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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燕子捎不来春天，一个晴日带。
—— 唐•白居

易

雷锋

雷锋，原名雷

正兴，中国湖南

人 ，1940年出生。

他 1954年（14岁）

的时候加入中国少

年先锋队，之后在

1960年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同年

1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同

志、中国人民解放

军战士、伟大的共

产主义战士。雷锋

在短暂的一生中帮

助了无数人。一部

可歌可泣的《雷锋

日记》令无数读者

为之动容。"雷锋精

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人。

1962年 8月

15日，伟大的共产

主义战士雷锋同志

因公殉职，年仅 22
岁。因雷锋乐于助

人，所以雷锋二字

已在中国内地成了

"好人好事"的代名

词。毛泽东把 3月

5日定为学雷锋纪

念日。

春风吹又生的草儿不再有自卑的心里，应春风之邀入席，岂敢怠慢那一盏盏春晖？

奋发吧，向上吧，直到莺飞草长，柳醉春烟，紫斗芳菲，暖弄阴晴。此番努力才不算委

屈春天的邀请。一层层，脱去灰姑娘的旧衣服，一件件，换上春姑娘的裙裾，为此这世

界添了生机，改了头，换了面，这才不负劲草的义务与责任。渺小的，你不是风景线上

的局外人，努力吧，不要耽误了大好青春，那芸芸众生的一朵朵，才是改变世界头面的

主人。

风中有双会说话的眼睛，把春天封闭多日的心扉悄悄打开，她和煦的明眸，能穿越

愚昧和莽然，穿越回忆和风雨，让世界重回崭新的开端。那朵溜溜的云儿，从春天的山

南走向春天的山北，山还是那座山，而景致却崭新崭新。那个溜溜的人儿，有从春天的

山脚走向春天的山顶，人还是那个人，而深情更加真挚浓厚了，她们迈着不变的步伐与

春天续约，要找回生命春天里的全部内容。

袅娜的柳叶儿百般妩媚，江南春江水暖的画卷再

一次被渲染。苏杭破晓，碧波如镜，那样的景致离我

家很远。杨柳夹岸，青山对出，那样的景致却就在我

家的门前。美景天天在眼前晃荡，有些时候真的全然

不觉，当春天从门前路过，轻风徐徐吹来，柳丝舒卷

飘忽，那颗不被打动的心也有了颤颤的激灵——原来

风景天天陪在身边。太阳用光芒的梳子，细心梳理出

烟柳的温柔与妩媚，暖暖的阳光从臂弯滤出风情万种，

迷惑了穿云的燕子，迷惑了水里的游鱼，迷惑了春水

上那对毛眼眼的鸭子。柳是召唤春风的信使吗？是的。

那人算得上春天的信使吗？这真的说不好。人对春天

的理解没有物对春天的理解真诚、敏感、透彻，因为

物无私心，情感发自本能。人呢？居心叵测，情感发自主观。

妖冶的百花，花里胡哨的开了，来一番搽脂抹粉，扮靓了世界。和鸣的百鸟，那风

情万种的放歌，打乱了歌唱家的节拍。“春雨蒙蒙的下，绿了河边的杨柳，红了村前的杏

花，这是生命在歌唱，这是种子在发芽......”那孩童简单的歌唱激励了春雨的执着与勤恳，

洗去了往夏风尘，带走了往秋的哀怨，安抚了去冬的潦倒。春风努力施舍着温暖，直把

大地逼出色彩，直把土地逼出香气。世界就这样一夜之间踏入了青春期......
切莫信，关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如果你一意孤行，那就太糊涂了，你

注定是一个失败者。春天就是春天，没有春华哪来秋实，没有春光哪来丰年。春天是希

望的播种者，为的是给这百孔千疮的世界减负，她是世界的建设者，也是世界的装修工。

与春天一同起步吧，给春天做个伴吧，莫太相信宿命的谣言。积极一点，站在春天的起

跑线上，积极才是胜利的源头和终点。

远方的朋友说：知春的人生，更干净，更纯粹，更饱满，才能活出生命的精彩。我

想：能够在春风里品味出春天的人儿，人生就会多一份明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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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班组织代课教师进行学情分析，

