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选登 B4
背影
新镇中学初二（2）班 吴 彤
岁月唱沉默的歌，被抹去的背影再
不能还给我。随冬日远去的你，隐没在
回忆里时间的尽头。
——题记
“月亮走，我也走，你在前，我在后
……”你哼着轻快的小调，牵着我的手
走在乡间田野里。晚风轻拂，
扬起你斑
白的鬓角。我走得慢了，松开你的手，
仰望朗朗的夜空，再打量你已年近八旬
的背影 ，虽然有些弯了 ，却仍存着干
劲。我喃喃道：
“ 月亮会一直陪着星星
走下去吗？”
你再次牵住我的手，越发紧
了，肯定地说：
“一定会的……”
就这样，
我们大手拉小手，缓缓地走，悠悠融进
了朦胧的夜色……对那时的我来说，
你
就是那一轮明月，而我是星海中微小的
一颗，我天真地以为岁月还长。
童年的时光是那样美妙而短暂，长
大的我要进城就学，与你分别。临走那
日，天气格外晴朗，
透过车窗，
望着你拄
着拐杖蹒跚远去的背影。阳光洒在你
花白的鬓角，耀眼安详，你的背影笼罩
在暖阳中，渐渐模糊。对那时的我来
说，满是未来的憧憬，
想要学成归来，
让
你骄傲。
“回来了，吃点东西……”
你沙哑地
问候着，我却极有“礼貌”地回绝了你。
可你的听力下降，听不清，在你催促中，
我只能勉强接受。几年里，
我们见面的
次数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而且只是简
单交流几句。我甚至不再耐心地和你
相处，你的关心我也不在意，你再也追
不上我的脚步。这几年的记忆中，你总
是孤独地坐在门口，走不动，站不稳，
你
的背影越发地臃肿佝偻。岁月沧桑，
你
满头的银丝，蕴藏着时间流逝的痕迹，
我却不再留恋。今年春节，
再回去探望
你的时候，你荡漾着久违的笑容，我临
时起意，给你拍了一张照片，你眼里却
流露出一种感动。这时的你已年老得
没了力气，只能整日瘫坐在床上，却有
着一种生活如水的感悟，可惜我却再也
看不到你的背影。
时间和我开了一场玩笑。三月四
日凌晨 1：58 你安详离世。这一天到底
来得太快了！我细细地端详着新年时
那张珍贵的照片，泣不成声。追忆十多
年来有你陪伴的瞬间，你日渐矮小的背
影成为一幅幅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
铭刻于心。原来，时间一直在提醒我，
你的背影就是岁月……
“月亮走，我也走，你在前，我在后
……”
“ 月亮会一直陪星星走下去吗？”
“一定会的，一直走到时间的尽头。”我
会一直追寻你的背影，在世界某个角
落，愿时间没有尽头……
指导老师：
戴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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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与自由
——评电影《末代皇帝》
秀峰中学初三（4）班 金泽恩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由意大利
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
《末代皇帝》。电影讲述了中国末代宣
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自三岁登基后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从唯我独尊的万
世皇到一个鬓微霜的园丁的传奇经
历。这是唯一一部在故宫拍摄的电
影，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
持。据说拍摄期间英国女王访华却因
为这部电影的拍摄而无法参观故宫。
这部电影在上映后获得了九个奥斯卡
奖项。影片在中国宫廷式的背景、庄
重萧杀的配乐以及黑与暗红相结合的
色调下缓缓拉开帷幕，溥仪的一生娓
娓道来……
慈禧太后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盖
在她惨白枯槁面容上的那块纱也封
住了溥仪的自由。三岁的溥仪从此
成了最缺少管教的孩子，懵懂单纯
天真善良的他开始了傀儡生活。紫
禁城里的生活，让他形成了目空一
切、唯我独尊的专横性格。后来，中
华民国建立，宣统帝退位。再后来
张勋复辟，溥仪又一次称帝，但在几
年后又因向日本人投降而退位。当
溥仪得知他家祖坟被盗挖后悲愤交
加，为了洗雪孙殿英盗挖祖坟之耻，
他 决 定 与 日 本 人 合 作 ，复 辟 满 清 。
于是，他在长春建立“满洲国”并称

