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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伊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高二26班

少年情怀总是诗，身边的风景也动人。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饭香混合着好闻

的花香，顺着晚风送过来。屋子里孩子的嬉笑
声，烧菜的锅碗瓢盆声，构成了这个傍晚的美好
乐章。

快走到目的地了，我停住了脚步，和那些在
风中摇曳的花，一起默默无言。

我看着那片土地。姥姥家门口原来的菜园，
如今一分为二，中间用大块鹅卵石隔开，一半是
蓊蓊郁郁的蔬菜，乐乐呵呵地欣欣向荣；另一半
则被一种不知名的花朵取而代之。那花开得尤
其绚丽，一嘟噜一嘟噜地如瀑布一般倾泻在那
里。紫的，白的，淡蓝的，粉红的，交相辉映，好不
热闹。它不像丁香花那样香气逼人，丁香急不可
待利用自身优势炫耀，招蜂引蝶欣赏自己的风
采；它也不像牡丹那样花朵硕大，吸引众多的慕
名者簇拥在它面前，彰显她的富贵之气。它的花
朵小小的，闻起来略有花香，单独一株不会引人
注目，鲜有人为她驻足，但是众多团结在一起会
形成一片花海。就像我们青年，独特却不张扬，
热烈而充满活力。小园喜添花，花动一园幽香。
美好的模样让人心头一惊，又一软。

这景色只出现在姥姥的菜圃里，别家邻居
的菜园虽也青翠欲滴，但无非是些黄瓜、青菜之
类，越显的这块土地团花锦簇，流光溢彩。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我从此
爱上了这种名叫芝樱的花。

记得那是姥姥的老相识从异域带来的苗，
苗被姥姥均分给邻居们。一起种下的苗，不久邻
居们的都蔫了，只剩下姥姥家的小苗，最后不仅
生了瀑布似的一大片，还开起了小花。

每天一大清早姥姥就在菜园里松土、浇水、
施肥、喷药，每次都干到腰酸背痛，费好大劲才
能直起身。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我想，这应该就
是奥秘所在了。现在想来，芝樱大概只会眷顾勤
劳的人吧。

我无法形容第一次面对一树芝樱时的心
情。就像一无所有的青年，心事深埋心底，埋头
苦干不喘息，脸上面无表情，但内心在哭泣。待
他一路跌跌撞撞，突然抬头发现前方不远处，有
一棵苹果树，矗立在那里。满树的苹果，风儿轻
轻吹来，散发出迷人的风采，叶子沙沙作响，似
儿时呢喃梦呓，纯净而美好。他彷徨的心突然有
了底气。

有人问我经历中考最难忘的瞬间，我总是
第一时间想到芝樱花。它们在风中舞蹈，在风中
欢笑，我那懵懂的青春随之在风中肆意歌唱。那
颗石子落入水潭，激起的涟漪被太阳照耀，散发
的光芒构成了青春最美的模样。日子并不难忘，
滚烫又明亮。

春去秋来，那片菜园早已变回一片青葱的
绿色，但是那些芝樱，一直在我的回忆里飞扬。
它们小声地笑，跟我说悄悄话———

“不必胡思乱想，只要坚定不移地奔跑，一
路上花自然会为你开放。”

（指导老师 江雨）

□王明玥 济宁市育才中学2018级9班

邻居李大爷是做豆腐的，每天凌晨四五点
钟就起来磨豆子、熬豆浆、挑豆皮、压豆腐。托
板豆腐便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窄窄的巷子里
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破旧的板车碾在青
石板小路上，“咯吱——— 咯吱——— ”的声音渐
响。青石板不是十分规整，有点长短不一，但
一块挨着一块，平平整整地铺在路的中间，一
直向着远方延伸。小路的边沿是一溜贴地的
野草，长得青青葱葱，密密实实。

“热豆腐哦！卖热豆腐喽！”李大爷的吆喝
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略微嘶哑的声音唤醒了沉
睡的院子。阵阵豆花香悄悄飘来，穿透了厚重
的大门，大摇大摆地窜进各家各户，肆无忌惮。

