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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节期间，我与父
母一同游览了美丽的金鞭溪。

游金鞭溪领略了一个字：
“绿”。站在金鞭溪旁，便觉得
绿意扑面而来。道旁古木参
天，苍翠欲滴。山上的树，层
层叠叠，郁郁葱葱，绿得那样
静，那样幽，那样可爱。还有
的绿得浅亮，那样鲜，像初生
的婴儿。连飘着的雨丝，似乎
也是绿的。这无数的绿色，挤
挤挨挨地奔来，充盈了眼，拂

开着心。
金鞭溪的一切，都透着个

天然未雕饰的“野”字。活泼
的小溪，唱着欢快的歌儿恣意
奔着，水清极了，一眼能望到
水底的石头。溪旁高大的树
上，几团黄棕色毛茸茸的东西
在滚动—野猴！野猴在树上
跑来跳去，动作之灵活巧妙，
好像世界一流的杂技团在表
演。大猴们在树上荡来荡去，
时不时呲牙咧嘴地叫一两声，

卖弄自己强健的体魄。母猴
身上大都负者一只小猴，因此
便小心翼翼地移动，但一有猴
来招惹她，母猴便立刻凶悍起
来，冲着那猴大喊。小猴们怯
怯地趴在母亲背上，睁着黑曜
石般的眼睛无辜地望着四周，
似乎对一切都充满困惑和好
奇。忽地，猴王一声令下，猴
们便纷纷跳下树来，浩浩荡
荡、趾高气昂地跟着走了。几
只半大小猴贪玩溜了出去，

“嗖嗖”几下爬上树，居高临下
地抓耳挠腮，东瞅瞅、西望望，
仿佛侦察兵在眺望地形。猛地
意识到大部队已经远了，才赶
忙跳下树匆匆地跟上。路旁，
一只老猴蹲在告示牌上，其姿
势之标准，神情之肃穆，可与雕
塑相比。还有那野花、野草、野
树……都有股子野趣！

金鞭溪，你的绿，你的野，
让人流连忘返！

指导老师 江世平

初次见你，那时你是一头
精练的短发，脸庞散发着玉兰的
气质，你的眼眸大而深邃，仿佛
像一个黑洞，纳入所有的光亮。

我曾经以为你是一位极为
严肃的老师，因为每当上课的时
候，抬起头看向你，你那不用瞪
就睁的极大的眼睛，似乎可以把
我上课的每一个小动作尽收眼
底，你的目光像一支永远能射中
靶心的箭，快，准，狠，让我不得
不沿着箭所划出的弧线，找到你
的眼睛，认真听你讲课，不得懈
怠半分。尤其是当我犯错你批
评我的时候，我望向你的眼睛，

更是万分内疚，因为你那失望的
目光和略显伤感的眉毛，使我感
到懊悔。

有时，我会埋怨你要求太
过苛刻，埋怨你总挑我的毛
病，但是，直到那天我因上其
它课没有遵守纪律被训责了
一番，你叫我去你的办公室，
我怀揣着恐惧与委屈踏入其
中，却没有忍住伤心便哭了起
来。大概，你也是第一次见到
我如此脆弱的样子，什么也没
说，只是轻轻地拉开抽屉，取
出几张纸巾递给我，在朦胧的
泪眼中，那被我蹂躏的残缺不

全的纸巾，仿佛像玉兰花一瓣
瓣地落在地上。

你以温柔且平缓的口气安
慰着我，告诉我，当别人说我不
对的时候，即使你认为自己没有
错，但也必然有做的不够完美的
地方。你说，当遇到矛盾时，不
要和他人争吵，而是应该改正自
己，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你看着我的目光，是那么
温柔，慈祥，就像微风抚摸着受
伤的青草，让它茁壮成长，你的
眼睛在灯光下不断闪烁，像星星
一般亮，像玉兰一样白，你的目
光清澈、干净，像溪水流入心田，

冲刷着我内心那颗玉兰的种子，
催促它快快长大，让它也能结出
你眼里的花。

曾经的你，用目光给我传
递希望，那玉兰的颜色，像单质
一般纯净，像你给我的纸巾的颜
色，像你手中粉笔的颜色，它的
形状就如同粉笔的粉末在你手
指的手纹之间留下的纹络所勾
勒而成的。

