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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
愁”，这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写的名
句。一次节假日，我跟随父母还有他
们的一帮同学结队出游，近距离亲近
永嘉网红村——岩坦镇源头村，遇见
了那份诗情画意。

源头村依山傍水，地势平坦，两头
窄中间宽，整个村庄貌似一只小舟。
一幢幢白墙黑瓦的精致房子错落有
致，街道不宽却很整洁，两边不时可见
鲜花树木点缀，让人赏心悦目，与大部
分乡村的脏乱差形成鲜明对比。村里
满眼可见舴艋舟的文化符号，墙上画
的，路上摆的，溪上飘的，无不充满着
复古小舟的身影。

我们一行在村里早已名声在外的
民宿“左岸岚庭”安顿下来，就蜂拥出
门游玩。民宿前面就是楠溪江，江边
游人如织，江面漂泊着六七只小船，无
疑就是舴艋舟了，而我是第一次见
到。舴艋舟是一条形似蚱蜢的小船，
据说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楠
溪江上唯一的运输工具。舴艋舟行驶
到该村村头就再也无法向上，故得名
“源头村”。

戏水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于是
都急切地想先坐一坐这舴艋舟，父母
们便去买票了。售票处在舴艋舟博物

馆内，馆外墙用江边的石头砌成，馆内
有两层，陈列着一些有关舴艋舟的历
史文物。我们一帮小朋友心不在焉，
只想快点去坐船。

到了溪边，我们终于近距离看到
了舴艋舟，整只小船两头尖，长约五六
米，船体用木板制作，上方有用竹篾编
了遮阳篷，蓬上还开有两扇窗户，船宽
约2米，船深约1米余，里面能容纳七
八个人，船头有一根桅杆，还系着红绸
布，跟绍兴的乌篷船有点相似，这就是
在楠溪江上消失了30余年而重新复
活的舴艋舟。

我在船老大的指挥下，迫不及待
地穿上救生衣，一步跨入船中。船开
始左右摇晃起来了，好不容易站稳，一
步向前迈，船又摇晃起来，幸亏有船老
大支撑着竹竿。我走一步停一步，颤
颤巍巍地抢占了船头最佳的位置。随
后，他们也像我一样一步一颤进到船
里，看到他们狼狈的模样，我笑喷了。

人都坐定，舴艋舟就出发了，水面
平静且清澈，水里有很多人在游泳。
船老大说，舴艋舟行驶叫“上水”，不叫
“下水”，是浮在水面上平平安安行驶
的寓意，这也是有趣。船老大不紧不
慢地撑着竹竿，只有船尾泛起的波纹
荡漾开来，小船非常平稳地缓缓向上

驶去，两岸青山和溪边的绿树倒影水
中，溪中晃荡着阳光，伴着拂面的清
风，真是舒坦。我们在舴艋舟上边吃
零食边说笑，一会儿就过了前方的桥
墩，很快就在上游一条支流的鹅卵石
边泊船了。我们都下了舴艋舟，小朋
友就去扔石头、抓小鱼，还不时地被大
人们拉过去拍照臭美。大概半小时不
到，我们就回到舴艋舟往下游返航
了。整个行程来回距离800来米，在
水上坐船短短十几分钟，太不过瘾了。

我们回到民宿，看到老板家有皮
划艇，就向他要了来，高高兴兴地抬着
到溪里。皮划艇有两只长长的桨，两
头都有黑色塑料的划掌。刚上艇，我
和老爸连方向都控制不住，两手左右
使劲还是乱转圈，划艇需要两个人配
合好方向才行，我们折腾了半天才顺
利让小艇向前滑行。过一会儿，我就
越划越顺，越划越开心，小艇在水上快
轻地飘过，好比在云上飞，我忍不住前
后坐了两趟，真是爽爆了。

村里有面木头墙，上面装饰着一
句话“源头花漫处，踏石问轻舟”，这是
源头村的最好写照，也是悠闲生活的
理想家园，真不虚此行。

城西中学 董 理
指导老师 李国平

乐土
不大不小，恰好容下整个身子，漆黑的夜晚，打

开空调，融入其中，偷偷摸摸地做着像小偷一样的
心虚事。猜猜这是哪里？这就是我的乐土——被
窝。

每当被老妈逼着，从书房回到卧室，我总会装
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等脚步声渐远后，黑灯瞎
火里摸索出一盏台灯，掏出藏在衣服里的几本“天
书”，以兴奋的心情钻进被窝，再配上一个阴谋得逞
的邪笑，一场书海的旅游便开始了。

