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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的母爱
好作文

杭州嘉绿苑中学七年级 7 班

张耘菡

记忆中的妈妈，
总是香香的、甜甜的。

裱花袋中的奶油剩下大半，爱

父母分开后，见妈妈的次数便开始减

吃甜食的我当然不舍得放

少。在焦急等待每个周末与妈妈见面的时

过。眼睛跟随着她手的舞步跳

候，我便开始翻看儿时的照片。一张其貌不

跃，那位美丽的舞者来到了我的

扬的硬卡纸滑落脚边，捡起来一看，便陷入

面前，我迫不及待地张大嘴巴，奶

回忆。

油又香又甜。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将如

我是深爱着妈妈的。不论是如今，
还是以
前。最不乏的回忆，
就是与这位年轻小姐的
“快
乐时光”。这张照片便是这样的场景——

此美好的食物馈赠给我的
“仙女”。
她的脸上露出了纯朴的微笑，圆圆的大
眼睛半眯着，嘴角上扬像是精准测量过一

“叮叮叮”……门口的小铃铛，清脆地响

样，被白皙的脸蛋儿一衬，就无比甜美。想

最
“真诚
真诚”
”
的话

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蛋糕、饼干的奶香，
我

必这时，没吃到奶油的她，嘴里也一定甜甜

和她都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清水顺着水管

的吧。而在我眼里，这个笑容是胜于奶油百

华东师大二附中信达学校 902 班 叶子青

流下，
速度很快。水中的气泡将水染成白色，

倍的。

像奶油似的。凡是蛋糕店，
洗手的水，
总像是
有魔法，
冲在手上总感觉软软糯糯的。

最近一次，我与她的见面就是在两天前
我的生日了。那时也才意识到，这是她从少

走到了大堂里，我对着挂围裙的墙，有

女迈向女人的第 13 个年头。岁月的流逝，冲

些抵触，不愿靠近。她就走过去，随手取下

掉了她脸上的青涩，
反而带来了一分稳重；
冲

一件，又走过来，套到我身上。动作行云流

刷掉她内心的浮躁，带来了一分沉静。它磨

水，仿佛早就演练过无数次。纤细白嫩的手

平了她少女时的棱角，
将她卷入时间的浪潮。

指擦过我的脸颊，一股清幽的竹香，顺着两

也许，时间可以过得慢一点，慢到我能

腮蔓延到鼻子，又蔓延到耳朵和眼睛，眼前
出现了一片竹林。是春天的新竹，与陈年的
旧竹。旧竹守护着新竹，让它茁壮成长。
一个下午的时光，我们便完成了蛋糕。

我可爱的同学们，经常会说出一些非常
“真诚”的话，比如以下两句：

把她的年轻锁入心房。
这么多年后，
她或许不再美丽，
也不再年
轻，但那香香的、甜甜的味道，却依然没有改
变，
同样不变的也是我们对彼此最无私的爱。

“这次我真的没复习。”
还有20分钟，
就到道法考试的时间了。我有
点慌，
因为没有复习完，
很多知识点来不及背。
A 同学和我一个考场。在去考场的路上，
我们开始聊天。
“唉，完了，这次我真的没复习，好多都没
有背出。”她愁容满面地说，
“ 特别是最后一个
单元，匆匆忙忙地看了看。”
我告诉她：
“第二单元我都没有准备，我不
行了。”她牵住我的手说：
“好姐妹，我陪你。”我
当时竟然有一丝感动。

本版投稿：方法

第二天，成绩出来了，A 同学约我一起去查

页“发帖报料”，

北风·新城·人情

天黑了。天光渐暗，月影婆娑，随星斗乍明

仍是一派昏沉。一名男士，西装革履，提一只

说好的
“好姐妹，我陪你”
呢？

选择发帖中的

乍现。又一岁新春，偶遇新冠，便安居小舍，生

公文包，疾步上前。白衣挤消毒液，速搓三两

唉，
我果然还是太天真。

“新少年作文”

一厨烟火，点一豆青灯，共享天伦。楼下小铺

回，以棉签拭喉尖，断于试液中，密封，贴码。

也不打烊，糊了两只大红灯笼。

男士连声道谢，便转身而去。

有人叩门。新年好！

北风起，拨云，日现。

高高的白帽上落着雪花，挂着细细的汗

金日渐升，左邻右舍云集至此，络绎不绝，

珠，口罩遮不住微笑。手上提着保温袋，干的。

似江流入海，汹涌澎湃。几人反复，行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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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上传你的
佳作和美图。
全班集体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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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com

