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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只猫，名叫乐乐。它双眼
如明星，鼻子黑，耳朵尖，背上还
“种”了一颗“黑蘑菇”，尾巴如黑
绳，四条腿如戴上了黑手套一般。

乐乐虽说是只猫，却有着二哈般
的拆家本领——过年那几天它独自被
关在家里，差点没把整个家拆得面目
全非，真是又可爱又可恶。不过今
天，我要给乐乐点个赞。

那天夜晚，我正与乐乐一同玩
耍。突然，门口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耳朵尖，有个缺口，全身乌黑，
两眼如灯泡，而且身强体壮。我看这
猫气势十足，想必又是来收“过路
费”的吧，而乐乐也立马变了脸色。

只听乐乐大吼一声，震天动地，

如同猛虎一般。而在一旁的我，也开
始了细致生动地讲解：“好，欢迎来
到第一届猫咪混打总决赛现场，可见
双方都是有实力与经验的选手。比赛
开始了，只见乐乐纵身一跃，一下子
就‘飞’到了对手的跟前，郑重地
说：‘呦呦呦，这不是虎哥嘛，几天
不见又来收过路费了？’‘正是在下，
不想变成过路废就赶快交过路费！’
对手十分亲切地回答。”

乐乐与对手相持许久，双方你一
叫我一吼，距离不断拉近，打斗一触
即发。我继续讲解道：“比赛仍在继
续，只听乐乐大吼：‘退！退！退！’
而对手则鬼哭狼嚎般：‘你有没有营
业执照？你是不是非法占地？’双方

一唱一和，一个理直气壮，吼声震
天，另一个委屈巴巴，装可怜。”突
然，乐乐一个飞扑，腿一张，手一挥
——两只猫打了起来，场面一度混
乱。“只听乐乐大喊：‘叫你收过路
费！叫你收过路费！’整个混打当
中，乐乐处于上风，它直接给对手呼
了一巴掌。”我在一旁说道。最终，
对手从乐乐的乱拳之下逃走了。“乐
乐胜利了！”我大喊道。

回想以前，乐乐一直像个弱不禁
风的“林黛玉”，天天遭别的猫儿欺
负，但今天乐乐夺回主权，打败了自
己最害怕的猫儿。

东方外国语学校 陈 浩
指导老师 金晓芬

听妈妈说，在过去乡下家家户户的
窗户和门都是用木板做的，天气晴朗的时
候，每户人家都把门窗打开，光线就透进
来了。但是，一遇到刮风下雨的日子，家
家户户都把门窗关上，房间顿时变得像黑
洞似的。于是，人们在天花板上开了一扇
窗，人们管它叫做天窗。小孩子们经常躺
在床上想象着窗外的世界。

今天，我趴在窗前发呆，一片小小
的落叶从眼前飘过。嘿！叶子，你是
怎么来的？你是遥远的森林派来的使
者吗？你一定是漂洋过海，途经多个
城市，才来到这里的吧！还是你是一
位旅行家，这儿只是你经过的一个小
车站而已……我想着想着，窗外突然
淅沥沥地下起了雨。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扫兴透了，雨
姑娘说：“别恼，别恼，我给你弹一首婉
转的抒情曲吧！”滴答，叮咚，滴答，叮
咚，滴答——叮咚——美妙的乐音开
始了，吸引了一只顽皮的小白兔，它从
灌木丛中钻了出来，在这牛毛似的细
雨中撒欢，快乐无比。我学着小兔的
声音说：“小兔小兔，你还是快回家吧，
淋湿了可是要感冒的，你妈妈在家里

要担心死啦！”忽然，一个黑影闪过，我
吓坏了，是凶猛的老鹰来了吗？我想
老鹰应该不会喜欢在我家窗前逗留。
难道是可怕的蝙蝠吗？记得有一只浑
身黑漆漆的蝙蝠曾光顾过我们家，它
在我们家的客厅四处乱窜，害得我只

能躲在餐桌底下。
窗外的世界真是多姿多彩的，一

片小小的叶子也有它的旅程，每个小
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城西小学三（5）班 冯缤禾
指导老师 戴月娥

我漫步于城市绿道上，抬头望天，
天上有阴云，仿佛很沉重，与我一样。

烦恼，压力，随着我从老家转移到
这个小城，它们都蜂拥而至。我哭着，
大哭，撕心裂肺地哭，没有用。它们永
远在我身边，就像蜘蛛和毒蛇——缠
在我瘦弱的身躯上，不下来了。