老妈极力反对我在晚上看书，以把书送人这事
威胁我去睡觉，于是我便只有乖乖地——不，不可
能是乖乖地听话，书中自有我天地，宁舍一顿饭，不
弃一本书！得避开老妈看书，哪里是最好的港湾？
巡视四周，哈哈，温暖的被窝！于是在被窝里偷看
便成了一个极好的选择。每当看书时听到那一串
脚步声，做贼心虚的我，立刻伸出头，关好灯，一副
沉睡的模样，甚至模仿起老爸打呼噜的声音。直到
声音与灯光向楼上隐去，我才敢放肆地钻进被窝，
继续着我的冒险旅程。脸颊与被窝触碰，双眼悠然
地扫描着一行行文字，这是一种特别的喜悦。在脚
步声退去的那一刻，是小贼偷窃成功后的胜利。

鲁迅先生把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学习，而我从中
感悟到的是我更厉害！因为我不喝咖啡，甚至把睡
眠的时间都利用到了学习上。有时我精力旺盛，从
晚上九点看到凌晨四点一刻也没停止；有时我睡意
大发，才看几页就昏昏欲睡。不过看多也好，看少
也罢，这一切可都是“被窝大臣”的功劳。有本书名
叫《被窝是青春的坟墓》，而我则会出一本反对派
——《被窝是青春的宝藏》。高兴时我拿着书进入
这片乐土，不高兴时拿着平板照样也能进，阅读就
是打开乐土的唯一钥匙。不过，早上的黑眼圈可能
是我唯一的战利品吧？

又是周末的早上，关闭闹钟，伸着懒腰起床，打
量着绣花的大被窝，哎，这块乐土，怎一个“赞”字了
得！ 城北小学五（4）班 叶乙墁

指导老师 陈荣荣

影
太阳，赐予万物影子，让他们在流浪中，随人成

长。
店门口，店内灯火通明，门外乌云密布。
屋檐下，我故意做出各种怪样子，有趣的影子

在院中婀娜，看着影子在雨中被打的湿透，我心中
的快乐逐渐荡漾了开来，笑容也逐渐灿烂了。

“作业做好了吗？”妈妈的一声断喝突然打断了
我的自娱自乐。

开心是没有了的，昏黄的灯光下，我发现自己
好像比影子还要落寞，我的笑容逐渐凝固。

踏入九年级，好像什么都变了。不仅学习新的
知识，还要复习，总感觉忘的比学的多。爸妈管得
更严了，总用临近中考来刺激我。老妈时常对我说
“你呀，这个阶段了必须要发愤图强。”哎，只恨早些
没能放飞自我，真乃今生一大憾事。我深深地叹了
一口气：“好像我在七八年级时玩得很爽似的。”

老妈总借我的体重挑起事端：“你看看你，这么
胖，哪有一点为学习消得人憔悴的样子？”“我这哪
里是胖，都是生活将我打肿了。”我怼她。除变胖之
外，我好像真的变了不少，不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
了。总感觉有东西放不下，有些事没完成。例如功
课，安能皱眉埋头写作业，使我不得开心颜？哎，只
能将满腔苦水咽入肚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
以，体重这事不能怪我！就连影子都变了。以前
啊，不论是月黑风高，还是紫霞满天，他总会拖着我
前行。但现在他却躲在我的身后，畏畏缩缩，我只
得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难，难！就此沉沦吗？

午后，阳光很好，我来到操场，带着影子溜溜
弯。操场很闹，很嘈杂。在混乱中，我只觉得我的
影子好落寞，希望和美好早在时间的长涯里，被碾
得粉碎。低头喘息时，有两道影子在前方起起伏
伏。抬头看，竟是同班的两位微胖的同学，在单杠
上努力挣扎。不单单是他们。阳光下翩然起舞的
影子散落在操场四处，有的隐匿在实心球投掷的残
弧中，有的随着排球的律动沉沉浮浮，有的则在照
亮汗水的光辉中若隐若现……

千般举动，万般境遇，却也只为了一个目标
——不让自己的理想如梦幻泡影般，破碎，消逝。

他们的青春伴随着他们的起伏、飘逸、凝聚、等
待绽放，毅然撒满一地清香。他们无悔，明知这份
耕耘所收获的或许微乎其微，却毅然将汗水与热情
灌注。只为了让他们离理想更近一点，哪怕再近那
么一点点。他们无惧，不管多么艰苦，都不会逃之
夭夭，更不会轻言放弃。那么，我又为何不能坚强
一些呢？让自己不惧风云变幻，波涛汹涌，向着理
想的国度无畏起航。