集中探讨上一阶段本班学生学习情况，针

对性较强地提出相关建议，提出下一阶段

目标（右图）。

2、组织召开本学期第一次家长会，家

校合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3、班级在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召

开主题班会（左图），倡导学生形成积极

健康的价值观，将雷锋精神结合时代特色

予以弘扬。

4、组织召开“荐宝”活动，学生自己

推荐“宝物”并讲述其历史渊源，培养学科

兴趣，提升学科素养。

5、每周一次的散文推荐会如期进行，在提高

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还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生

活、善于思考等品质。已成为本班文化建设的亮点

之一（右图）。

6、良好的学风正在形成，

左图为课后学生主动向数学老

师请教。

7、继续推进学生公寓文明

建设活动，营造温馨舒适的住

宿环境。

8、积极准备，信心满怀地应对下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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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太阳甚至能给最普通的花带来
新生。 —— 司徒特

春天最难过的是没有收获的耕耘；人
生最难过的是失去信念的寂寞。—— 佚名

506 班 郝雨薇

那个可以任意挥霍的年代，人们叫它“青春”。
墨色的天幕挂在头上，让繁星点缀的格外神秘，最闪耀的那颗星，一定是我们的青

春。旅途中的我们，偶尔也会迷失方向。青春，一段纠结的岁月。我们想快快长大，逃

离父母的束缚。在外面的世界自由翱翔。但是呢？我们又是多么害怕长大，害怕青春流

逝，害怕突然发现青春不在，害怕一切都成为过往云烟。

青春，就似一颗水晶球，透明，清澈，又容易破碎，它是敏感而又脆弱的，其实泪

水过后，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人生是一条马路，你们青春就是一条致命的转折点；

如果说人生是曲美丽的乐章，那么青春就是其中的画龙点睛之笔；如果说人生是各样的

天气，那么青春就是阴晴不定的天空。

青春，那个可以放纵的年代。我们年少轻狂，我们渐渐长大，我们笑过，哭过，疯

过，逃过，玩过；趁现在，好好把握青春，别等青春的字眼渐渐模糊时，才想起那段美

好时光。

其实，青春也是孤独的，之前说好一直一起，每天都形影不离的朋友因为种种原因，

慢慢离去，难道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吗？

“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触动，但，青春不是林黛玉，

不回因为忧伤而风情万种。所以，我们要用快乐的态度去面对一切，愿我们都能在阳光

下像个孩子，在风雨里像个巨人。

用顶风迎雨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青春，一本打开了就合不上的书，趁我们

还年轻，认真去谱写我们的青春！ （完）

1940年12月

18日出生，当时

正处于抗日战争

时期，人民生活于

水深火热之中；雷

锋曾在一篇日记

中写道：“我家里

很穷，奶奶、爷爷、

父亲、母亲、哥哥，

都死在民族敌人

和阶级敌人的手

里，这血海深仇，

我永远铭记在心

中。”

雷锋的爷爷

叫雷新庭，以租种

地主的田地谋生，

整年辛苦劳作，但

仍无法维持家人

的生计，最后身染

重病，卧床不起。

雷锋 3岁那年冬

天年关时，地主唐

四滚前来逼债，要

雷家在年前还清

租债，雷新庭无力

偿还，悲愤交集，

病情加重，在过年

的鞭炮声中被活

活逼死。

父亲雷明亮，

参加过毛主席领

导的湖南农民运

动，当过自卫队

三月，万物复苏，春色正浓。点点嫩叶，脉脉温情，殷殷桃花，是冬儿走的太匆忙，

还是她不曾遗忘，遗忘了这春风十里桃花香？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花间的

诗，唇边的酒，恣情的阙词。那这枝枝娇滴滴的桃花，到底津润了多少伊人的泪，又洇

染了多少世人的情……
“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盈盈春期，柔柔凤岚，十里桃花开。那又是

