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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是一名普普通通的
工人，他用他瘦小的身躯，支撑起
一家五口的经济来源。

我的爸爸工作很辛苦，每天
都要起早贪黑。今年这个暑假，我
没有去乡下陪爷爷奶奶，而是在县
城里陪爸爸度过。在我的意识里，
每天清晨五点，当我还在被窝里舒
舒服服地睡懒觉时，爸爸就已经起
床出去工作了。有时连早餐都没
来得及吃，就骑着摩托车与妈妈飞
驰而去。晚上，爸爸有时七点钟到
家，但有时加班，九点钟才回来。
这时候，我已学会了妈妈教我炒的
几个小菜，煮给正在饿肚子的弟弟
吃。当然，我也要做好饭菜等待着
爸爸妈妈的到来。

我的爸爸身体不是很好，二
十年的辛勤，有了腰疼的毛病。
记得有一次他犯病时，痛得在地
上直打滚。作为女儿的我，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我多么希望自己
当时变成一名医生，能治好爸爸
腰疼的毛病。有时我问爸爸：“您
可以不干这行吗？毕竟这行太辛
苦了！”爸爸无奈地说：“你爸爸读
书少，只懂得干这行。你在学校
一定要努力读书，不走爸爸的老
路！”爸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在学
校好好学习，不辜负您的厚望！

我的爸爸不是很爱笑。也许
是他知道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他
才这样的吧！他得养活一家五口
人，他得供三个小孩上学、读书。

那天晚上，我看见爸爸茶饭不思，
眉头紧锁，就问爸爸：“怎么了？”只
听他唉声叹气道：“又没活干了，没
活干就没工资，这一家人的开支怎
么办呀？”我安慰道：“爸爸别伤心，
活总是会有的。爸爸，好久没看到
您笑了，笑一笑，十年少！”岁月无
情，它在爸爸的头上画出了一根又
一根白发。其实，我知道，在我取
得优异的成绩时，爸爸会笑；当弟
弟期末捧上“三好学生”的奖状时，
爸爸会笑；当妹妹的学习成绩进步
时，爸爸也会笑。

我的爸爸生活很俭朴。对于
吃水果这种事情，我爸爸从来不会
去买，他嫌水果太贵。别人送来的
水果，他总是要正在长身体的弟弟
妹妹先吃，自己吃他们剩下的。每
逢过年时，爸爸总要求妈妈给我们
三姊妹买新衣服、新裤子、新鞋
子。而他们两个，一年到头来也没
见着穿过一件新衣服。

有人说，平凡之中才能显现
出伟大。而我的爸爸，就是世界
上最伟大的爸爸，他工作忙碌、俭
朴、爱家，他虽书读得少了一点，
但他工作努力的态度和那颗爱子
女、一切为了子女的心深深打动
了我。无论我怎样去回报他，也
只不过是滴水之于长河。那如山
般沉重的父爱，将会永远鞭策着
我们三姊妹在学习、生活道路上
不断前行！

（指导老师：吴 资）

◆心声

我 的 爸 爸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刘 澜

“万紫千红总是春，醉美九龙四月天”，在我
们的校园里，到处都洋溢着春的气息。你瞧，花
坛中各种各样的花都在争奇斗艳；校道两旁的树
木都抽出了细细的嫩叶；后山上的小草带着泥
土的芳香探出小脑袋，这里一丛，那里一簇；那
成片的竹子都在欢快的随风起舞；一栋栋崭新
的教学大楼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庄严。
就是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下，孕育出了一批批的阳
光少年，我很庆幸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

替母解忧乐开怀

在父母面前，我永远都是他们的贴身小
棉袄。

在读五年级的时候，妈妈被他们单位安
排在我校负责报刊征订工作。由于他们单位
多年未跟我校有业务上的来往，所以工作很
难展开，屡碰钉子，妈妈为此寝食不安，不知
如何是好。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千方百计
的想帮帮妈妈，无奈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直至有一天，我班上的那位捣蛋大王在我千
百次的劝教下，终于被感化了，主动向我认错
并从此循规蹈矩。我突然灵光一现，向妈妈
献上一计：以最诚恳的态度给各班的老师打
电话，做出承诺，保证成效，请求他们给一次
机会。妈妈一听，立马依计行事，经过无数次

