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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我的钢琴老师是一?很

有名的大教授，她就是漂亮的
孙韵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

教授。孙教授是妈妈多年的好
友，她愿意做我的钢琴启蒙老

师，就是想让我喜欢钢琴，愿
意弹琴。我从幼儿园大班时，

开始跟她学习弹琴。
孙教授教我弹钢琴很有

办法。她活泼开朗，说话有趣，
对我很和蔼，常常把枯燥的钢

琴学习变成了好玩的游戏。有

时候上课我会走神，孙教授就
说：“来了，好曲子来了！”用她

优美的钢琴声音把我拉了回
来，我会感叹地说：“哇，钢琴

这么好玩！”我对钢琴的理解
就是在孙教授的启发下，一点
一点地慢慢开窍。不

过我弹钢琴不是很用

功，孙教授每次布置
作业时大声说：“每天

要练习十遍，弹一个
小时。”而我回家只有

两三天练习钢琴，每次就弹三到五遍。但

因为我几年坚持下来了，还是不断在进
步，孙教授对我的表扬也越来越多。

孙教授总是看起来很忙。慢慢我知
道，她很有名气，要到世界各地组织活

动，在国内到各地对当地的钢琴老师做
培训。她总是笑嘻嘻的，好像从不累。

我每次到孙教授家学琴都很开心，

因为她家是个“乐园”。她家有两只猫咪，
一只英国猫，一只美国猫。这两只猫咪最

初不理我，后来慢慢认识我了。我弹好听
的曲子的时候，美国猫就会跳上键盘，走

来走去，或者趴在钢琴上，看窗外的黄浦
江风景。

听妈妈说，孙教授有才华，热爱中国，
很年轻时就回国教钢琴了。去年疫情好些

了的时候，我在孙教授家学琴，听她对妈
妈说：纽约的艺术家都没有演出了，都要

离开纽约了……

看来，我真得好好珍惜可以弹琴的日
子。

我爱故乡的春雨
孙敏达
西工大
附中分校

初二 A4班

    从小到大,学过不少有关“雨”

的诗句，感受到的是诗人对雨无比
的赞美。然而，我自己对雨却不怎

么喜爱。下着雨，上学放学，跨过泥
泞，只体会到了雨带来的不快与匆

忙，令我不禁生出几分无奈、焦急
甚至于厌恶。

还记得，有一次，下着淅淅沥
沥的小雨，打着伞回家，听着雨点

打在伞上发出的清脆的声响，爸爸

突然说道：“这下着小雨多有诗意
啊！”我回道：“还是‘失意’更准确

些”。爸爸回道：“诗意与失意并存，
才更有雨的味道”。的确，西安的

雨，带来的更多的是生活上的“失

意”，但于“失意”中蕴藏的“诗意”

更具别样的风味。
行走在路上，天阴沉沉的，雨

点更像是一?身着白纱的少女，在
天空中舞蹈，随后划着一道优美的

细线，打在伞上，发出清脆而又明
亮的声音，不急不缓，富有韵律。

晚上，坐在家，写着作业，抬头

向窗外望去，窗户上斜织着雨丝，
透过沾满水的玻璃向外看时，景物

也扭曲了，只能看到对面楼上稀稀

疏疏的灯光，

与雨声相互交

织着“滴答、滴答”……，不禁想到

了《春》中的句子“一点点黄晕的
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朱自清在春雨中怀着对春天的喜
爱，写下了这唯美的文章，此刻，我

的心境与他相同，仿佛窗外的春

雨、我、书桌、台灯，便构成了一方
小小的世界，安静而幸福。

深夜，躺在床上，关上灯与门，

房间也便融入到这下着雨的自然

中了，雨声敲窗，躺在床上的我卸
去了一身的疲惫与劳累，静听窗外

雨声敲窗，自己在床上胡思乱想，

没过多久便沉沉睡去。
古时描绘春雨的诗不在少数，

诗人们在这细密的雨丝中写下了
喜悦的诗句，如“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
遥看近却无”。古时的春雨，悠闲、

恬静，令人喜悦，有着春天的生机

与活力。

而故乡西安的春雨，下在城市
里，好像从古时走来，走出唯美的

诗歌，滴答、滴答……

    如果不是这张老照

片，我很难把现在儒雅的

小舅与那?身着绿军装、
坐在坦克中的小战士联系

起来。
小舅放弃了读高中的

机会，报名参军，成了一名
解放军战士。他不服输、不

怕苦，经过层层选拔，成了

坦克驾驶兵。第一年，小舅
凭着超强的技术，获得装

填手第一名；第二年，他作
为团里唯一的全优学员，

参加驾驶员坦克大比武，
因成绩优异，成了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第三年他
荣获三等功勋章，作为共

和国功臣参加了昆山地

方经济建设展望；之后更
是成为部队里的技术骨

干，经常去兄弟
部队传授经验；

部队要破格保送
只有初中文凭的

小舅上军校。他
婉拒了，含泪离

开部队，因为他
要改变家乡贫穷的生活状况。回村

后，他带领乡亲们办了企业。
现在，老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原先低而矮、破旧不堪的旧瓦房，
都变成了漂亮的小洋房，院内花儿姹