谁？一笺桃香，一抹春暖，红尘水湄间，执笔年华，情深意长；一悸花红，一颤心动，

三生轮回里，痴等顾盼，情暖相惜。醉了春风，忘了流年，朵朵相思片片情。桃花盛开，

花香满袖，绵软馨香，万种风情。桃花妍，香浅浅，意徐徐，流云梦，琴轻弹，入云烟。

灼灼芳华，微风漫拂，执子之手，那又是谁？回眸轻颦，娇语呢喃，轻惹这春风十里桃

花幽梦涟涟？

人在花中游，“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灵动的神笔，桃花初开，蜜蜂踌躇，彩蝶

嬉舞。撷一束光影，弹一场倾心的爱恋，春风暖，桃花香，繁华一梦，诗沐年华。风中

写字，水意清欢，穿越时光的生灵儿，暗香拂袖，恣意挥洒，轻轻吟唱。那近在咫尺的

红尘，是桃花熏香了脸庞，还是脸庞迷情了桃花？希翼的时光，刹那的萌动，十里桃花，

灼灼桃夭，瓣瓣香溢，朵朵娇媚，醉了光阴，倾了年华。

花不断十里，香不断百里。轻轻和风，淡淡花香，十里桃林，飘逸淡雅，莹洁无瑕，

玉蕊楚楚，微波荡漾。那是瞧见了花儿吐露了芬芳，还是纷扰了春天滴答了思念？漫步

徐行，十里桃林，百里芳华。信手轻折，顾盼轻捻，幽幽花香，脉脉春风，曼妙芳华，

心旌荡漾。执一阙相思，拈一缕柔情，拂开三月桃花，轻点红颜眉间一点朱砂，静听心

语呢喃。或许，爱了，便多了想法；念了，便少了疲倦。

人面桃花相映红，一隅红尘，一川烟雨，缱绻情思，优雅涵芳。缓行，芳踪潜，流

水转，浅笑嫣然间，那又是谁？温婉呢喃，摇曳翩舞，细观人间情愫弦，曲幽弹，梦里

梦外踱悠闲。只可惜，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否否如昙花，一朝回顾，望断天涯

路？还是情迷幽兰涵芳，繁华翩舞，花舞尘间，春风十里桃花香？

“隔了千万年的光阴，我还是认识了你。”看着粉嘟嘟的桃花，闻着桃花淡淡的幽香，

嚼着桃花的窃窃私语。花枝俏，花枝笑。短暂的演绎，平凡的书写，刹那的念想。桃之

夭夭，灼灼其华。怎奈“一夜东风花压枝，落红飞絮满径香。”桃林依依，粉瓣翩翩，三

月桃花颜，纷纷落落，飘飘扬扬，沁染心田。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知否，知否，“无可奈何花落去”？静水

年轻的三月里，轻薄的风带着桃花的颜色缓缓吹过来，吹过来，让世界躲闪不及，

让万物躲闪不及，世界心跳加速了，万物的心跳加速了，蛰伏了一冬的大地慢慢苏醒，

沉睡的梦儿渐渐被吵醒，醒着的快乐忽地被点燃。那颗一度枯萎倦怠的心又增添了百

倍的雄心，万物心甘情愿把一切交给春天涂鸦，涂红就红，涂绿该绿，靠着春天的肩

膀，不怕丢失主张。我也干干脆脆把自己交付于春风打点了，心海涟漪串串一直奔涌

向前，抚摸着希望的彼岸，这样我还有万物连同春天都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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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会生长，秋天
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嚐。—— 海德

黑夜再长，白天总会到来；寒冬再
长，春天总会到来。 —— 佚名

禅有意，落花悄无声。暖风吹，桃花飞，清香芬芳“恼”人醉。香韵迷离，桃花魂散，那又

是谁？轻啄心弦，嗟叹幽怜。芬芳寂寥，花语嫣然，又是谁？巧墨云纤，眸底凝韵，一抹

春光，十里桃香，捻桃情朵朵，浣懿丝纤纤，风韵纠缠，痴等千年。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一

