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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涵玉

记忆中的糖葫芦
时隔两年，我终于在今年暑假再次走
进老太太家。老太太是奶奶的母亲，按照
当地的称呼，
我要叫她
“老太太”
。
老太太家是天津市里少见的一个小合
院，南北两边是房屋，中间隔了一个小院
子。院子墙角种了一棵石榴树，石榴树已
经结了绿色的石榴，再过一个月石榴就会
变红了。我的目光在墙上一遍一遍地搜
寻，却始终找不到每年回来都能看到的红
艳艳的糖葫芦。
是啊！老太太已经过世两年了，每年
石榴树绿了又红，却不再有人为我在墙上
插糖葫芦了。
我生长在上海，但童年的岁月中有一

诗意翩翩

□何依诺

月之歌
我是夜的明眼，遥看人世间的悲欢离
合，继而倾诉，再看，再倾诉。
我是最闪亮的那颗明珠，从尘世飞入
浩瀚星空，在千万颗星星的陪伴下起舞。
我是时间的女儿：月初，我身材苗条，
是妩媚的女子；月中，我匀称恰当，严谨又
不失风度；月末，我完美无缺，集亮丽的华
贵于一生，世界为我欢唱。
我是才高八斗的诗人刻画的美丽事
物，我是心怀乡愁的漂游之子最好的倾诉，
我是全家团圆的见证者。
清早，我向尘世作别；野外，我又着了
一身轻盈的薄纱与群星共舞，
梦幻迷离。
我饮着夜的深邃，倚着庞然星床，
用我
最柔和的声音，将乡愁和思念传向远方。
（作者系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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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而在天津的日子
最常待的地方就是老太太家。老太太没读
过书，做得一手好针线活，
平时也喜欢喝点
小酒，不高兴的时候会大着嗓门骂人。每
次见到我来了，
她就特别高兴，
总要拉拉我
的手，亲亲我脸，
但我却总要一脸嫌弃地躲
得远远的，甚至大哭。老太太看我不喜欢
她也不恼，一边拿玩具哄我，
一边说：
“我这
边还有好吃的呢，要不要去院子里找找
太看着我说：
“你是谁啊？我家妹妹跟你差
去！”
不多大了……”说着说着，
突然从床上坐起
听到有好吃的，我就抹抹眼泪奔到院
来，
从枕头底下掏出几张纸币塞给奶奶说：
子去。在靠近石榴树一侧的墙上，正插着
赶紧去给她挑几串
一串红红的糖葫芦呢！我踮起脚尖、举高 “妹妹最喜欢吃糖葫芦，
最大最甜的来！
”
手，却怎么也够不到，往上一跳还是够不
糖葫芦依然酸甜可口，我心里却泛起
到。老太太笑呵呵地说：
“我抱着你去拿，
了酸涩。我只希望老太太能早日恢复健
好不好？”我看着诱人的糖葫芦，只好让她
康，
还能像小时侯那样抱着我去够糖葫芦，
抱着我。等到拿到糖葫芦后，我就一下子
看着我任性、耍滑头哈哈大笑，
再夸我一次
从她怀里跳到地上，
然后跑得远远的，
还得
“聪明”
。
意地向老太太摇摇手中的糖葫芦。老太太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两年我都没回
哈哈大笑：
“我们家妹妹，真聪明！以后要
过老家，
老太太的葬礼我也没有参加。直
好好读书，将来考名牌大学！”
到今年暑假，
我才回到那个小合院，
空荡荡
一串糖葫芦，渐渐地拉近了我和老太
的小院子，却满载了我与老太太之前的回
太的距离。不过，
我的每次靠近，
都是为了
忆。
要好吃好喝的，
老太太总是满足，
还要夸我
离开老太太家，马路上看到一个小贩
一通。等我上了小学，糖葫芦已经对我不
正在吆喝着卖糖葫芦。我挑了一串又大又
再有太大的诱惑，
但每次回来，
老太太还是
红的，咬上一口，酸甜软糯，仍然是记忆中
会在墙上插一串糖葫芦。
的味道。
两年前，老太太得了脑梗，
已经不能下
（作者系上海市徐汇中学学生）
床了，也不大认识人了。我那年回去，
老太