现在的你，用目光传递给
我知识，在那三尺讲台，你就是
那朵最美的花。

谢谢您，万老师！
指导老师 惠军明

“那好，就今晚，我们各自
收拾自己的行李，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电视上两个高中
生激情相约，那感觉真的太酷
了，让我羡慕不已。

这时，爸爸妈妈下班回来
了，第一句就是“都是上高中
的人了，还看电视！”我的情绪
瞬间跌到冰点，在心里埋怨：总
是叫我待在家看书、看书，哪怕

是在家打游戏也不让我出去疯
玩，偶而出去一次也得跟着你
们。爸爸妈妈如往常一样给我
做着想吃的菜，和我一起谈论
着有趣的事，可这些并不是我
想要的！

趁着假期，我们回老家
探亲，我和隔壁的小伙伴一
起聊天。他聊起自己和朋友
一起去田野里疯跑，疯玩到

天昏地暗，我不禁产生了向
往：“今晚带我一起去吧！”我
拉着他的衣袖央求，他爽快
地答应了。

收拾好东西，看父母和爷
爷聊得投入，心中涌起丝丝侥
幸和兴奋。我刚想溜出去，却
来了位不速之客，注意力都集
中到我的身上了。我心不在焉
地应答着，想象着那群小哥哥
小妹妹们正在喝着饮料，吃着
辣条，饱吸着大地清香的气息，
拥抱着暖风，开心地畅聊。而
我，只能闷坐在屋里，心里别提
有多失落了。

第二天，父母决定带我去
爬山。迎着灿烂的阳光，一步
一步艰难地爬到了山中腰，汗
水画花了脸颊。看到三三两两
的人就地休息，而我和爸爸继

续坚持向上。又绕过了一个山
坡，爸爸说：“你自己上去吧，我
就在这里等你。”“你怎么不和
我一起？”我感到有些奇怪。“你
总有长大的那天，我们也不能
时刻陪着你。你也该学会自己
拼搏了，前方的路还很长，还很
辛苦，你要靠自己的坚持，靠自
己的努力走下去。这不正是你
想要的吗？”

我顿时感觉精神百倍，双
腿有了无穷的力量，双肩也仿
佛生出了翅膀。我兴高采烈地
向上攀登，甚至手脚并用也不
觉得累 。登上山顶，仰望长
空，我不由得放声长啸：看万山
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
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指导老师 李红梅

春姑娘来了，在摇曳的春风中，春草绿
了，春花红了。兴庆宫湖面上泛起层层涟
漪，倒映着秦砖汉瓦的光影；湖边的柳树梳
长了辫子，犹如宫廷歌女一般扭动起舞姿。

我和妈妈撑起雨伞欣赏着湖光春色，
突然看到爸爸加快脚步，努力寻找合适的
方位，他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还自言自
语道：“好美的风景！”就听到一阵“咔嚓”声，
原来爸爸又给我们照相了。因为每次出门
他都会给我照相，我并不情愿，摆出一副厌
烦的样子，自己就走到了一边。我自顾自地
走，父母无奈地摇摇头，就在后面气喘吁吁
地追我。

但不久，爸爸就有些咳嗽，越咳越厉
害，那声音好像十分痛苦。他们放慢了脚
步，不那么着急了。我也停了下来，想着背
后发生的事情。妈妈着急地说：“等一下！”
我停顿了一下，很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只见
爸爸弯下腰找了个椅子坐下，紧皱眉头抿了
口水。妈妈在旁边说：“你爸爸这几天感冒，
他为了陪你出来，忍着头痛带病出来。”听后
我的心里感觉很内疚。爸爸见我回过头来，
慈祥地看着我说：“我给你照这些照片，不为
别的，只是为了给你记录下美好的回忆。”我
眼珠一转想了想，的确，从小到大的点点滴
滴，可不就是从相册中见证的——这是一种
爱的体现，我应该倍加珍惜。坐在父母身
边，我看到一张张照片，心里美滋滋的，因为
相机里不但留下了春雨中的美景，也记录下
我和妈妈美丽的面庞，顿时暖融融的春风吹
到了我们心灵的深处。