场十里桃花，开在春风依却相忘的天涯。那这一份清纯的牵挂，又怎堪空负了青春年华？

佛说，笑看花开是一种好心情，静赏花落是一种好境界。暖暖阳光，熙熙心情，呓语倾心，

灵动神痴芳菲醉。然，终归落花无情，流水有意。那这倾情动人的瞬间，斑驳了谁的容颜？

清新飘逸的画面，牵绊了谁的想念？春风十里桃花沁落的一地红，那又是为谁花开？为谁

馨香满路？卿卿少年，拈花回眸间，又是否还一如当年？

雨水敲打了无眠，岁月苍老了容颜。那这平静的痴痴白纸又将要承载了多少故事，从

如花似玉的邂覯，一直走到凄美悲伤的离别。清风盈，花语休，眉间发梢掠过，心语呢喃，

那这陨落的一地红是在佛前跪求了千年，温柔的梦扶摇于梦想的水云间，还是清透的诗心

婉转于红尘，颠簸流离了纠缠？

情真真，意切切，轻抚琴弦，凡尘的烟火，人间的流岚，日子久了，便却

清泉，不过一场清欢。我们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这样有着数不

尽的桃花？开了，谢了。宿命的羁绊，命运的交错，落寞的年华，

岁月的苍老，然蹉跎间，又可曾记得那昔日的春风十里桃花香？

前世余香的盟言，静寂阪依的安暖。这拈花浅笑间，又是否会真的

幡然醒悟，生命只不过是那一树花开，“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置身

何处，而是我们将前往何处。”
回顾过往，时光又宛若飞花在命运间旋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宛若三生三世，

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在这十里桃花，春风袭人的时刻一一渐次而来。从青涩到成熟，从

懵懂到纯粹，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背着行囊不断修行。轻佻时光，那些已过去的岁月，

那年的春红，还记得曾又醉了谁？时间是过客，我们才是主人。那在每一朵幽幽的花瓣中，

你是否又曾遇到另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望着这春风十里桃花，闻着这悠悠的花香，

你又是否真正的意识到，事过境迁，物是人非，生命不因任何人停留，“如花美眷，她终抵

不过逝水流年。”
“人面桃花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灼灼，枝叶蓁蓁，花开是缘，花落是劫。

再美丽的花朵，也有凋零殆尽的时候；再丰富的人生，也有烟消云散的时刻。山河大地都

是微尘，那何况微尘中的微尘我们呢？就像任何事情，她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试着

学会接受和懂得，毕竟，那热闹之外才是生活，“褪了色的时光，才是时光原本的颜色。”
那春风十里桃花香，又怎堪“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呢？ （完）