紫嫣红，屋里家具簇然一新，宽屏大

彩电及各种现代家电应有尽有。
回老家时，爸爸的车行驶在平坦

的山路上，路边山花烂漫，鹃啼鸟鸣。
以前这个小山村，只有一条九转十八

弯、坎坷不平的土路通向外面。小舅
为了大家方便出行，改善村里经济状

况，拿出了一大笔钱，千辛万苦建造
了这一条盘山大公路。乡亲们都说，

小舅是带大家向小康之路奔去的领
头人！

每年春节，大舅、小舅和我家三

个小家庭，都会相约回老家陪外公外
婆一起过年。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乱了生活的节奏。小舅的企业也
遭受了巨大损失。很多来自农村的工

人因为无法复工焦虑不已，频频打电
话来问，而每次小舅的回复都铿锵有

力：“听国家的安排，老老实实呆在家
里，不用担心，你们所有人的工资，正

常照发！”为维持企业运行，给不上班

的人照发工资，小舅向我爸妈借了
钱。爸妈说，你亏不亏啊。他说，国家

有困难，我理应分挑担子，因为我是
共产党员！

小舅经常说：“当兵不后悔，不
当兵才会后悔一辈子！在部队的这

几年，造就了我不怕任何困苦的精
神和毅力，让我受益终生……”我想

起了冰心曾说过的话：“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
初它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句话，印证
了小舅那段难忘的经历，给了我许

许多多的启示。
如今，小舅的这张旧照片被我

珍藏在书页中，这是我的一份精神
财富。

    今年的迎春花开得格外地艳丽。

四月中旬，我同父亲回老家扫墓。
父亲是一名中医。父亲说他小时候条件不好，乡

亲们经常帮助他们家，山里人条件也差，看不起病，
因此，父亲决定为乡亲们开展一次义诊来报答他们。

前一晚父亲把一切都准备好，并把白大褂烫得
很齐整。义诊当天，父亲到门口等待乡亲们的到来，

门口有迎春花，开得正艳，春风柔柔地洒在父亲的白

大褂上，父亲的笑也如同那迎春花一般，润润的，拂
着乡亲们的心。

父亲把乡亲们都请到屋子里坐下，便开始为他
们治疗。

父亲把手搭在病人的脉搏上，闭上眼凝神一听，
又让病人的嘴张开，对准舌苔，定睛一看，便已大概
知晓病情。父亲虽手法娴熟，但治疗近百名病

人的工作量，自然也不算轻松。

中午吃饭，父亲也只是赶忙应付两

口，就再次投身到病人中去。
不知何时，一个中年人双手护着头，

艰难地撑着眼向父亲走去。“什么症状？”
“胀还是痛？”“什么时候开始的？”父亲接连抛
出三个问题。病人口齿不清，因此查了很久才得知病因。父亲把

针在病人头顶扎下，又对脊柱旁开三寸扎去，紧接着在太阳穴上
戳出几个小孔，吸上火罐，并点燃艾灸，在病人眼睛周围熏着，那

火罐硬是为他挤出了一大摊乌黑的毒血。治疗后，他一脸惊讶，
出奇地轻松，赶紧答谢父亲，父亲只是淡淡一句：应该的。

义诊结束后，正是黄昏，父亲已是满头大汗，一脸疲劳，但
是还到门口目送着每一?病人。余晖落在父亲的脸上，让他的

脸泛出一丝深沉的红色，红光印在迎春花上，显得那本就娇小

可爱的花朵，更添了一份金黄，春光静静地洒落，柔柔的，父亲
微笑着，却看起来有些酸涩……

那微笑让我记忆很深，是因为感动吗？不，是敬畏。对于普
通人来说，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医，但对于山里人来说，父

亲是希望是救命稻草，父亲没有义务这么做，但他做了，他只
是一朵迎春花，却活出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我想，他一定

深爱着那片土地，那座高山，那群人民，这是他的人生价值与
人格美，这是他与家乡的一缕情丝，永远剪不断的情丝。

父亲是一朵迎春花，对他来说，乡亲们就是他的春天，是
他应该迎接的……我为父亲点赞。

    炮楼，是一种四周有枪眼，可

以瞭望并射击的高碉堡。延安西
路 601?，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北楼为炮楼建筑。
这座炮楼建于 1917年，建筑面