回想过往，我还住在老家。率直、天
真的我，如一只苍鹰，翱翔，没有束缚。那
碧绿的菜畦，那懒懒的羊，那苍翠欲滴的
小丘……无不是我那心灵的寄居之处。

然而，有一天，鹰被抓起来，关在
牢笼里，无法再与自然连接。如同，我
现在的样子。

我的耳边是车辆疾驰，烟尘滚
滚。我似被抓起来了，丢到了城市的
囚笼里，毫无还手之力。我想要出去，
但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我只好回
忆，回忆过去的自由自在的我，高唱我
歌。灵魂暂得诗意。

不知，童年时奔跑过的路怎么样
了；不知，童年门前那条曾抓过蝌蚪的
小溪怎么样了。抬头一看，现在故乡
的天，也是这样的吗？也许，过去没有
消失。它只不过是藏在了时间的深
处，或是被现在的生活掩遮住了。心
灵的味蕾开始发涩，那过去的自由又
如糖果般冲击着它。

过去，真的藏得住吗？或许，我们
将身姿放低，再放低，那么你就可能会
发现它。如果你用心去煨炖生活，关
注一言一行之细，一沙一砾之微，我们
就可能发现过往的影子。

在这城市的喧嚣中，你试着聆听
一下，是否可以听到灵魂的声音？

童年，何尝不是你心灵深处的鹰
隼？请让我的心与你相连吧！整理起
我的翅翼。走吧，在城市的末端，有一
扇掩藏着的大门！伸手，为了触摸那
抹曦光。

实验中学七（8）班 厉炳佑
指导老师 毛淑华

追“屁”
“噗噗噗————”几声噗噗声惊扰了我读

书的节奏。我四处环视，想寻找声音的来源。
“咦，这是什么味道？”紧接着，那令人窒息的

怪味道，从我的鼻子，嘴巴里钻进来，钻进我的脑
子，钻进我的五脏六腑。我前仰后合地拍着胸
口，想咳嗽，有点头晕眼花，感觉天昏地暗，恨不
得把肚皮里的一切东西都吐出来。

不只是我，周围的同学似乎也闻到了这种怪
味，他们有的交头接耳，猜测着来源；有的捂着鼻
子，拍打着胸口。看着教室一片混乱，富有正义感
的班长主持正道，他决心要找到破坏班级秩序的
“罪魁祸首”。他走上讲台，用手托着下巴，摇晃着
脑袋，像个侦探似的，东看西瞧，一个个排查。

这时，班长把目光落到了我们班的调皮蛋周
轩宇身上。周轩宇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可还是没
忍住哈哈大笑起来。班长径直走到周轩宇面前，伸
长脖子使劲地闻了闻。周轩宇马上捂住嘴不笑。

“周轩宇，你到门口去！”班长慢条斯理地把
他拉出了教室。可周轩宇呢？看着毫不在意的
样子。当班长重新踏入教室时，发现教室里同学
们正哄堂大笑。对此，班长耸耸肩，一副无奈的
表情。

可这怪味似乎还蔓延在教室的角角落落。
班长开始质疑自己的直觉，他像柯南一样，开始
第二轮的侦查。 他推了推眼镜，徘徊在讲台前。

我也忍不住跟着推测起来。前桌孙雪菲平
时最讲卫生了，她可不会在大众广庭之下做这么
不文雅的事。同桌胡灵畅跟我一样捂着鼻子，一
脸嫌弃的样子，应该不是她。看看汪腾浩，他在
笑，一脸诡异的笑，他有没有可能呢？可他站起
来，并没有怪味飘过来，他被排除了。旁边的叶
玟静是我们的大嗓门，她有事藏不住，肯定会叫
出来。此刻，她伸头缩脑地在寻找线索，应该不
是她吧？

唉，真伤脑！可也真奇怪，不一会儿，怪味渐
渐消散了。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只留下无可
奈何的班长和哄笑的同学们！

少艺校五（1）班 胡卓熠
指导老师 谢书晓

扎 根
午自修。
满教室都是默片的色调，低垂的头和低垂的

颈，以及异常虔诚的手指们摆布着笔杆，喧闹被
禁锢着，被每一个背影禁锢着。往日里那些擅长
闹腾的舌头缄默着，寂静，无声。我看向窗外，天
空蓝得我好生寂寞。我转着笔，断断续续地想，
想今晚的云会是什么形状，想风什么时候会来。