成长日记

□黄佳韵

您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近要降温，记得多穿衣服，多喝
热水。”
只见您神色匆匆地走来，一手将保
温杯轻轻放置在桌上，一手给灯下伏案
疾书的我披上外套。灯下，您的瞳仁虽
因年事已高略显浑浊，但依旧透露出慈
祥平和的神色。眼角处有深深的鱼尾
纹，有点泛红的脸庞边飘动着短而卷取
的 灰 发 。 我 细 细 端 详 着 您, 我 的 外 婆
——我最好的朋友。
从小到大，
一直陪伴与我左右的，
是
您；一直在我面前摆出积极向上的样子
的，也是您。
去年的一次考试，我在数学上发挥
失常。公布成绩的时候，我听见前面一
大串的满分和 90 分以上，等了半天，自
己才是一个不值一提的 74 分。放学一
回家，我就在房间里一言不发地把头埋
在臂弯里。这时，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
您细眯着眼睛，有些松弛的眼袋藏不住
对我的担忧。三言两语了解了我的情况
后，您向我报以一笑：
“这有什么大不了
的，走，先去吃饭！”听到这话以后，我便
释怀了许多；但碍于面子，仍故作有事，
固执地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更没有对您
做一声回应。
您，也没挪步，
索性坐在我后面的椅
子上，默默地等着。要是换作平时，
您并
不会因此多等我一会儿，
但这次，
您却无
言地陪我呆了很久。待我终于一脸沮

丧，神色凝重地起身，你挽起我的胳膊，
拉着我去餐桌。餐桌上，我一口把炸好
的我最爱吃的黄金虾球塞进口中，一边
草草地扒饭。回头看您，仍是一筷子未
动，
安静地看我吃着。
更早的时候，那是一年我们家最不
平凡的一年，
那一年您得了重病，
我在视
频通话的另一头，看你额前的头发一缕
一缕飘落，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而您
在电话的那一头说自己成了“ 得道尼
姑”。同样在这时候，
在小学一向是叱咤
风云的我，却在班干部改选中落选了。
身边同龄朋友不知为什么越来越少，无
奈之下，我将苦闷告诉了您。您还在病
床上，
一张布满褐色老人斑且苍白的脸，
艰难地向我挤出笑容：
“没关系的，如果
你高兴的话，就让我这个‘老尼姑’做你
的好朋友吧”。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您
分享了许多学校里发生的趣事。在不知
不觉的互相鼓励中 ，我的朋友又回来
了。尽管没能继续当选中队委，但性格
开朗了不少，
您的头发也
“回来”了，
也从
医院回家了。
自从那时起，外婆就成了我最好的
朋友。在我的认知中，朋友之间就是要
互相陪伴，互相鼓励，共同成长，所以您
一直是我通讯录里置顶的那个人。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模范中学学生
指导老师 申发荣）

欢乐的池塘（临王雪涛作品）
□陆瑾萱（作者系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指导老师：
杨林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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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妍

形形色色的人
他很瘦，
却有一张圆圆的脸，
眼睛也
只有豆子般大小；他成天喜欢穿着一件
宽大的外套，
双手总爱插在裤袋里；
头发
梳的光光的，看上去很神气活现。他就
是我在毛笔班上认识的同学——小明。
由于他头大，身体小，我们都叫他豆芽
菜。后来，熟悉之后，大家发现，他还是
个吹牛大王。
豆芽菜的爸爸是船长，有一次他跟
着爸爸去海上航行，回来后就成了全班
的焦点。一下课，
同学们就围着豆芽菜，
都要让他讲讲这次航行的经过。豆芽菜
神气活现地跳上一张桌子，就开始唾沫
横飞。他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伸着食
指，
眼睛半眯着，
本来就不大的眼睛顿时
就像是不见了。他摇头晃脑地转了一
圈，
得意地自吹自擂起来。那样子，
好像

他比皇帝还厉害似的。
豆芽菜的声音时而低沉，
时而高昂，
每当讲到精彩的地方，
他都会压低声音，
就像在讲鬼故事，
还配上了夸张的手势，
同学们听得紧张极了，
个个都屏住呼吸，
睁大眼睛，
竖起耳朵，
生怕漏掉了什么重
要内容，
我一边听一边暗自好笑，
他讲的
明显是骗人的嘛！他们还都信了，这简
直能和吹牛大王孟豪森有得一拼了！最
后他越讲越离奇，
有人终于觉得不对了，
一撇嘴：
“肯定是在吹牛，哪有这么离奇
的事！”同学们纷纷响应：
“对！肯定是在
吹牛！”豆芽菜涨红了脸，同学们一哄而
散。
从此，
“ 吹牛大王”的“帽子”就戴在
了豆芽菜的头上。
（作者系浦东新区教育学院附属小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