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妹妹
 张安居

	 我的妹妹叫张乐业，今年八岁
了。妹妹的生日比我晚一天，所以我
们经常连着两天吃两个生日蛋糕，
开两个庆生日会。
妹妹留着又长又黑的头发，乌黑的
眼睛总是笑盈盈的，说话的声音脆
脆的，笑起来咯咯的。有时还用手捂
着嘴笑，捂着肚子笑，经常笑得停不
下来。
	 妹妹在学校读三年级。她喜欢
画画，跳舞，玩电脑，也喜欢跑到外
面去玩。有的时候，她一个人在院子
里跑来跑去，又蹦又跳。有时候，她
会一个人跑到外面去玩，不告诉爸
爸妈妈，然后几个小时过去了才回
来，让爸爸妈妈急死了。有时还带回
来新朋友，让我们吃惊。她有时候不
喜欢做作业，就拖到该交的时候，才
会把作业做了。又有的时候，她会把
所有的作业都提前做了，然后玩个
痛快。
	 妹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汤圆，
我的姥姥经常会给她包汤圆吃。她
一次能吃一大碗。
	 妹妹四岁的那年夏天，我们回
中国看姥姥姥爷和舅舅。妹妹在高
低杠上玩的时候，把胳膊摔断了，哭
了半天，吊了很长时间的绷带。她的
胳膊现在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她还
会说疼。虽然这样，她还是喜欢在高
低杠上翻跟头，喜欢跳舞，游泳。她
总是喜欢动个不停。
	 我的妹妹动手能力很强。她什
么都敢动。从剪刀到姥姥的缝纫机，
她都敢一个人用。她的手也很巧，能
制作很多的小手工。在电脑上或别
人家看到什么好玩的，回家就想自
己做。她的房间里摆满了她自己做
的小东西，有纸盒子做的小衣柜，纸
花，卡片，吸管做的乐器，还有木块，
树枝儿做的，叫不出名字的玩具。
	 妹妹喜欢烦我，有时吵吵闹闹
的，有时不停地唱歌跳舞，有时追在
我后面要拥抱，让我烦死了。我的爸
爸妈妈老是护着她，不让我教训她。
虽然她把我烦死，但是，她是我的妹
妹，所以我要对她好，也要让着她。
每次我和朋友出远门去玩，我都会
给妹妹买个小礼物。妹妹在外面遇
到好吃好玩的东西，也常常给我带
一份回来。
	 她不是最聪明的，她不是最漂
亮的，她也不是最好的妹妹。但是，
她到底是我唯一的妹妹。我爱我的
妹妹。

我的小天地
 张安居

	 一进我家的门，上楼梯，然后转
身到左边,	就是我的屋子。我的屋子
是家里面积最小的一间，但它是我
的小天地。
	 我的小天地有两扇大窗子。每
扇窗子边有一个暗红色的窗帘。窗
子右边有一张小桌子。我在它上面
写作业。我的桌子上有十几本书。我
每晚读一本。这些书我都读过了最
少一遍。窗子的左边是我的懒人沙
发和我的衣柜。我的衣柜上面摆着
一把剑，是姥爷从中国带来的。衣柜
上面还有我的储蓄罐，里面放了不
少钱。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妹妹很想
要我的屋子。她让我跟她换屋子，但
是我每次都“礼貌地”拒绝了。这让
她很不开心。
	 我的双层床在桌子的右边。我
平时睡在双层床的底层。我的床边
有一盏台灯，是爸爸帮我装上的。我
每天晚上读书时都要用它。我的屋
子里还有一个立地灯，也是爸爸装
起来的。天黑了，我不读书的时候用
它照明。
	 我的小天地里我最喜欢的的地
方是我的懒人沙发。我的懒人沙发
很轻，可以被提来提去。大部分的时
候，我把懒人沙发放在窗子边上里，
因为我喜欢坐在我的懒人沙发上读
书。有的时候，我也会睡在我的懒人
沙发上。因为我有了懒人沙发，就越
来越来想在懒人沙发上读书，而且
越来越来不想跑去玩电脑，或者跑
去看电视了。因为有了懒人沙发，我
一回家做完作业就想跑去楼上，坐
在它上面去读书。我也可以在懒人
沙发上复习，也可以在懒人沙发里

做作业。所以，我的懒人沙发帮助我
在学校里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的小天地里很乱，因为我不
经常收拾。因为如果收拾了，很多东
西会找不到的。我喜欢在我的小天
地里读书，有的时候在懒人沙发上，
有的时候在我的床上。我的屋子就
是我的小天地。我爱我的小天地。