晚自习。
我觉得眼睛在喘气，我知道它想哭，想发抖，

想尖叫。我只觉得自己很累，我想扔掉笔趴在桌
上睡觉，看它滑过漂亮的抛物线砸在课程表上，
声势浩大，首义有功。我想在寂静无声的走廊上
大笑，看老黄气急败坏的嘴角。但——我只是坐
在座位上，和无数个初三学生一样，无比虔诚地
将心血耗费在一道道数学题上。

写着写着，还是想起了那天晚上，我以为我
不会哭的。打开云成绩后，那不起眼的黑色字
迹，被视网膜捕捉的一刹那，蓄谋已久地变成了
一颗颗饱含恶意的子弹，往我眼里直愣愣地射进
去，那凶器击碎了瞳孔，沿着血管顺流而下，将左
心房恶狠狠贯穿，眼泪是支离破碎的心脏流出的
血。

一门都没有考好，一个月的努力全部白费。
不甘啊，怨恨啊，为什么别人做得到的事情我做
不到？擦干眼泪，摊开书继续学习。也正是那
晚，偶然间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那是令迷
路的人容易泪崩的话：“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
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看不
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于是我咬着
牙，在本子上写下：曙光未来临时，别让黑夜将你
压垮。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曙光终会降临，我是
赶夜路的旅人，是光明最忠实的信徒。看到过一
段话：“洋葱、萝卜、西红柿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
这种东西，认为那是一种空想。南瓜，不说话，默
默生长。”我知道开花是种子的职业，远行是河流
的梦想，小南瓜扎根生长，才能长成大南瓜，惊艳
众人。

我也不说话，默默扎根，野蛮生长。愿我们
只身前行，如率百万雄兵。

瓯北五中九（8）班 李冰凡
指导老师 谷雪雅

为乐乐点赞

窗外即景

掩 藏

去年，我加入了温州市红领巾学
院。在这个大家庭里，我认识了许多
人，经历了许多事，其中让我最难忘的
一件事，便是参加共青团温州市第17
次代表大会的献词活动。

有一天，我们刚刚在红领巾学院
里听完课。忽然，老师神神秘秘地把
我和其他30多个同学聚集起来，说有
重要的事儿，我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不知道老师要做什么。后来老
师说，要让我们代表全市少先队员在
共青团温州市第17次代表大会上献
词。我们听了都特别激动，我们有机
会见到全市共青团代表了！

我们很快投入到紧张地排练中，
早上七点钟就到排练场，晚上有时要
排练到九点，当中好不容易有两分钟
休息时间，刚喝了口水，就又得回去排

练了。老师时不时地改稿子，改动作，
改阵容，一个月就变化了数次，不仅是
老师吃不消，同学们更是吃不消。老
师苦恼，我们更苦恼，但我们每一次都
特别认真地排练，都希望能在献词的
时候发挥出自己最出色的表现。我也
不例外，因为我站在第一排正中间，是
最引人注目的位置，每次排练的时候
我都一丝不苟，特别认真，只要老师改
动一点点，我就立刻回家认真练习，反
复琢磨。时间在悄悄地溜走，很快就
到了献词的那一天。

那天早上才六点半，我们40个人
已经准时集中到了温州市人民大会
堂。随着主持人说下面有请温州市少
先队员代表为大会献词，旁边的指挥
老师给我们使了一个眼色，我们迅速
列好队伍，精神抖擞地向主席台走

去。突然，我觉得自己忘词了，手心直
冒汗，还忍不住地握紧拳头，心怦怦直
跳。我努力回想，脑袋里像放电影一
样播放我们排练时的画面。就在马上
要轮到我的时候，我总算想起来啦，心
里的石头终于掉下来。我长舒了一口
气，满怀激情地完成了献词。

从那以后，我对自己的要求更加
严格。以前我在学习上总是马马虎
虎、丢三落四的，现在认真思考，克服
缺点。在班级里整理图书，打扫卫生，
大事小事我也特别认真，尽力做好每
一件事。因为在我心里已经埋下一颗
梦想的种子，就是希望长大以后也能
成为优秀的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为人
民服务，为祖国争光！

瓯北中心小学五（9）班 李子天

难忘的献词活动

◆遗失 周剑持残疾军人证一份，证号：浙
军C007379，声明作废。

◆遗失 永嘉县人民检察院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Z333400003420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