帝。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沦
为阶下囚，在监狱里进行劳动改造，
十年后获特赦。之后年近六十的溥
仪成了一名园丁，过着普通老百姓
的平凡生活。
溥仪的人生，三起三落，他的目
光也由最初的澄澈清明变得冷漠沧
桑。
溥仪被软禁在紫禁城内，无法走
出这个富丽堂皇高大宏伟的建筑，每
天在紫禁城这一方狭小的土地上看
着蓝天白云在头顶上飘去，他的灵魂
早已飞出城外。
他 的 额 娘 离 开 他、奶 妈 被 人 带
走、皇后悄然离开，他跟在后面追，在
黄昏下他的身影是那样渺小、微不足
道又那样倔强。然而，一扇门在他身
前关上……
“Open the door！”这句
话被他一次又一次说出，从最初的呐
喊到请求再到喃喃低语，从最初的愤
怒不甘到无助再到绝望……这不正
是他被封闭多年心底渴望自由的真
实写照吗？
谁说溥仪是懦弱的？在中国古
代，皇帝也许是最危险的职业，随时
随地都有可能被谋杀。可是站在这
个位置上的他却从不恐惧。没落的
君主自然是想复辟的，奈何他陷入了
敌人的阴谋被日本人利用。

谁说溥仪是无情的？他对胞弟
溥杰一直念念不忘，始终关心着他；
母亲死后他推着自行车竭尽全力想
出城；奶妈被带走后他跟侍女说：
“她
不只是我的奶妈。”他对老师庄士顿
先生敞开心扉，庄士顿先生离开时他
戴上了眼镜目送着老师的身影一点
点变小直至消失……
谁说溥仪没有主见？他希望改
革，他想改变他身边的一切，为此他
亲手把自己的辫子割了。他也试图
利用日本人，但失败了。他想改变，
但历史的波涛阻碍了他，他终究不能
改变什么，
只能茫然行走。
而皇后婉容因内心的孤寂渐渐
染上了毒瘾，监狱长在文革期间被打
成右派的凄惨结局也令人唏嘘不
已。也许就像贝托鲁奇接受采访时
所说：
“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任
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那样
的年代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历史只
有结果没有对错。
到了影片的结局，溥仪度过了清
末到文革这段历史教科书中最动荡
不安、暴乱频繁的时期，最终过上了
平凡却自由的生活。轻风拂面，春意
融融，他在花园里缓缓修剪枝条，嘴
角微微上扬。也许，这算是一个美好
的结局吧。
指导老师：
向辉

家里洗碗，一直是个大问题。虽说
平时都是妈妈洗，但一到周末，她就开
始百般推辞，
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帮她洗
了。但那一次情况不一样，
我和爸爸出
去吃了三天的晚饭，结果我们家竟然就
积下了三天的碗没洗！
我在房间写作业，她走过来，搂着
我的脖子说：
“ 儿子呀，作业写累了，帮
我洗个碗吧。
“
”不去！”
我果断拒绝。她
竟像个孩子那样撒起娇来：
“去嘛，就帮
我洗一下嘛。”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
瘩，无语，只好去洗了。但当我看到那
堆积成山的碗时，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妈呀，你这是多久没洗碗了呀？还是
你自己来洗吧。”她一踮一踮地走了过
来：
“ 儿子啊，这样吧，我们猜拳好不
好？”
“好啊好啊。”结果我赢了，但是她
不 服气，拉 着 我说 三局 两 胜，我 又赢
了。
“ 五局三胜”她喊道。我赢了她三
局 。 在 她 说 话 前 ，我 认 输 了 ：
“老妈
呀，您辛苦了，还是我去洗碗吧。”当
我看到她心满意足地去看电视时，我长
叹了一口气，又看着这堆碗，这局，我
卒。
但她那颗孩子般的心，也能在我最
困难时激励我。曾经有段时间她对金
庸的小说感兴趣，闲在家里就看小说改
编的电视剧。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和
同学骑自行车把手摔断了。直到妈妈
过来把我送去医院，我都止不住哭。医
生说有一根骨头断成两段了，
我甚至以
为我好不了了，放声大哭。
夜晚，我痛得受不了，她摸摸我的
头说：
“儿子，
你知道杨过吗？他可是个
大英雄。
“
”是那个只有一条手臂的杨过
吗？
“
”对呀，就算他少了一只手，但他还
是这么厉害，
别人少了只手臂都没有放
弃，你只是骨折了，又算什么呢？”于是
我和妈妈看完了《射雕英雄传》，在家里
安心养伤。虽然现在剧情只记得个大
概，但妈妈指着那些英雄一个个教导我
的情景，我却一直记在心里。
妈妈那孩子般的性格和爸爸的严
厉相互平衡，给我带来了快乐，让我拥
有温暖的童年。
亲爱的妈妈，希望你童心不老，一
直快乐下去。
指导老师：
于洁