破旧的木板车边围满了人，小担上放着
一大块用白布包着的颤悠悠、热乎乎的水豆
腐。李大爷揭开覆盖的薄布，浓郁的香气便再
也抑制不住，火急火燎地迸发。白嫩嫩的豆腐
散发着腾腾热气，氤氲了周围的一切光景。狭
窄而细长的木板已棕黑，道道沟壑泄露了久
远的岁月，同娃娃般稚嫩白胖的豆腐形成强
烈的视觉冲击，直叫人迫不及待地探询它的奥
秘。火红的辣椒在白玉般的豆腐上点缀几笔，似
无心，却又格外好看。舌尖轻轻触碰，酥麻的微
灼感让人浑身一震。如风，即散，留下一口清香。

吃托板豆腐用勺子？才不是，咱土生土长
的运河人可是直接大口吃呢！叉开双腿，俯下
身子，双手捧着那温热的豆腐便酣畅淋漓地
吃起。移不开的视线紧紧盯着那托板，颇有些

“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痴迷。运河边上的人管
吃托板豆腐叫“喝豆腐”，主张是不加任何调
料，直接入口。有的小贩，预备下几个碗勺，把
豆腐切好之后放入碗里，再添上酱油食醋，虽
然也有风味，但总不如托着木板弓腰来“喝”
更有味道。托板豆腐，无论寒暑一律必是热
的，略烫人口舌自是最好，有七滋八味，“白生
生，水灵灵，胜过脂膏精”。

李大爷用铜制的豆腐刀子将豆腐削下，
一片一片打到小木板上，细致有序，急不得，
慌不了。轻轻一吸，又热又嫩、洁白如玉的豆
腐便流入口中。很多人乍开始时吃不惯水豆
腐的豆腥味，但吃习惯之后才发现，济宁水豆
腐唯有这样不加调料、趁热大喝，才更尝出其
溢口清香，回味无穷。香椿成熟时，更是有香
椿拌豆腐的吃法。香椿的鲜嫩多汁配上豆腐
的热气滚滚，自是独有一番风味。

“今天没带钱也没关系，尽管吃！”李大爷
笑着说。

“卖豆腐喽！热豆腐！”寂静小巷，破旧板
车；托板豆腐，心中美味。当李大爷的吆喝再
次响起，豆腐的香气已飘远。

（指导老师 刘传菠）

豆腐飘香

当好一粒籽 做个好男儿

□徐一博
临沂市第二实验小学一年
级10班

爸爸
为什么不让外人来家
不让我出门玩耍

孩子
外面有个叫新冠肺炎的怪兽
正伸着魔爪
爸爸怕你受伤

不过
别怕
春暖花开
必会斩断怪兽的头

爸爸

为什么
自从怪兽来了
我再也没看见
熙熙攘攘 车水马龙
我看到了妈妈伤心的泪花
我听到有叔叔阿姨远去
再也回不到那个温暖的家

孩子
以后你会明白
岁月静好的背后
其实是无数人
在默默替我们负重前行

看到了吗
窗外戴红袖标的工作人员
在路口执勤的警察
还有冲锋在前的医护人员
他们会把安全带来

把怪兽赶走

我疑惑
为什么
那么多人彻夜难眠
那么多人又倏然感动
哦！
是小河流汇聚成的长江水
是万众一心的钢铁长城

我握了握小拳头
爸爸
长大了
我要和他们一样
扶贫帮困 除暴安良

爸爸抚摸着我的头
孩子
怪兽不可怕

它怕的是这沸腾的精神
同心协力
让怪兽无处藏身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都有一颗颗火红的心
就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
石榴籽

爸爸
我会记住
记住这疫情下无私的爱
用爱心
去书写生命里最美的诗篇
用奉献
去诠释生命里最美的年华

当好一粒籽
做个好男儿。

□张瀚元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三年
级一班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导游“张导”。我
年龄比普通导游小，你们可以叫我小张，
下面由我带领大家游览济南野生动物园。
首先要提醒各位，一是请拿好手机，二是
没有工作人员的允许，不可以随便给动物
喂食哦。来，请跟我一起走吧。