哎，数学！
 秦曦蕾

	 我今年上高二，数学课上的是
微积分预备班。我的老师很年轻，大
学都还没有毕业。就算教过我的数
学老师都很有趣，我也从来都没有
喜欢过数学课。教微积分的老师他
讲课非常大声，他教的东西我好像
都懂，我觉得今年我的数学成绩会
好一些，可是没多久，我就后悔我有
这样乐观的想法。
	 第一天上学，老师告诉我们他
的考试非常难，但我不相信，心想：
如果我每天认真复习好好努力，肯
定会得八、九十分！第一个小测验，
我得了一个八十四，觉得有点儿低，
但是成绩还算勉强。十月份，第一个
大考来了，我复习了四个小时，感觉
挺简单的，我自己觉得我准备得挺
好的。
	 一进教室，我不慌不忙地把铅
笔、橡皮擦、计算机拿出来，准备考
试。等卷子发下来，我感觉试卷第一
页有一点难，但是有几道题还算容
易。我翻到第二页，都要开始哭了！
这是什么呀！我一道题都做不了！
只好猜答案了！我还剩一页没做
完，老师告诉我们：“只剩5分钟就要
交卷了！”“啊？！”我就开始流冷
汗，真的紧张极了!
	 过了一周，成绩终于下来了，
只有七十四。我觉得这是第一次考
试可以原谅，以后我就知道老师出
题的方式了，下次肯定会考好一点
儿！
	 但是，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考好
过，第二个考试分数更低：七十一。
我还有一次得到一个六十六呢！真
的是太伤心了！
	 我的下一次好成绩什么时候到
来呢？

快乐的感恩节
 刘安雯

	 今年我过了一个非常棒的感恩
节因为家里每个人都做了一道菜。
姐姐做的土豆泥和妈妈考得火鸡翅
很好吃，我做的巧克力饼干也很赞，
但是没人想碰一下。爸爸烧得肉丸
豆腐好吧，后来我吃了一个肉丸，姐
姐和妈妈咬了一小口豆腐，剩下的
爸爸一个人全吃了。这是一个有趣
快乐的感恩节。

我最喜欢的一个毛绒玩具
 姜裕涵

	 我有一只北极熊毛绒玩具，它
叫	Polarice。那是我们全家去冰岛玩
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买的。
	 她有一身白色的毛，软软的；有
一双乌黑的眼睛，亮亮的；有一个黑
黑圆圆的鼻子，好像老是在闻什么
东西。她还有四条腿，短短的尾巴，
还有两只可爱的小耳朵。
	 我喜欢每天晚上抱着她睡觉。

青春誓言——八零忆
 周彬

	 86年，六年级，实习，在医学院
附属医院。转到血液病科病房，我接
手了一个白血病病号，记得是淄博
来的女孩。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二十
岁左右。长得实在漂亮，清丽脱俗，
平生少见的天生丽质。挺拔高挑，近
一米七的个头。
	 姑娘话很少，表情淡雅，从未见
她忧伤哭泣。患白血病，血癌，所以
皮肤尤为白皙，衬着黑眉浓发，一种
白血病女孩特有的极致绝美。一见
之下，怜惜、爱怜之情油然而生。
	 我是从同窗挚友老面手里接的
这位姑娘。接手时正好快周末了，姑
娘爸妈从淄博来看女儿。爸妈像是
知识分子，或机关干部。带点水果、
点心和女儿在病房轻轻说话。没有
喧哗，没有哭泣。上世纪80年代，对
于一个普通家庭，从淄博到济南来
一趟也不容易。况且姑娘的病，也不
是一天两天了。父母也就四十多岁，