玉山中学初一（8）班 陈先明
对于舞蹈者而言，能让他们自豪的，或
许是站在舞台上尽情展现自己的舞姿。灯
光、掌声、闪亮的演出服……一切都是那么
美好、令人羡慕。你如果说：
“我如此平凡，
怎么会有那么华丽的舞台？”
那你错了，
谁说
舞台一定要大，要让人看得到？我，一个普
普通通的学生，
就拥有自己的舞台——让笔
在指尖开花。
第一次投稿是班级的征文，我和另一
个女生的作文“脱颖而出”。我当时并没
有太在意，因为这篇作文是我随便写的，
对于“被退回来”这件事，简直是“志在必
得”。
做眼保健操时，
我被老师叫了出去。她
细细地给我指出了一些该修改的地方。例
如：一些有语病的句子，几个情感表达不准
确的地方。我细心地听，
同时心里叫苦。窗
外吹过一阵风，树叶哗哗作响，几片树叶打
旋着慢慢地落到地上。几分钟后，老师“一
锤定音”：
“ 把作文改好后交给我。”接过本
子，
走回教室，
我心想：
“要不，
就去和老师说
我不干了吧？再改一篇是真的烦。
”
这时，
又
有风吹过，树儿发出阵阵声音，像是在嘲笑
我的怯懦。
“不，我要加油！”暗暗地，我听见
了一句来自心底的鼓励。最初放弃的心思
已不见踪影，剩下的是满腔热血。结果，我
的付出有了收获——一张奖状。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了想投稿的心思。
其实，
以前就喜欢写作，
只是水平太低，
文章
平平淡淡。现在，
信心又回来了。让笔在指
尖开花的念头越来越强。我思寻，散文、议
论文什么的不适合我，
于是我把目光转向了
小说。
舞台，它不一定要闪闪发光，但一定要
有，这样你才会不断努力地在上面展现自
己，
让自己成为焦点。
指导老师：
翁文娟

不服输的力量
石牌中学初一（3）班 张 玲

童心不老
葛江中学初三（7）班 苑瀚铎

让笔在指尖开花

《江南水乡》 市一中 黎祖贤 指导老师：
沈静

花儿在心田绽放
兵希中学初三（4）班 慕慧凝
如果帮助别人是为其心田浇灌
甘泉，那么感恩之心便是在甘泉滋润
下萌发的花儿，绽放的芬芳氤氲在彼
此之间。
窗外的乌云霸道地占据着整片
天空，树枝在风的招惹下不耐烦地晃
了晃，教室里一片寂静。忽然，班主
任叫了我一声：
“有个同学生病，今天
没来上学，你是班长，放学后帮她带
一下作业吧！”我抿了抿嘴，闷闷地点
了点头。放学后，我的几个好朋友朝
我遗憾地摆了摆手，便只剩我一人在
雨中孤独地撑着伞，
缓缓前行。

淅淅沥沥的雨敲打在路上，摁出
一块块小小的泥泞。我大步跨过那
些泥泞，可溅起的泥水还是沾湿了我
的裤脚，显得很难看。为什么偏偏选
择我？为什么好端端地要生病？刮
起的风似乎愈加猛烈了，仿佛一只暴
怒的狮子在吼叫。不知不觉便到了
她的家门口，我重重地叩响了她家的
门。正准备没好气地将作业给她，门
打开后却迎来一张笑眯眯的脸，她有
些歉意地说：
“ 抱歉啊，真是麻烦你
了。我爸妈都不在家，要不是你，我
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像是惨遭暴

雨后忽然沐浴着春风一样，一种突如
其来的温暖包裹着我、萦绕着我，一
点点地钻进心田。
“ 这没什么，”我朝
她笑了笑：
“ 再说了，我身为班长，有
义务帮助每个同学。
”
回家路上，雨滴渐落，化为甘露，
浇至心田。泥水淘气地在我的裤脚
上作画，路边殷红的小花似要胜过彩
霞。那枝感恩的花无声地生长在彼
此之间，
散发怡人香气。
而我的心田不知何时也被埋下
了新的花种，渐渐抽芽、生枝，最后绽
放。
指导老师：
崔延华