大家快看，这是袋鼠。你们看那辆车
的纸盒里的食物，就是专门给袋鼠准备
的。不过如果你想喂，请交两元钱给动物
园管理员。大家先在这里看着，等会儿在
那边集合。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猛兽区。大家看，
那些一只比一只强壮、一只比一只凶猛的
动物，对，它们就是老虎。咦，老虎们这是
饿了吗？为什么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呢？大家不用怕，我们有个“钓老虎”的项
目，其实就是给老虎喂食。大家看到那儿
了吗？这里有两个电动钓竿，钓竿上挂着
老虎最爱的美味。钓竿动起来，老虎就跟
着跑，一会儿在草地上翻滚，一会儿在水
里跳跃，这些“百兽之王”可威风了。不过，
要体验这个项目还是要先付五元钱。

好了，又集合喽。这一站我们来到马
戏团，马戏团里有好多动物一起演出，包
括老虎狮子等猛兽哦。当然，天下没有免
费的午餐，如果想观看马戏，还是要付费
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买票观看，我在
门口等你们！

看完精彩的马戏，这次我们要看的是
一种长相和口味都有点儿怪怪的动物，它
就是食蚁兽。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食蚁
兽真的爱吃蚂蚁吗？这是没错的，食蚁兽
就爱吃蚂蚁。它们用自己长长的、细细的
鼻子，先闻一闻哪里有蚂蚁，然后用爪子
刨开土，把鼻子凑到洞口，伸出大约长30
厘米的舌头，它的舌头上很黏，能黏住倒
霉的蚂蚁，这样它的美食就逃不了了。好
了，大家在这里先看着，一会儿在那边集
合。

哎呀！我忘记看表了，动物园就要关
门了！大家下次再来吧！这里还有猴山、鸟
类表演场、熊猫馆、亲子乐园等好多好玩
的地方，咱们今天都还没来得及转呢。

大家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动物，各种各
样的野生动物是不是都很可爱呀？饲养员
叔叔告诉我：野生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千万不能伤害它们。所以，重要的事情讲
三遍：不能吃野生动物！不能吃野生动物！
不能吃野生动物！

谢谢大家！再见！
（指导老师 刘艳）

纯洁的微笑

□赵思源 济南市历下区青龙街小学

“一个微笑，十个春天”，这句话我会铭记一生。
事情发生在一年前的一个普通黄昏。那天放学后，我

和爸爸闹了矛盾。我们都觉得自己有理，终于在一场“大
战”之后，我忍无可忍地冲出家门。一边狂奔，一边失声痛
哭，最终，我蹲在一个角落里呜呜大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熙熙攘攘的人流喧闹声和汽车的鸣
笛声渐渐消散。不知从谁家飘来一阵阵饭菜香，“咕……
噜噜……”听到肠胃的抗拒声，摸摸自己瘪瘪的肚子，我
忍不住咽咽口水，索性屏蔽。

“叮铃铃——— ”路边一家幼儿园放学了。伴着喧闹，是
一群孩子飞奔的身影，开心的笑容。我心里想，无忧无虑
的时光可真美好啊。

这时，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姑娘毫无防备地闯进我
的视线。她对我一笑，“姐姐，你是来找我的吗？”我略一迟
疑。她却自顾自说着：“姐姐，我想和你做好朋友，好吗？”
说完，她一脸紧张地盯着我的脸。“好！”我给了她一个毫
不犹豫的回答。小姑娘高兴地抱住我，我也摸摸她的头。
这时，她看到了我脸上的泪痕，一脸担忧：“姐姐，你哭
了？”我犹豫着该怎样回答她。小姑娘突然笑了，笑得那样
纯洁，那样无瑕。她的笑像一柄刻刀，晃得人睁不开眼，深
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久久不能忘怀。

“姐姐，别难过了，要多笑一笑。我们老师说过‘一个
微笑，十个春天’，姐姐要多挣些春天呀！”说完，小姑娘晃
着麻花辫转身跑开了。

夕阳西下，一缕阳光懒懒地洒在她的身上，像是洒下
的金粉。而她是身掩金粉里的孩子，美得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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