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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湖文艺

多姿多彩的大自然里有美

丽动人的玫瑰花，芬芳扑鼻的

百合花，喜气洋洋的迎春花，而

我最喜欢的是那不畏严寒的桃

花。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暖鸭先知”。春天，万物复苏，

从远处看，那红红的桃花就像

一大片红霞似的。近处一看，

美丽的桃花有的已经完全展开

了，露出了粉红色的花球，像粉

嘟嘟的小圆球；有的桃花才展

开两三片花瓣，像一个小姑娘

拨开了面纱；还有的桃花还是

个花骨朵儿，膨胀得马上要破

裂似的，这就是含苞待放吧！

桃花不但美丽，还象征着

顽强拼搏的品质。

你看！那桃花在寒风中亭

亭玉立，一点儿也不畏严寒。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桃

花顽强拼搏的精神，遇到再大

的困难也永不言败！

啊，我爱桃花！我爱它的

美丽，我爱它的纯洁，我更爱它

的顽强品质。

（指导老师：黄佩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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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约定的星期六。

早上，天气晴朗，阳光轻轻暖暖

的，像金色的丝绸披洒在四周，

我和同学们约好一起到美丽的

映月湖游玩。

我们穿上统一的红色马

甲，就像一朵朵红色的向日葵

笑得可开心了。走进广场，映

月 湖 的 大 门 用 鲜 花 围 绕 出

“2021”的图案，充满了浓浓的喜

庆。

进入园区，只见一朵朵的

黄金菊像一颗颗小太阳一样在

花圃盛放，就像在迎接我们似

的。我们像鱼儿入水一样奔向

游乐场，我和一位同学爬上一

个大大的滑梯玩。我坐在长长

的滑梯上迅速滑下去，那感觉

仿佛在天上飘似的，一些东西

在眼前快速闪过，我忍不住兴

奋叫出声来，连带队的老师也

被我们的兴奋所感染，也加入

了我们，像个孩子似的尖叫

着。真是让人沉迷的游乐场

啊，让大人也忘记了自己的年

龄。

我们排着队，走上长长的

木栈桥，桥的木板嘎吱嘎吱响，

像是在欢迎我们。在栈桥的一

边，就是黑天鹅的家，我们看到

几只白鸭和两只黑天鹅在自由

地嬉戏着，还有一只青头鸭和

几只麻鸭在水里钻进钻出，摆

着小脑袋“吖吖”地叫着，可爱

极了。看到我们停下脚步注视

着它们，白鸭和黑天鹅竟然假

装打起架来了，好像在比赛谁

的羽毛更美丽更华丽。

告别了优雅的黑天鹅和可

爱的鸭子，我们来到一座小小

的红樱岛，那里生长着一棵棵

红樱树，枝头上开满了粉色的

花朵，就像一树树的云彩。我

在地上捡了一朵花，带回去夹

在我最喜欢的书本里。

在公园里，我们竟然看到

有心愿邮递局，原来心愿投递

局是桂城邮政局为了让留在本

地过年的人们给远方的亲人送

去祝福而特意开设的。我也领

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舞

狮的图案，还有长着翅膀的可

爱小牛挥舞着绿色树枝在逗弄

狮子。真是一张特别的明信

片，我要把它寄给我亲爱的妈

妈，告诉她她是全世界最伟大

的妈妈。我在明信片上工工整

整写下我的祝福语，在义工姐

姐指导下，我小心翼翼地把带

着我深情祝福的明信片投进红

色的邮筒里，想象着妈妈收到

明信片时的情景，心里甜滋滋

的。

虽然我来过很多次映月

湖，但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

发现，都有不同的感受，她就

像一个千变万化婀娜多姿的

仙子一般，每个季节总会给我

惊喜。

（指导老师：许媛）

太阳从东方升起，挂在远

处的山尖，就像一个大大的咸

蛋黄似的，今天又是一个好晴

天！我和小明、小芳、小华四个

好友相约到公园晨跑。

公园中心有一个湖，因为

晨光照射，又没有调皮的风弟

弟捣乱，湖面平静得像一面未

经打磨的大镜子。湖中央有一

个小岛，岛上种植着很多大树，

岛中央有一个红色的亭子，远

远看去，就像一个大蛋糕浮在

水面上。湖与岸之间有一个石

拱桥相连，就像半个月亮似的，