记忆中的那束光
市二中初一（21）班 朱钲邦
你记忆中的那束光，可能是五彩
缤纷的街道霓虹，可能是如沐春风的
秋日暖阳，而在我记忆中的那一束束
光，
不断照亮我的心。
美好的夏夜，柔白的婵娟挂在天
空，皎洁的月光映在大地上，似乎给
大地洒上了一层白霜。这束光，寄
托着多少他乡游子思念的泪光。我
一个人在林阴处走着，月光，又荡漾
着多少人的心房？月如同一面明
镜，映出了多少夜晚工作者努力拼
搏的希望。我渐渐地走到街上，欢
快和热闹大步来到了我的身旁，这
一 束 束 光 ，带 来 了 喜 悦 ，赶 走 了 冰

凉。我不断穿梭在各种街道，眼睛
又被一道道目光所吸引，笑容满面
的营业员眼里散发出热情的光芒；
互相帮助的朋友，眼里散发出友谊
的光芒；急切赶路的工作者，眼里散
发出责任的光芒。走出街道眺望，
遥遥望见远方的明灯，那一束束光
芒又散发着怎样的情感？海上的灯
塔终年明亮，又是为了谁呢？为了
一艘艘轮船不再迷失方向，为了一
个个需要光明的人都能看到希望！
走至河边，阵阵涟漪泛起层层波光，
在我眼中闪烁，就这样普通的一条
小河，一阵平凡的波光，不也能让人

依恋让人幻想吗？
慢慢地我走到自家楼下，各种各
样的光已泛起了我的阵阵泪光。渐
渐润湿的眼里，是我家亮起的那一
盏灯光，为我守候的那盏灯光……
友 情 的 光 ，责 任 的 光 ，思 念 的
光，温暖的光，热情的光，希望的光，
幻想的光，亲情的光！我记忆中的
那束光，是有感情的一束束光！是
给人无限幻想的一束束光！记忆中
的那束光，你承载了我的情感，寄托
了我的希望，我爱你，那一束束照亮
我心的光！
指导老师：
宋秋珍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诗人杜牧喜爱秋天，
写下了这千古佳句。我
也爱秋天，
金秋十月，
桂花飘香，
仰望那晴空
万里，远眺那满山红叶。在这好时节，却发
生了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事情。
那个晴朗的下午，
我与小伙伴相约去野
餐。一路上，到处弥漫着醉人的芳香，我陶
醉了，枫叶也醉了，涨红着脸在树枝上摇摇
晃晃。我们来到了一片小树林，
选了一个空
旷的地方。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有说有笑，
湛蓝的天空下荡漾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就
在大家玩得正开心时，
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
我的视野——蟑螂。只见它在地上爬来爬
去，漫无目的地游荡着。看着看着，我有些
不耐烦了，随手拿起一本书，把它拍了。这
一拍不要紧，
蟑螂被我拍得四脚朝天。我一
时来了兴趣，蹲下来观察着它。一开始，它
拼命地挣扎着，用力地蹬着自己小小的腿。
但遗憾的是，
这样做根本于事无补。过了一
会儿，它似乎放弃了，躺在那一动不动。我
以为它是放弃了，准备起身时，它又动了。
只见它在地上打转，
慢慢地靠近不远处的灌
木丛。到达灌木丛底，
它又小心翼翼地抬起
两条腿，
借力树干渐渐地倒爬了上去。它成
功了！在原处小憩了一会儿后，
顺着树枝钻
进了树叶丛里，
消失了。我望着蟑螂隐去的
地方，
陷入了沉思……
“喂，
人呢！快来吃东
西了！”
一句叫喊声将我从思考中拉了回来，
我只随口答应着，
离开了灌木丛。
回去的路上，
我依旧想着那个问题。我
惊讶于一只小小的昆虫竟能有如此的毅力
与恒心。也许倒爬上树对于一只小虫子来
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当自己四脚朝天时，
又有多少会想到这种办法？又有多少只知
道在原处唉声叹气、听天由命？再转念想想
人呢，人又何尝不是呢，有多少人在遇到困
难时就放弃了呢？是的，在经历挫折后，内
心的确受到了打击。但是，你可曾想过，也
许你能挺过去呢？也许再坚持一下就是成
功了呢？其实，做好一件事并不难，只需要
坚强一点，多给自己一次机会，多给自己一
点自信与希望，勇敢站起来，拍去失败留在
身上的灰尘。我相信，
你终能沐浴到灿烂的
阳光。
又是秋天，又是那个灿烂的季节，我敬
畏曾在心田上走过的小小蟑螂，
更敬畏小小
蟑螂留在心间的那不服输的
“小小”
力量。
指导老师：
徐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