还得回去工作。记得周末走之前，还
给我打了声招呼，拜托照顾女儿。那
个年代没有红包，也没有毁损人格
的悲廉祈求。
	 周一上班后，会诊决定再做一
次骨髓穿刺。骨髓穿刺，基本上就是
拿一个粗糙锋锐、中空的大铁锥子，
硬拧着钻到胯骨里边去，直达骨髓。
所谓局部麻醉，只在表皮上打点麻
药，也就是装装样子。
	 是我的病号，所以穿刺那天早
上，一早帮姑娘整理完毕，用病床车
推到另一个楼去。毕竟是一个年轻
姑娘，不愿给人看见。用床大白单
子，从头到脚整个蒙上，推过院子。
	 到了操作室，正好赶上一帮见
习生在那儿。血液科忘了是哪一个
狗屁大夫，带见习。在那儿毫无顾
忌，臭显摆地就开讲了。从过程到
原理，啰里八嗦、没完没了地操着一
口土得掉渣的方言，讲了有一二十
分钟。妈的，真想上去一脚给他踹那
儿。病人没有麻醉，意识完全清醒。
等着被锥子凿，还要被这么啰哩八
嗦地详细预习一遍？
	 医学院附属医院，见习、实习的
地方，每个学生都要上去操作一下，
拧一拧，试一试，位置对不对，深了
浅了？弄到点骨髓没？够不够？还
要边操作边讨论。
	 整个穿刺过程，姑娘都被蒙在
一大白单子下。一声没吭，甚至一动
没动。等到这一粗鲁、粗暴的过程好
歹结束了，师生散去，我再帮姑娘收
拾整理一下，准备推回病房。这时我
才打开大白单子看一看姑娘如何，
发现她满头大汗，满身大汗，牙关紧
咬，嘴唇颤抖，两行清泪留过面颊，
湿透枕头。
	 也就是当晚吧，我在病房医生
值班室值前夜班。突然看见姑娘颤
颤巍巍，左手插着输液管，右手推着
输液架，一小步一小步蹒跚地向厕
所慢慢挪去。
	 昏暗的走廊灯下，宽大的病号
服，雪白姣好消瘦的面庞，一头乌黑
卷曲翻涌的浓发。赶紧上去问姑娘
要不要帮忙？姑娘还浮起一个秀雅
略带羞涩的微笑，说不用。
	 第二天中午，在宿舍里几个同
学瞎聊。突然老面一股风地冲进来，
一屁股坐在床上，眼里含泪。忙问怎
么了？老面从兜里掏出张五块钱票
子，啪，拍在桌上。说，“姑娘走了。昨
天晚上。我帮着收拾、送进太平间
的。这是干这活的老头分我的五块
钱。”
	 我毕业后没做过一天医生，所
以姑娘是我一生唯一一个去了的病
号。
	 临毕业离校前，老面写下了这
个故事，和这五块钱一块儿，用一大
瓶浆糊，一并结结实实地贴在了宿
舍墙上。
	 也许这就是我们曾有过的青春
誓言吧。也许后来的一天，几个学弟
也像我们一样，在这个寒冷、简陋、
破烂的宿舍里，承诺起我们的职业、
生命誓言吧。
	 美丽年轻的姑娘，美丽年轻的
生命，对不起，我没能为你做点儿什
么。你清澈夺目的美丽，让我不敢冒
昧打搅。你超凡脱尘的娴雅，让我没
敢在你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多一点
点关顾。
	 多少年了，每当想像天堂里欢
乐美丽的天使，这位白血病姑娘的
音容笑貌，一定会出现在眼前。
	 行此小文，祭远逝的青春。不变
的，是青春的承诺。
	 白大褂们，同学们，加油！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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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地，风吹着，

吹走了淡淡的月亮，

吹出了升起的太阳；

暖暖的太阳闪闪发光，

唤醒了树上睡觉的鸟儿；

早起的鸟儿唧唧喳喳唱着，

吵醒了家里的狗；

懒洋洋的狗溜达着,

慢悠悠进了主人的房间，

汪汪汪，汪汪汪

一天开始了........

【苏幕遮】
 郊叟谭林

雨廉纤，风料峭，
病叶知秋，病叶知秋早。

又识天涯秋面貌，
风雨红尘，风雨红尘渺。

树多情，花自笑，
岁岁如期，岁岁如期老。

吟咏性情偏草草，
亦负秋兴，亦负秋兴稿。

【苏幕遮】
 桃之书书赵涛
雨新帘，风不了，

落叶清欢，落叶清欢少。
又见一秋天未老，

墙外红尘，墙外红尘闹。
树多情，花自笑，

岁岁如期，岁岁如期好。
随意随性秋木草，

不怨秋来，不怨秋来早

【浣溪沙】
 刀姐  谢刃

渐到风多露重时，
偏逢暮雨湿相思。
一年冷暖落花知。
尺素裁成梁燕去，
柳丝折后笛音稀。
夜来谁与递寒衣？

【一剪梅】
 刀姐谢刃

一院西风一院秋。
花落难收，		叶落难收。

荷锄篱下转斜阳，
朝种闲愁，暮种闲愁。

不觉薄游成久游。
身老宾州，心老宾州。

十三弦上少乡音，
曲冷西楼，月冷西楼。

【水龙吟】
 刀姐谢刃

	 雁过宏谷秋高，野云千里寒蝉
悄。
霜枫偷醉，芦花胜雪，可怜衰草。
寻梦天涯，结庐人境，林投倦鸟。
把春秋阅尽，东西游遍，无人识，桃
源道。
	 独向东篱残菊，忆当初，锦城年
少。
梧桐树下，墨池依旧，芙蓉含笑。
古柳斜阳，青山暮雨，等闲昏晓。
任西风卷起，归思几缕，叹红尘杳。
宏谷＝great	valley