天色渐渐变暗，夜晚的天
空更加美丽而深邃。

月光驱散了我的睡意，依
旧睁着眼，静静的感受着窗外
的一切。风吹树梢，树叶挂在
枝头，在月亮的一角摇摇摆摆，
偶尔落下一两片来。清风夹杂
着一点惆怅拂过我的发丝，一
种久违的感觉映上心头……

月亮跃过天空的云彩，云彩

与月亮擦肩而过，此时又是别有
一番滋味。月亮踏云而行，给月
亮蒙上一层面纱，月光透过面
纱，显得更有韵味。

月，你是圆亦是缺。“小时
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是圆
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
羌江水流”，亦是缺的。月，你
如此变幻莫测，让人难以捉摸。

月，你富有内涵，承载着多

少人的情感。“举杯邀明月，对
影成三人”，李白无知音，便成
了你的牵挂；“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他的情感，便成了
你的思念；“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他的忧
愁，亦成了你的烦闷。你寄托
着这些情感，矗立在太空中，时
而洒下他们，追求精神的放松；
时而埋藏在心底，成为永久的

记忆。
月，你是如此富有情调。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月，它有它自己的目标，而

我呢？我是否可以像它一样。
为了寻求目标而努力拼搏，为
了实现梦想而抛弃一切。

抬头望月，你皎洁如镜，令
人神往，令人痴迷。

指导老师成敏珍

月 西安市经开一中高二（2）班 张宇翔

目光 西工大附中初三A（7）班 杨雯琦

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旅行 西安市昆仑中学高一（1）班 郑赛

秋游金鞭溪 西安铁一中分校初二卓远三（2）班 杜家瑄

三代人的回乡路
西安铁一中分校初二王梓凡

父爱暖我心
西安市尊德中学初一（四）班 张嘉淼

我的老家在汉中洋县，一个距离西安
两百多公里的小县城。北依秦岭，是有名
的“朱鹮之乡”。由于种种原因，回乡的次
数变得越来越少，所以每当有机会重返故
乡时，便格外珍惜途中的每分每秒。当然
不同年代的人拥有不同的归程记忆，它们
勾连出的时代印记，反映着我们生活的变
迁，也折射出国家发展的历程。

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洋县人，1964年
来西安上大学。每当放假回家的时候，便
要坐火车、汽车历经两天一夜才能到达。
听爷爷说，有一次因为汉江发大水把公路
冲坏了，从西安乘宝成铁路到阳平关下车
再乘卡车到汉中后。只好乘木船回家，途
中风雨大作，船只行驶很不稳定，最后只能
把桅杆砍断迫使船紧急靠岸，然后结伴走
山路回家。听完爷爷的讲述，幼小的心灵
被深深地震撼。

爸爸说，他回乡的路就是四个多小时的
漫长等待。由于爷爷奶奶上班工作忙，爸爸
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洋县乡下度过的。
他后来考上军校，毕业后在西安工作。上世
纪90年代初，西汉高速公路修通，虽然比原
来便捷了不少，但每次回乡探望时，仍要历
时四个多小时的车程，遇到堵车或交通事
故，甚至要花费七八个小时在路上。

我说，我回乡的路就是高速铁路一个
多小时的风驰电掣。今年暑假，我在爸爸
和爷爷的陪伴下，乘坐西成高铁踏上回乡
之路。一路上爷爷发出了良多感叹，爸爸
还打趣道：“坐高铁回家，一杯茶水还热着
呢就到了！”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回
想起爷爷和爸爸的回乡之途，不禁赞叹祖
国建设快速发展的日新月异，蹑影追风。

随着我国国力的日益强盛，现在的回
乡路变得越来越平坦顺畅，多姿多彩。成
千上万的“摩托车大军”，有了交警们的护
送；高铁票、火车票、公路票、飞机票都可以
网上订购，大大节约了等候时间……