美丽极了。

我们四个小伙伴到达约定

的湖心岛小亭集合，开始跑起

步来。才跑几步，有着“智多

星”之称的小华出了一个主意：

“这样跑步太无聊了，大家都没

有动力，要不我们来比赛吧，两

人一组！”我们听了都不约而同

地说：“好！”于是，小华和小芳

一组，我和小明一组，开始了跑

步比赛。刚开始，大家的速度

都不相上下，渐渐的，小华开始

加速，跑到了最前面，小芳紧跟

其后，两个人跑得太快了，豆大

的汗滴甩到了地上。不一会

儿，他们两个把我和小明远远

地甩在了后面，比较肥胖的小

明渐渐放弃追赶，像蜗牛似的

慢慢吞吞地在后面“走”着。看

到此景，我放慢脚步，拉住小明

的手说：“快，拉着我的手，我们

一起跑！”在我的帮助下，小明

开始加速，虽然气喘吁吁的，可

他还是跑起来了。

这时候，公园里晨练的人

越来越多了，有练瑜伽的，有打

太极的，有练剑的，有跳舞的，

还有唱歌的……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向打

太极的老奶奶打招呼：“奶奶早

上好，你们也来锻炼身体？”老

奶奶笑眯眯地对我说：“是呀，

孩子，生命在于运动，活到老，

锻炼到老，多锻炼有益长寿

哦。”

多么开心的公园一角！多

么快乐的晨练！

（指导老师：罗捷媚）

美丽的映月湖
◎桂城外国语学校三年级梁晓煣

快乐的晨练
◎桂江小学311班吴宇铨

桃花
◎灯湖三小305班林奕佳

“爸爸，您要用力一点，再用力一

点，把我记住啊！”这是我前不久在小

娟微信里看到的一句话。我忍不住眼

眶发热了。

小娟是我的发小，今年 45 岁了。

18岁那年，小娟去上海读大学，毕业以

后在那里成了家。而今，我所在的城

市，还有小娟81岁的父亲。在小娟的

微信照片里，有一个老人怔怔地坐在

夕阳西下的阳台藤椅上，目光有些浑

浊空洞。

“我说丫头，你是叫，叫小娟吧？”

今年2月里的一天，父亲突然在身后小

声唤她。父亲的喉咙里似乎粘着痰，

声音含混拖沓。小娟回头一看，父亲

木然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电视遥控

板。老年斑正一点点啃噬着父亲肌肉

松垂的脸，他浑浊的目光停留在她身

上，那目光如夜晚猫的眼神，令人有些

发冷。

父亲的话，让小娟心里暗暗一惊，

一种可怕的念头在心里翻滚起来。想

起有天下楼出门买菜，楼下保安大哥

告诉她，有天父亲外出回家，上上下下

电梯好几趟，竟忘记了自家楼层和房

间号码，带着怯懦的表情去问保安，后

来还是保安把父亲带回了家。作为教

师的父亲，有着老派知识分子的一点

虚荣，到了门前，父亲按住胸口一阵咳

嗽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还搂着保安

的肩膀说，我是教数学的啊，跟你开开

玩笑，哪有不记得自己家的门牌号呢。

难道，年迈的父亲有了阿尔兹海

默症的迹象，这是让小娟一想起就难

受的，甚至还不能从内心真正接纳。

小娟还有一个哥哥在成都安了

家。去年腊月，丈夫和儿子都脱不开

身，小娟一个人回来和父亲过年了。

这是成家以后，小娟和父亲一起呆在

家里最长的时间了。母亲去世一年

后，热心人给父亲介绍了一个在城里

馆子打工的离婚阿姨。阿姨比父亲小

20多岁，笑声大，饭量大，不过看起来

热情阳光，是逮住时间的分分秒秒及

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父

亲都能忍受。不过有一件事让一向性

格温吞的父亲发火了。半年后的一

天，父亲冲阿姨大喊了一声：“你走吧，

我一个人过。”原来，那位阿姨对父亲

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父亲的退休工

资卡交给她管，二是父亲过世后，现在

的房子归她所有。父亲觉得这个女人

过于苛刻，决定余生一个人过了。

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小娟才发

现，母亲还一直住在父亲心头。床头

柜前，放着母亲的遗像。母亲笑眯眯

的样子，好像随时在招呼着父亲：老头

儿，天冷了，多穿点；老头儿，不要把饭

煮硬了，吃软和一点；老头儿，存折密

码写在你的硬壳笔记本上。有天早

晨，小娟看见，父亲把母亲的相框捧在

胸前，用手反复摩挲、擦拭。中午吃饭

时，父亲突然说：“娟，今后我死了，我

要去找你妈的灵魂。”