【苏幕遮•舞】
 刀姐谢刃

赏烟霞，风雨后。
隐隐笙歌，时见兰花手。落月摇情云

出岫，凌乱相思，消得浮云瘦。
踏清音，舒广袖。

舞动红尘，流转秋波皱。莫却金樽新
熟酒，一抹斜阳，醉了溪桥柳。

【苏幕遮】
咏桂花自在飞花刘芸

簇星星，香款款，
月下梳妆，月下梳妆浅。

揉碎黄金馨蕊赧，
吟唱秋风，吟唱秋风婉。

玉腮柔，娇靥莞，
不语凝霜，不语凝霜缓。

懒与桃梨争夕旦，
休慕春光，休慕春光暖。

【采桑子】
 刘芸海外华夏中文学校

年会抒怀：
欣然屡作新州客，

薄暮轻寒，
枫叶流丹。

盛会相逢又一年。
新知旧雨樽频举，

笑语喧喧，
舞步翩翩。

华语传承筑杏坛。

生查子】
 秋思 芸

黄叶怅离枝，
簌簌勾愁绪。
非是恋秋光，
只是怜秋暮。
杯酒酿清词，

律吕滋幽愫。
心事总飘零，
恰似廉纤雨。

【苏幕遮】
 感怀老邪黄宏青

	 又暮秋，昭日少，树树枯枝，树
树枯枝老。
	 黄叶浮塘蛙鼓渺，白雾残阳，白
雾残阳照。
	 再生辰，花发早，岁岁添庚，岁
岁添庚恼。
	 寒月临窗思拟稿，却怨秋光，却
怨秋光扰。

【眼儿媚】
 芒草点方林万彬

芒絮风中绺绺柔，织女伴丝愁。
红叶未语，衰花将坠，抬眼欲秋。
旧事历历还重理，哪禁梦秦楼。
夕阳何在，紫罗兰上，却上心头。

【菩萨蛮】
 观跃虎摄artan race有感

点芳林万彬
冥色风啸山雨溅，壮情激越染林栈。

犹感古将军，挽悲歌战魂。
持机摄勇膘，风雨寒暑笑。
何妨鬓微霜，慰佳作频扬。

【长相思】
 点芳林  万彬
黄橙蓬，紫红丛，

簇簇道旁流水潺，点点清秋穷。
雨梧桐，烟崆峒，

天际幽幽露抹红，横桥卧古龙。

【如梦令】
 点芳林  万彬

长夜雨歇风骤，浅睡不觉曦露。

小径雾烟雨，忽有紫花相就。

盈袖，盈袖，

残月添灯人瘦。

【菩萨蛮】
蝉孙晴

西风渐著凉初透，
寒蝉唱彻黄昏后。

闲院落花轻，
有人着意听。
为谁凝恨久
人比娥眉瘦。

秋色老流年，月圆人未圆。

【眼儿媚 • 芦花】
 孙晴

瑟瑟西风几时休，

江渚泊孤舟。

丹枫似火，

落英悄掩，

眉眼凝秋。

断鸿此去无音信，

何处诉离愁？

夕阳残照，

芦花吹乱，

白了人头。

【如梦令】
 蝉  红樱桃 顾红燕

仲夏新蝉碧透，
聒絮不知更漏。
长梦伴深鸣，

却信和音依旧。
知否，知否，

已是衣宽人瘦。

【长相思】  
 旋律金秋唱芦花红樱桃

顾红燕
芦花飞，彩云追，

丝缕缠绵漫絮吹，

花飞合为谁？

水依依，山巍巍，

雁字成行思梦随，

故园亲望归。

【生查子】
 感恩日 - 行者无疆

周彬
独凭寒月窗，	一念相思起。

夜落满天霜，	花去人凋敝。

感恩共此时，	把盏家万里。

寸草几重晖，	俯首归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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