长。1938年被

国民党抓去，遭

到毒打，造成内

伤和残疾，回到

家乡后边养病

边种地勉强度

日。1944年又

遭到日寇毒打，

伤势更加严重，

翌年秋天不幸

逝世。

哥哥雷正

德，十二岁时外

出当了童工，在

繁重劳动的折

磨下得了肺结

核。一天，他突

然昏倒在机器

旁，轧伤了胳膊

和手指，被解雇

后又到一家印

染作坊当了童

工，由于劳累过

度，肺病加重，

又无钱医治，没

几天就死去了。

弟弟也因为饥

饿而死去。雷锋

6岁的时候，家

里只剩下了他

和妈妈两个人。

雷锋的妈

妈也是一个受

尽折磨的苦命

稀里糊涂，冬去矣！柳吐新芽之际，方觉似乎欠着冬日一个雪人。

哎，悔之晚也。既已然错失雪趣，那就猛烈地捕捉春乐吧。

自古以来对春的咏诵不可谓不多，概而述之，不外乎“希望”、“温

暖”之属，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仿佛不知道得过得有多惨——其实大可

不必，冬有冬的情，春有春的趣，情趣之间，尽是斑斓。在我看来，春

较之于冬，最大的特点是自由。

这种自由首先是发自发肤的。冬日的酷寒不免会让人加衣着帽，在

儿时的冬日早晨，最发愁的不是起床，而是起床后的第一项工作——穿

衣服。里三层外三层、毛衣毛裤、棉衣棉帽，本来如柴之身，经过这么

一番折腾，终成鼓囊一团——臂抬不高了，腿扔不开了，戴着手套的手

握拳不能、直伸不可，颈蜷缩在围脖里，舍不得扭动一下，梗到发僵……全身最灵活的零

件当属双脚，套着棉袜棉鞋还能和拨浪鼓似的在雪地弹跳——原来是冻的实在没招儿了。

这重重棉装裘裹仿佛已经将毛孔通通堵死，怎一个“憋”字了得？这种感觉，比之被窝里

发肤无甚遮掩时的那种自由自在，哎呀呀，不能同语。如此推理，夏天穿的少，发肤在夏

天会不会自由许多呢？绝对不会！如果说“憋”到最严重是“憋死”的话，那么冬天的“憋

死”属于“他杀”，而夏天的“憋死”则属于“自杀”。因为冬天发肤不自由是因为衣物

装裹，而夏天则是因为肌肤自生的汗液好像马上就会变成一种强力胶水，硬生生地将身体

与外界的通气管道给黏合封闭上了，憋的更难受，而且是自作自受……总之，冬夏发肤不

自由。

春天，不但发肤自由，而且行为也自由了。这种自由不单单是

肢体上的自由，而且还有空间上的自由。阳春三月，不会因为想去

某地而被严寒酷暑所阻止，只要心之所及，力之所至，抬腿便可出

发，最起码可以到室外舒适地溜达溜达。儿时春天的乐事有很多，

其一便是放风筝，与其说是放“风筝”，到不如说成是“放风”，毕

竟憋了一冬了——寻一个一次性塑料袋，摸一团从旧毛衣上拆下来

的毛线，这就是“风筝”，这种风筝虽然飞不高，但丝毫不影响放

风筝的热情，撒开了腿跑，摔他几跤又有何妨？跑吧——就像久狱

初释一般，管他南北东西，任他左右前后，跑个精疲力竭，跑个酣畅淋漓，自由万岁！前

几日趁着日暖风舒，我还又尝试着疯了一把，十大几年没放风筝了，一个四米大的“蝙蝠

侠”扶摇直上，直至线尽。飞吧，飞吧，俯瞰这世间春景；飞吧，飞吧，搏击那浩瀚春波；

飞吧，飞吧，这是自由的季节；飞吧，飞吧，这是春的馈赠！人们的身体从室内走向户外，

人们的内心从地平面飞上天空……

在春日里，谁都不能阻挡你自由的思绪，谁都不能阻挡你自由的脚印。和风、细雨、

暖日，嫩柳、新草、飞莺，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由的陪衬，天地任我行，古今凭我品！

春，是自由的！

（完）

506 班 张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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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百花盛开，夏天收割大忙，秋天果实
累累，冬天舒适地坐在火炉旁。—— 奥维德