指导老师 杨夏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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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节期间，我与父
母一同游览了美丽的金鞭溪。

游金鞭溪领略了一个字：
“绿”。站在金鞭溪旁，便觉得
绿意扑面而来。道旁古木参
天，苍翠欲滴。山上的树，层
层叠叠，郁郁葱葱，绿得那样
静，那样幽，那样可爱。还有
的绿得浅亮，那样鲜，像初生
的婴儿。连飘着的雨丝，似乎
也是绿的。这无数的绿色，挤
挤挨挨地奔来，充盈了眼，拂

开着心。
金鞭溪的一切，都透着个

天然未雕饰的“野”字。活泼
的小溪，唱着欢快的歌儿恣意
奔着，水清极了，一眼能望到
水底的石头。溪旁高大的树
上，几团黄棕色毛茸茸的东西
在滚动—野猴！野猴在树上
跑来跳去，动作之灵活巧妙，
好像世界一流的杂技团在表
演。大猴们在树上荡来荡去，
时不时呲牙咧嘴地叫一两声，

卖弄自己强健的体魄。母猴
身上大都负者一只小猴，因此
便小心翼翼地移动，但一有猴
来招惹她，母猴便立刻凶悍起
来，冲着那猴大喊。小猴们怯
怯地趴在母亲背上，睁着黑曜
石般的眼睛无辜地望着四周，
似乎对一切都充满困惑和好
奇。忽地，猴王一声令下，猴
们便纷纷跳下树来，浩浩荡
荡、趾高气昂地跟着走了。几
只半大小猴贪玩溜了出去，

“嗖嗖”几下爬上树，居高临下
地抓耳挠腮，东瞅瞅、西望望，
仿佛侦察兵在眺望地形。猛地
意识到大部队已经远了，才赶
忙跳下树匆匆地跟上。路旁，
一只老猴蹲在告示牌上，其姿
势之标准，神情之肃穆，可与雕
塑相比。还有那野花、野草、野
树……都有股子野趣！

金鞭溪，你的绿，你的野，
让人流连忘返！

指导老师 江世平

初次见你，那时你是一头
精练的短发，脸庞散发着玉兰的
气质，你的眼眸大而深邃，仿佛
像一个黑洞，纳入所有的光亮。

我曾经以为你是一位极为
严肃的老师，因为每当上课的时
候，抬起头看向你，你那不用瞪
就睁的极大的眼睛，似乎可以把
我上课的每一个小动作尽收眼
底，你的目光像一支永远能射中
靶心的箭，快，准，狠，让我不得
不沿着箭所划出的弧线，找到你
的眼睛，认真听你讲课，不得懈
怠半分。尤其是当我犯错你批
评我的时候，我望向你的眼睛，

更是万分内疚，因为你那失望的
目光和略显伤感的眉毛，使我感
到懊悔。

有时，我会埋怨你要求太
过苛刻，埋怨你总挑我的毛
病，但是，直到那天我因上其
它课没有遵守纪律被训责了
一番，你叫我去你的办公室，
我怀揣着恐惧与委屈踏入其
中，却没有忍住伤心便哭了起
来。大概，你也是第一次见到
我如此脆弱的样子，什么也没
说，只是轻轻地拉开抽屉，取
出几张纸巾递给我，在朦胧的
泪眼中，那被我蹂躏的残缺不

全的纸巾，仿佛像玉兰花一瓣
瓣地落在地上。

你以温柔且平缓的口气安
慰着我，告诉我，当别人说我不
对的时候，即使你认为自己没有
错，但也必然有做的不够完美的
地方。你说，当遇到矛盾时，不
要和他人争吵，而是应该改正自
己，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你看着我的目光，是那么
温柔，慈祥，就像微风抚摸着受
伤的青草，让它茁壮成长，你的
眼睛在灯光下不断闪烁，像星星
一般亮，像玉兰一样白，你的目
光清澈、干净，像溪水流入心田，

冲刷着我内心那颗玉兰的种子，
催促它快快长大，让它也能结出
你眼里的花。

曾经的你，用目光给我传
递希望，那玉兰的颜色，像单质
一般纯净，像你给我的纸巾的颜
色，像你手中粉笔的颜色，它的
形状就如同粉笔的粉末在你手
指的手纹之间留下的纹络所勾
勒而成的。

