水，才换来了今天的掌声
和鲜花。忽然感觉前面有这样一
个人也挺好，她给予我激励。当
再一次肯定自己，我默默地充满
了自信。
至少，我还有往前冲的勇气。
至少，我还有属于自己的掌
声和鲜花。
至少，我还会在心中燃起自
信的火焰。

喊:“一二拉，一二拉!”这样子，让
我们必胜的决心又增加了一分。
比赛僵持住了，虽然绳子已
经偏向我们这边，但无法一举拿
下，这可急死我们了。有的人青
筋暴起，豆大的汗珠流了下来，
早已拉红了眼；有的人双手早已
磨破了皮，汗珠流在手上，让破
了皮的手掌更痛了，可他们就是
不放手。终于，全班同学喊了一
声：
“ 拉!”我们拼尽全力，把对面
班狠狠地拉过了线。
“ 太棒了！”
我们一起高呼。果然，只有努力
后的喜悦，才最让人兴奋。
第二轮也随之开始。比赛
一开始，六班就发力了，把我们
拉向边界，我们顿时乱了阵脚，
慌了神，顿时觉得前方有一头
牛，拉也拉不动，还反被拉过去
了。不过我们马上调整好姿势，
准备反拉，果然，六班从主动拉
变成被动拉，我们则一边大喊
“一二”一边使劲地拉，旁边的一
位同学，声音越来越大，头发都
快竖起来了，眼睛都翻白了，身
体往后倾得都快倒了。终于，我
们赢了。我们疲惫地倒在地上，
大口喘着气。
这一次比赛，让我心中久久
不能平静，很期待下次比赛。

他，
走在放学的路上，
目光中
透着坚定的光芒。他，
我的朋友，
昂起头，
意志昂扬地往前走，
越走
越远，
在他的前方，
晴空一片。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逐
渐模糊却依然坚定挺直的背影，
心中的钦佩油然而生。
是的，他是个自信的人！而
我，还不够！
他，在年级里极受欢迎，这
与他开朗的性格有莫大的关
系。与同学交往，会先介绍自
己，再询问他人特点，找出共性，
主动交流。这对不善于交流的
我来说，很是羡慕。
他成绩好，上课多发言，课
后多交流，这都源于他的主动。
体育方面也连续突破自我，运动
会上连获奖牌。我问他最后一
圈时已经掉到第四，怎么还能反
超夺得金牌？他笑笑说：
“ 因为
我相信自己，坚持到底。
”
我看到他脸上阳光般的笑
容，心底的羡慕之情又升了一
级。我突然觉得自信是荒漠中
的一壶水，它给予了人类希望，
它是支持人类走出荒漠的希望。
那一天，他约我和阿东一起

去挑战新增了难度的攀岩。走
到攀岩处，我惊呆了，二十多米
的高度没有几个落脚点。阿东
借口去上厕所，竟然直接开溜
了。看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
步，他先上了。他四肢灵活，像
只小猴向上爬，一下子就上蹿了
好几米。落脚点跨度很大时，我
以为他会沿绳慢慢往上爬，而他
轻轻一跃就过去了。看得我心
头一惊，情不自禁地喊道：
“慢一
点！小心！”他扭头对我喊道：
“没有什么困难能打倒我！”很
快，他就到达了岩顶。
“快上来！高处的风景才
好！”他朝我招手又说道：
“来吧，
没事的，
我为你加油。
”
我点点头，
往上爬，才发现也没有那么困
难。一缕阳光照在我脸上，我加
快了速度，每一个关卡我都鼓励
自己往上攀，不退缩；每一个落
脚点，我都稳稳踏住，不松懈。
我大汗淋漓，心有余悸之时，他
的手掌伸在我的面前，他拉了我
一把，
我成功了，
我异常激动！
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说：
“看吧，兄弟，我就说，你要相信
自己！”我激动地点点头，心中充
满喜悦。
他把自信传递给了我，连同
那一片晴空也分享给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