分数。结果可想而知……

杭州中学初二（4）班 高和天

你的外卖。

她班级第四，
91 分，而我——81 分。

今天将公布全年级统考历史科目的成绩。
早上，B 同学对我说：
“ 我这次肯定考得特

灶，烹鱼肉鸡鸭，亲自为邻里送去几份珍馐。

也是 80 分以上，再说，你其他科目都考得很好

一位妇女匆匆赶来，抱着孩子，搀着母亲。

啊。”
他说：
“ 但我和班长对了答案，我几乎有

结束了。工作人员说。

北风悄然，雪花轻盈，失了冷峻，柔情似许

不好意思，我们晚了两分钟，能不能通融
一下？老人八十多了，孩子还小，下午要赶的

雪停了。凌晨四点。天空仍是漆黑一片，
浮云厚重而绵密。北风散逛于巷前弄后，惊落
枝头积雪。吧嗒。

吧？”

午十一时半。早班结束了。

他点点头，转身便隐没在雪夜中。
仙白蛇游湖借伞，红线良缘。

别 差 ，听 说 我 们 班 上 有 不 及 格 的 ，不 会 是 我
我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历史再怎么不好，

一气呵成。待日上三竿，才瞧得浪卷云舒。

他是餐馆的厨师。春节，独他起一炉锅

“我这次肯定考得特别差。”

一 半 选 择 题 是 错 的 ，我 这 次 肯 定 考 得 特 别
差。”
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琢磨：
“已经公布的四

地方太远……
今天结束了，明天赶早吧。话音落地，空

门科目，我和他分数差不多，他历史考得这么
差，有可能我总分会超过他。”

气安静下来。北风咆哮着怒吼。

不知何时来了几人。北风放慢了脚步，细

不要紧的，交给我吧。一袭白衣轻语。如

下午历史课公布了成绩。我屏息凝神地

观这道细小的裂纹。几人进屋。再出来，清一

此，又是大半小时。北风觊觎一眼，仅窥得一

听老师报分数，只听“B 同学 93 分”，而我只有

色的白衣，白手套，蓝口罩。支起蓝帐，架木桌，

双眉眼，足矣。就在她山眉海目间，寻风月。

89 分。

摆齐消毒水，棉签和试剂管。寒风中泌出的汗

双眸深处，是一腔热血与一颗善心。

珠，
尚不及拭去。

“B！同！学！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莫说风不谙人情，否则离去时，怎会多了

天亮了。第一缕晨光穿透层云，目之所及

我朝他翻了翻白眼。他挠着脑袋淡淡地来
了一句：
“不好意思啊，我估错分数了。”

几分温情？

唉，
我果然还是太天真。

停水公告

关于 G1504 宁波绕城高速公路
部分匝道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

因配合艮山东路过江隧道工程建设
钱塘区 12 号路、25 号大街沿线停水 11 小时
因艮山东路过江隧道工程建设需要，
杭州市水务集团对钱塘区 12 号路 DN600
给水管道进行割接施工，届时 12 号路（23
号路-听涛路）、25 号路（12 号路-14 号路）
沿线部分用户停水，
具体事项如下：
停水范围：12 号路（23 号路-听涛路）、

公司、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用户。
停水时间：5 月 13 日 17 时至 5 月 14 日
4 时，
共计 11 小时。
停水期间请市民做好储水准备，遇到
用水难题请拨打杭水热线“967050”，关闭
热水器、抽水马桶进水阀门（避免存水倒

25 号大街（12 号大街—14 号大街）沿线用

灌）。恢复正常供水后，可能出现水质波

户，
包括艾博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
学正

动，建议适当排放后使用。若因恶劣天气

小学、
杭州钱塘新区青少年宫、
杭州能可爱心

导致停水延期，将另行公告。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洁洁环保科技有限

因 G1504 宁波绕城高速公路部分匝道改造提
升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实施以下交通管制：
一、2022 年 5 月 19 日 20:30 至次日 5:30，绕城高速
姜山北枢纽云龙往宁波东方向匝道关闭，禁止车
辆通行。
二、2022 年 5 月 20 日、21 日 20:30 至次日 5:30，绕城
高速云龙枢纽姜山北往云龙收费站方向匝道关
闭，禁止车辆通行。
受限车辆可提前或在下一出口下高速，从地
面道路绕行上高速。遇天气等特殊原因难以施工
的，施工和管制日期顺延，
管制时间不变。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
工作和生活，选择好出行线路，配合现场交通管理
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请社会
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宁波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
宁波大通开发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4 日

本报记者 黄伟芬 通讯员 杭水宣

成长读本

chéng zhǎng dú bě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