现在的你，用目光传递给
我知识，在那三尺讲台，你就是
那朵最美的花。

谢谢您，万老师！
指导老师 惠军明

“那好，就今晚，我们各自
收拾自己的行李，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电视上两个高中
生激情相约，那感觉真的太酷
了，让我羡慕不已。

这时，爸爸妈妈下班回来
了，第一句就是“都是上高中
的人了，还看电视！”我的情绪
瞬间跌到冰点，在心里埋怨：总
是叫我待在家看书、看书，哪怕

是在家打游戏也不让我出去疯
玩，偶而出去一次也得跟着你
们。爸爸妈妈如往常一样给我
做着想吃的菜，和我一起谈论
着有趣的事，可这些并不是我
想要的！

趁着假期，我们回老家
探亲，我和隔壁的小伙伴一
起聊天。他聊起自己和朋友
一起去田野里疯跑，疯玩到

天昏地暗，我不禁产生了向
往：“今晚带我一起去吧！”我
拉着他的衣袖央求，他爽快
地答应了。

收拾好东西，看父母和爷
爷聊得投入，心中涌起丝丝侥
幸和兴奋。我刚想溜出去，却
来了位不速之客，注意力都集
中到我的身上了。我心不在焉
地应答着，想象着那群小哥哥
小妹妹们正在喝着饮料，吃着
辣条，饱吸着大地清香的气息，
拥抱着暖风，开心地畅聊。而
我，只能闷坐在屋里，心里别提
有多失落了。

第二天，父母决定带我去
爬山。迎着灿烂的阳光，一步
一步艰难地爬到了山中腰，汗
水画花了脸颊。看到三三两两
的人就地休息，而我和爸爸继

续坚持向上。又绕过了一个山
坡，爸爸说：“你自己上去吧，我
就在这里等你。”“你怎么不和
我一起？”我感到有些奇怪。“你
总有长大的那天，我们也不能
时刻陪着你。你也该学会自己
拼搏了，前方的路还很长，还很
辛苦，你要靠自己的坚持，靠自
己的努力走下去。这不正是你
想要的吗？”

我顿时感觉精神百倍，双
腿有了无穷的力量，双肩也仿
佛生出了翅膀。我兴高采烈地
向上攀登，甚至手脚并用也不
觉得累 。登上山顶，仰望长
空，我不由得放声长啸：看万山
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
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指导老师 李红梅

春姑娘来了，在摇曳的春风中，春草绿
了，春花红了。兴庆宫湖面上泛起层层涟
漪，倒映着秦砖汉瓦的光影；湖边的柳树梳
长了辫子，犹如宫廷歌女一般扭动起舞姿。

我和妈妈撑起雨伞欣赏着湖光春色，
突然看到爸爸加快脚步，努力寻找合适的
方位，他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还自言自
语道：“好美的风景！”就听到一阵“咔嚓”声，
原来爸爸又给我们照相了。因为每次出门
他都会给我照相，我并不情愿，摆出一副厌
烦的样子，自己就走到了一边。我自顾自地
走，父母无奈地摇摇头，就在后面气喘吁吁
地追我。

但不久，爸爸就有些咳嗽，越咳越厉
害，那声音好像十分痛苦。他们放慢了脚
步，不那么着急了。我也停了下来，想着背
后发生的事情。妈妈着急地说：“等一下！”
我停顿了一下，很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只见
爸爸弯下腰找了个椅子坐下，紧皱眉头抿了
口水。妈妈在旁边说：“你爸爸这几天感冒，
他为了陪你出来，忍着头痛带病出来。”听后
我的心里感觉很内疚。爸爸见我回过头来，
慈祥地看着我说：“我给你照这些照片，不为
别的，只是为了给你记录下美好的回忆。”我
眼珠一转想了想，的确，从小到大的点点滴
滴，可不就是从相册中见证的——这是一种
爱的体现，我应该倍加珍惜。坐在父母身
边，我看到一张张照片，心里美滋滋的，因为
相机里不但留下了春雨中的美景，也记录下
我和妈妈美丽的面庞，顿时暖融融的春风吹
到了我们心灵的深处。