积 1800平方米，是一幢欧式三层文
艺复兴风格建筑，优雅古典。1999

年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炮

楼原为上海公共租界中的英军军营
用房，后成为日军关押敌对国侨民

的集中营。抗战胜利后，又成为国民
党部队的军营。现属上海市延安初

级中学，是延安校园内一座特有的
承载着浓厚历史遗迹的建筑，也是

延安初中独有的文化印记，更是一部
教人牢记历史、珍惜今天的教科书。

炮楼?于学校大门左侧，楼前
有一棵香泡树，深秋时
节金色的果实压弯枝

条，是校园内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走过树旁的

环形石板路面来到楼
前，整个建筑呈淡灰色，

西侧是城堡样式塔楼，齿状女儿墙，墙上攀

着翠绿的藤蔓。一楼门前底层为陶立克柱
廊，铺砌地面的米白瓷砖上有精致土红色

花纹，与简洁大气的圆柱相互映衬，具有肃
穆端庄的高贵风度。

步入炮楼，其室内铺柚木地板，墙壁多
为曲面。与文艺复兴风格其他建筑不同，如

塞维利亚黄金塔，其内部空间昏暗清冷，缺

少活力与温度；而二炮楼光线充足色调温
暖，曲面设计在柔和的暖色灯光照射下显得

宽敞明亮，并且有拱形落地窗引入自然光
线增加室内亮度。

顺回形楼梯来到建筑中上层。露台为
炮楼中层设计的亮点，爱奥尼柱廊正对延

安初中的主教学楼，两侧伴有青葱树木，使
炮楼多了一些生机和动感又不离优雅古典

的本质。三层为视野开阔的混凝土平台，于
此地眺望，延安校园尽收眼底。

直至今日，已有 103?的炮楼不改风

姿绰约的本色，依旧默默陪伴着一届又一
届学生成长成才，是长存于延安人心中最

重要的文化印记。书法教室、三楼的昆曲、
戏剧教室等活动场所也为这座历史建筑带

来了新风采。悠扬的乐声从乐管内流出，飘
过连廊飞过花窗，是古典美与新时尚的交

融，是对延安人保护历史、传承优秀文化最

好的感召。

    奶奶家?于山清水秀的地方，奶奶家门前有口

水面不大，却清澈见底的小水塘。
水塘离奶奶家不远，我常去玩耍。这口水塘在山

坡下，平日静得像面镜子，有微微山风吹来时波光粼

粼。水塘中有很多小鱼小虾，有的活蹦乱跳，想蹿出
水面吐个泡泡；有的游来游去，在水草间玩捉迷藏。

风吹过来时，浪花迈着大步，不断拍打塘边的石头。

那些石块已被水冲刷很圆溜，早没了棱角。
每年春天一到，山林间百花盛开，漫山漫坡青草

疯长。下雨了，水塘像被撒了大把珍珠，漾起了一个个

小酒窝。雨停后，竹子破土而出，一天一节往上蹿。我
和小伙件们便会在塘边找一些扁平的石块打水漂。毎

逢放假回奶奶家，总会路过那片水塘。水塘边有奶奶

养的鸡鹅鸭，满山蹓跶。时间久了，我对水塘多了份亲

切感。每当我注视着静静的水面时，焦躁的心就会慢
慢平静下来，思绪随着水纹漂到不知名的远方。

时间一长，我和水塘就产生了一种依恋

的情感。欢乐时，我会与水塘共享喜悦；悲伤

时，就与水塘分担落寞。看着那静默的流水，
我感觉沉默里有一股脉脉的生命。它不仅滋

润着土地，也能抚慰成长中的我，让我在喜

悦时有朋友分享，在受挫折时有一种温暖的
力量坚持着。高兴时，我仿佛能听见水塘在为我欢唱；难过时，

好像水塘也在无声地抽泣。我会坐在水塘边的树荫下幻想，等
我长大了这水塘会干涸吗？我感到我们现在学习知识，就如

同水塘蓄水一样，只有水储蓄多了，才会永不干涸。
等我长大了，小水塘，它还会默默地为我守候吗？我还会

记得这条通住奶奶家的山林小路吗？真的难忘那幽幽的小水
塘悠悠的情。

    我们小学四周有许多红色

革命地标。西边的静外附中是
市青少年教育基地。新中国成

立前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100
多?师生奔赴前线，有 4?成了

烈士。路过这里我内心总不能
平静，因为慢慢地懂得了什么叫

责任担当。往北不远的山海里，

曾居住着国歌作词者田汉，国歌
歌词就在这里产生。

每次升国旗奏国歌时，除
了感到庄重外，我还感到十分

亲切。山海里东北角有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旧址，李启汉等
革命者曾在这里领导工人运

动;附近有中共中央军委旧址，
领导农民革命的彭湃就工作在

这里。然而彭湃的牺

牲也是被叛徒出卖
的。我从此知道了“叛

徒”是背叛革命、出卖
同志的无耻之徒。学

校往西不远处有我小
时候的南阳幼儿园，毛泽东曾在这里工

作过。学校周边红色旧址还有很多：对面
雕塑公园内的石库门是陈云领导郊区农

民革命的旧址；公园内竖立的大理石纪
念石碑告诉我们，中共组织部办公处也

曾在这里，周恩来在这里工作过；公园西
边一栋别墅曾是解放前第一次全国劳动

大会的所在地。学校附近的青海路 19弄

21?，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遗址，周
恩来与邓小平常在这里工作；更远些还

有中共二大纪念馆，毛泽东旧居等。我们
的小学就在红色革命地标之中。

这些红色印迹时刻提醒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

为人民作贡献，红色基因要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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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写生

金芳亦
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美绘三（1）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