春天的意志和暖流正在逐渐地驱走寒
冬。 — 纪德

506 班 温瑞红

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不像玛雅人所预言的那物种灭绝，灾害濒

发，物种变异。只不过是地球的主宰者“人类”几近灭亡罢了。

当然，是几近，而现在的人类也只剩下一人罢了。人类唯一的“幸存者”在房中枯坐。

面色苍白，神情呆滞，‘裸露的手腕可以看见深浅不一的伤痕，像是用利器刮出来的。但

幸运的是，他还活着我孤独而寂寞的活着。

突然，想起了一阵“敲门声”，听起来杂乱无章，但确实是敲打门的声音，很用力，

一下又一下。他急忙跑过去，其间还摔了一跤，满怀希望的打开门。没有，什么都没有一

阵风吹过，好像有什么东西碰到了他的脚低头一看，是一个还有一些饮料的饮料的饮料瓶。

他愤怒的踢开了饮料瓶，随后大踏步的走出了家门。连门都不需要锁，因为没人会进他家

偷东西了。

他走出了家门，在路上灵活的避开了各种障碍物。包括，停在路

中的汽车、倒掉的垃圾桶，以及玻璃碎片，他走过一条条狼藉的街道。

到了目的地，那是一家音像店。音像店里很狼藉，像被人多次翻找过

一般，他从中又装走了一大袋的碟片，有电影、歌剧、话剧、喜剧、

朗诵、摇滚乐。

他回到了家，将碟片播放，音量调到最大，震耳欲聋的音乐发出。

如果是末日前，会有上百户的人举报他吧。想到这，他笑了。渐渐的，太阳的余温也消失

了。整个城市，冰冷、肃穆、黑暗、空洞！

在世界上最后一个人的房间中，发出了一阵又一阵周氏喜剧片的声音。依稀是九品芝

麻官里的经典片段，芝麻官和李莲英在激烈的问候对方的十八代祖宗。本是今人发笑的桥

段，可除了这些声音确是寂静无声。过了一段时间，响起了一阵短促而杂乱的声音，向声

源看去。凌乱的茶几上摆放着泡面桶，还洒出了一些。白色的茶几上好像又多出了一些别

的颜色，滚烫，鲜艳，浓稠的液体。借着月辉，依稀看见是如太阳一般的颜色，衬着白色

的茶几，格外的醒目。而沙发上也沾染了红色，还有一只手，手中抓着水果刀，刀上带着

血迹，而另一只手垂在沙发边缘上，手腕上纵横的伤疤上，又多了一道可怕而狰狞的伤

痕……

他死于孤独！ （完）

人。她是铁匠的

女儿，生下来几

天，由于过于贫

穷，父母没能力

抚养，就把她送

进长沙一家育婴

堂，简家塘一个

姓杨的奶妈把她

抱回家抚养，6

岁时把她送给雷

家做了童养媳。

后来，雷锋的母

亲张元满被地主

唐四滚凌辱而自

尽。

雷锋在七岁

时就成了孤儿。

邻居家的六叔奶

奶收养了他。他

为了帮助六叔奶

奶家，常常上山

砍柴。

1949 年 湖

南解放时，小雷

锋便找到路过的

解放军连长要求

当兵。连长没同

意，但把一支钢

笔送给他。1950
年，雷锋当了儿

童团团长，同年

夏，乡政府的党

支书供他免费读

书，1954年加入

中 国 少 年 先 锋

队。

——读《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有感

夜华的爱是深沉且隐忍的。生在帝王家，他身上有太多的责任和枷锁，逼得他不得不

将自己的爱隐藏，然而，他们之间的信任太过薄弱，宛如晶莹剔透的水晶球，美丽而易碎。

自古帝王家最重的就是门第观念，即使是九重天上的天族也亦不能免俗。此时身为凡人的

白浅，也就是素素，自是不能被天族所容。为了挽救自己所爱之人的性命，夜华用了最笨

的方法，将素素的眼睛赔给了素锦，即伤了对方也苦了自己，然而始终还是逃不过命运的

捉弄。诛仙台上决然而下的身影，结束了白浅的情劫，却也带走了夜华生的欢乐。看到这

里，想到了泰戈尔的名言，修改一下放在这里很合适。世界上最遥

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爱入骨

髓却要装作毫不在意。夜华独自承受的痛苦太多太多了，然而最苦

的是自己所爱之人不信任，不理解自己。

白浅去往十里桃林笑着对折颜说；我记得你这里有一种酒，名

曰桃花醉，喝了就可以把想忘记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此后，这世

上再也没有东荒俊疾山的素素了，那只不过是青丘白止帝君“狐帝”

的玄女白浅上神做的一场梦，带着无尽的苦楚和微微的桃花色。梦

醒之后，梦中如何，便忘干净。

忘记一切固然不会痛苦，但着实很残忍，因为它不仅清除了痛

苦，连带的连曾经的幸福也一并抹杀了，这对夜华来说是何其残忍。

明知铭记往昔是一件极痛苦的事，然而夜华任选择了铭记，因为对夜华来说，那是他生命

中最美的颜色。

三生三世，爱恨缠绵；天荒地老，痴情动天。夜华的深情令人动容。三生三世，只爱

一人。纵然白浅心中有的只是墨渊战神，但夜华三生三世的等待最终换来了白浅的真诚相

爱，就像七万年前司音苦苦等待墨渊一般，白浅也亦不是当年的司音了。经历了三世的磨

难后，夜华和白浅最终在一起了，真正阐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三生三世的纠缠，最

终修成正果。

三生三世，沧海桑田，十里桃花，依然灼然。 （完）

506 班 王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