从小到大，小娟和严肃的父亲之

间，其实有着很深的隔膜。作为教师

的父亲，一向严肃甚至有些呆板，要求

小娟和哥哥的成绩在班上至少排名前

十。后来，兄妹俩都考上了好的大

学。小娟考上上海的大学后，父亲请

客吃饭，平时酒量不大的父亲，一杯一

杯地干了，最后把自己给喝醉了。

在父亲的家里住了40多天以后，

小娟就要离开父亲回上海了。头天晚

上，小娟去买了花鲢，做父亲喜欢吃的

番茄鱼，父亲居然客客气气跟她说了

声“谢谢啊”。父亲在阳台上给她打帮

手，剥大蒜洗小葱。小娟同父亲有一

句没一句地闲聊，小娟说：“爸爸，我走

了，您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父亲说：

“我没事儿，你们好好干，我就放心

了。”

小娟把油和作料倒进热锅里，哗

啦一声，油烟蒸腾中，小娟一歪头，看

见沉默的父亲，佝偻着身子趴在阳台

上，望着灯火亮起的城市流泪了。

今年秋天，小娟准备把父亲接到

上海居住，她事先征求了父亲的意

见。父亲在电话里“ 嗯”了一声，算是

答应了。

爸爸，您要用力记住我
◎李晓

和春天的木棉

站在一起
◎汪海林

这一树树壮丽的河山，

这一朵朵燃烧的火焰。

在黄昏和暗夜是清醒而

挺立的岗哨，在素净的黎明

有明媚柔情的舒展。

逶迤而至的照见。噢，

大地的酒杯已斟满春天的烈

酒，为英雄壮怀而干杯。

必须抖落雨水、尘埃，那

些远离光的事物。

必须用火热的喉咙，用整

齐的呐喊，为春天祛湿驱寒。

只有天空能定义，挺拔

的词组和强大的深意，祖国

和家园，都是直臆心胸，无法

用 一 支 歌 或 一 首 来 细 细 丈

量。

所有的树木都无法模仿，

时光里，那铁骨铮铮的回响，

岁月中，那汩汩不绝的流淌。

这是春天的木棉，用亮

色，皴染蓝天，用血性，鼓舞

星辰。

和 春 天 的 木 棉 站 在 一

起，一匹马踩下所有的栏栅。

和 春 天 的 木 棉 站 在 一

起，我再次拥有了热血沸腾

的梦想！

三月的女子
（外一首）

◎陈敏仪

三月的女子

正像春风中的花儿

风姿绰约

她们走在那里

那里就开满欢笑

那里更是芳香四溢

三月的女子

犹如线装书里的词

温婉娴静

眉宇一份纯真

书写着悲忧喜乐

流淌着动人的韵律

三月的女子

仿若方桌上的佳茗

淡雅精致

无论是银盏盛雪

抑或是瓦壶斟酌

都一样的耐人回味

三月的花儿

桃花渐渐暗淡瓣脸嫣粉

风铃木摇曳起满枝金黄

那一抹耀眼的鲜亮

明媚了路人的心情

山花子羞涩的绽放笑靥

杜鹃花蓬勃紫红的魅力

那一树一树的花儿

恰似天上飘落的云霞

木棉花静静的高举火炬

黄鳝藤忙碌的挂上鞭炮

只等风儿的轻抚

释放生命的全部色彩

三月的花儿

绽放春天的诗意

三月的芬芳

丰满美妙的情思

为展示桂城青少

年的才思才华、教师

与家长的文化素养与

培养心得，《桂城周

刊》现征集桂城中小

学生、教师及家长的

作文、摄影、书法、绘

画等作品，欢迎踊跃

来稿。投稿邮箱：

455756169@qq.

com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征稿
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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