天色渐渐变暗，夜晚的天
空更加美丽而深邃。

月光驱散了我的睡意，依
旧睁着眼，静静的感受着窗外
的一切。风吹树梢，树叶挂在
枝头，在月亮的一角摇摇摆摆，
偶尔落下一两片来。清风夹杂
着一点惆怅拂过我的发丝，一
种久违的感觉映上心头……

月亮跃过天空的云彩，云彩

与月亮擦肩而过，此时又是别有
一番滋味。月亮踏云而行，给月
亮蒙上一层面纱，月光透过面
纱，显得更有韵味。

月，你是圆亦是缺。“小时
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是圆
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
羌江水流”，亦是缺的。月，你
如此变幻莫测，让人难以捉摸。

月，你富有内涵，承载着多

少人的情感。“举杯邀明月，对
影成三人”，李白无知音，便成
了你的牵挂；“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他的情感，便成了
你的思念；“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他的忧
愁，亦成了你的烦闷。你寄托
着这些情感，矗立在太空中，时
而洒下他们，追求精神的放松；
时而埋藏在心底，成为永久的

记忆。
月，你是如此富有情调。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月，它有它自己的目标，而

我呢？我是否可以像它一样。
为了寻求目标而努力拼搏，为
了实现梦想而抛弃一切。

抬头望月，你皎洁如镜，令
人神往，令人痴迷。

指导老师成敏珍

月 西安市经开一中高二（2）班 张宇翔

目光 西工大附中初三A（7）班 杨雯琦

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旅行 西安市昆仑中学高一（1）班 郑赛

秋游金鞭溪 西安铁一中分校初二卓远三（2）班 杜家瑄

三代人的回乡路
西安铁一中分校初二王梓凡

父爱暖我心
西安市尊德中学初一（四）班 张嘉淼

我的老家在汉中洋县，一个距离西安
两百多公里的小县城。北依秦岭，是有名
的“朱鹮之乡”。由于种种原因，回乡的次
数变得越来越少，所以每当有机会重返故
乡时，便格外珍惜途中的每分每秒。当然
不同年代的人拥有不同的归程记忆，它们
勾连出的时代印记，反映着我们生活的变
迁，也折射出国家发展的历程。

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洋县人，1964年
来西安上大学。每当放假回家的时候，便
要坐火车、汽车历经两天一夜才能到达。
听爷爷说，有一次因为汉江发大水把公路
冲坏了，从西安乘宝成铁路到阳平关下车
再乘卡车到汉中后。只好乘木船回家，途
中风雨大作，船只行驶很不稳定，最后只能
把桅杆砍断迫使船紧急靠岸，然后结伴走
山路回家。听完爷爷的讲述，幼小的心灵
被深深地震撼。

爸爸说，他回乡的路就是四个多小时的
漫长等待。由于爷爷奶奶上班工作忙，爸爸
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洋县乡下度过的。
他后来考上军校，毕业后在西安工作。上世
纪90年代初，西汉高速公路修通，虽然比原
来便捷了不少，但每次回乡探望时，仍要历
时四个多小时的车程，遇到堵车或交通事
故，甚至要花费七八个小时在路上。

我说，我回乡的路就是高速铁路一个
多小时的风驰电掣。今年暑假，我在爸爸
和爷爷的陪伴下，乘坐西成高铁踏上回乡
之路。一路上爷爷发出了良多感叹，爸爸
还打趣道：“坐高铁回家，一杯茶水还热着
呢就到了！”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回
想起爷爷和爸爸的回乡之途，不禁赞叹祖
国建设快速发展的日新月异，蹑影追风。

随着我国国力的日益强盛，现在的回
乡路变得越来越平坦顺畅，多姿多彩。成
千上万的“摩托车大军”，有了交警们的护
送；高铁票、火车票、公路票、飞机票都可以
网上订购，大大节约了等候时间……

指导老师 杨夏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