转身，影子疏忽不见。他落在了我身后，因为
我面对着太阳。

瓯北五中九（8）班 邵子豪
指导老师 金晓月

我爱吃的水果很多，有香蕉、西
瓜、苹果，最近迷上吃桔子。桔子绿
里发黄，仿佛披着一件彩袍。桔把像
小姑娘头上扎着的小辫子，摸一摸

它，真光滑！听妈妈说，桔络可以化
痰止咳，桔皮晾干可以入药，桔肉含
有丰富的维C，但多吃会上火。 偷吃
一块，我的牙齿都要酸掉了。手气真

差，下次我一定要好好挑。
三江中心小学二（4）班 吴俊欧

指导老师 吴竹冬

下课了，大家飞快地跑出了教
室。有的去操场上玩老鹰捉小鸡，有
的玩悠悠球，还有的玩迷你世界……

玩跳绳的小伙伴，有的往后跳，
有的两个人跳，花样百出。瞧，她一

边跳一边走，旁边的同学羡慕极了，
马上有好多同学加入了跳绳的队伍。
另一个同学不甘示弱，来个“金鸡独
立”——单脚跳绳，同学们又向她跑
去了。

叮铃铃，上课了。同学们意犹未
尽地跑进教室。真希望课间十分钟变
成二十分钟，那该多好啊！

三江中心小学二（3）班 吴律欧
指导老师 吴竹冬

快乐时光

我爱吃的水果

很遗憾，我不是水桶，不是米桶，
不是油桶，不是啤酒桶，我是一个垃圾
桶。

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到处可见我
和伙伴们的身影。虽然我们尽职尽
责，但待遇实在不怎么样。玻璃瓶、废
电池、鱼骨头、香蕉皮……一股脑地往
我们肚子里塞，导致我们消化不良，有
严重的肠胃问题。

但是最近，我们收到了招募公告：
“无废校园天团”开始招团员啦！名额
仅限四名！消息传出，所有的垃圾桶
都兴奋起来，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
试。

经过紧张的面试和层层选拔，我
终于成为了“无废校园天团”的一员。
清洁工为我换上了蓝色工作服，上面
有我的“工作牌”——“可回收垃圾”标
识。我也不再是臭气熏天的模样了，
而是焕然一新的状态。孩子们亲切地

给我取了个艺名——“蓝桶桶”。从
此，我便开启了一段不同往常的“桶”
生。

和我一起组团的，还有其它三位
“桶”伴，艺名：绿桶桶、红桶桶和灰桶
桶，学名分别叫“厨余垃圾”、“有害垃
圾”、“其它垃圾”。我们“四色齐全”，
衣服颜色不同，分工也不同，但老习惯
一点儿没变：太挑食！

不过还好，在校园内很快涌现出
这样一群分类达人。他们见“圾”行
动，以类聚物，为我们的“食谱”操碎了
心。关于“你是什么垃圾？”他们做足
了功课，分拣、指导、宣传头头是道，简
直就是一部部行走的垃圾分类指南。
他们甚至还能变废为宝，宣传勤俭节
约、低碳环保和绿色生活意识。他们
对待废弃物的态度是——“可见、可
减、可用、可消”，他们搜集来废旧衣
物、废塑料瓶、废书本等物品改造成可

爱的玩偶、贴画、笔筒等工艺品。环保
纸雕塑长廊、布贴画长廊、诗意花木
牌、环保标志牌……应运而生。这样
的举措也给我们天团四位成员成功瘦
身，终于解决了我们容易吃撑的毛病。

无论是莫文蔚的《阴天》，还是周
杰伦的《晴天》，每个上学的日子，我都
能准时见到他们。很快，校园里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了垃圾分类这件新事
物，主动参与“无废技能培训”，“持续
充电”，一步步“修炼”成了“无废校园
卫士”。

我知道，他们都把我们当成了“家
人”，把垃圾分类、无废校园这件“小
事”当成了“家事”。美丽校园，干净是
基础，无废是关键，很高兴我和我的兄
弟姐妹们也能出一份力！谢谢大家！

少艺校六（1）班刘璐瑗
指导老师 戴芬芬

一个校园垃圾桶的演说

源头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