的联系，最终感化了所有的老师，圆满完成单
位交代的任务，把妈妈乐得直夸我是个能帮
家人排忧解难的贴心小棉袄。看着妈妈满是
笑意的脸庞，我自然也是乐开了怀。

乐于助人好伙伴

美丽的校园，一直是孕育真挚友情的好
场地。

那是在六年级时的一节课上，我的同桌
突然肚子痛，便请假去了厕所，可是过了好大
一会还不见回来，我便主动跟老师说去看看
情况。未料我去的正是时候，只见同桌满脸
涨的通红，双手捂着肚子，表情甚为痛苦。原
来，她便秘了，怎么也拉不出，难受的哭了起
来。我赶紧上前扶着她，在臭不可闻的厕所
里给她最真的陪伴与安慰，一直到报告老师，
把她妈妈请来了，给她用了药，解决了痛苦才
离开。老师和她妈妈一个劲地夸我是个乐于
助人的好伙伴，看着好伙伴充满感激的眼神，
那一刻，我笑得比阳光还灿烂。

暮春的校园异常的美丽，校园里的每一
个阳光少年都散发着不一样的光芒：洒在父
母身上，化成无限的欣慰；洒在同学身上，化
成渗入心底的愉悦；洒在校园里，让每一个角
落都光芒万丈！

◆青春

美丽校园 阳光少年
隆回县九龙学校七年级52班 胡 玥

三月春风寄信，邀我共赏油菜花。
我独自一人前往，走到刚冒绿的草地，感受脚下泥

土的柔软，微风中带着些许油菜花香扑面而来，顿时心
灵疲惫一扫而空。这时太阳照在身上的温暖让人忍不
住眯了眯眼睛，伸展着胳膊踢了踢腿，放松心情来感受
这美好时光。

席地而坐双手后撑，徜徉在这片黄色花海中，看着
天空白云飘动。观察一棵油菜花的整体构造，从茎到
叶及花，长长的茎由粗到细，由坚韧到柔嫩，目光随着
茎的分枝就看到了密密分布的黄色小花。那种黄色是
偏于深黄和淡黄之间恰到好处的颜色，能吸引住眼球
却不过于夺目逼人般闪眼。油菜花的叶子往往是不引
人注目的。因为它的叶子从根部开始越往上越小，颜
色也越来越淡。当我们从远处看那片黄色的油菜花是
不能使人感到满足的，那些花儿总是会让人忍不住到
眼前一览芬芳，轻轻触碰它的花儿，用手拈这一朵俯身
轻嗅。

你若是一位有心人，出行前必定会带上相机或者
是手机，拍照留念这份春情，遇到同样的人不必言说彼
此相顾一笑便足矣。若是因为心急看到这黄色海洋而
忘却了这事，则会懊恼的拍了拍头然后即释然了，心想
既然不能“带走”这美景何不让此时的美景留念在心中
呢？我们随着开辟出的小径行走，伸开双手触碰油菜
花儿，无所牵挂无目的走，享受这静谧的时光，一扫旅
途中的疲倦，真让人不枉此行。

如果你是花的主人，这时你的脸上肯定泛起带着
骄傲的笑容。这花不仅是日后的粮油还是现在带给人
无数快乐的解忧花，看着在花旁追赶的小孩们似严肃
却含着笑的说：“要好好爱护这花儿。”那些小孩似懂非
懂的点头自己则摇头笑了笑，看着天空喃喃道：“今天
是个好天气啊！”双手放在身后踱步走了。

如果你是一位画家，这时在这些花面前无限感叹这
春天的馈赠，把带着的画板拿出坐在田梗上，细细描绘
这风景和挂着笑看风景的人，身旁不知何时围过来的小
孩不约而同的说：“这画真美啊！”这时你也不禁脱口道：

“是啊，真美！”而他们却不知你说的是画还是这美景。
如果你是一个流浪者，偶然经过这花海也抑制不

了停下奔波的脚步，心中情愫暗生摸出身上携带多年
的口琴，细细抚摸片刻便在这油菜花海中吹奏起来。
这时花儿跟随飞扬的音符轻轻摆动，蜜蜂蝴蝶也在旁
边应和着，四周寂静极了。这是你和花儿们的世界，然
曲终人散，你仍继续行走，走上十几步终是忍不住回头
一看，这一眼便是千年。

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随你口中的诗句在风中一
一飘散开来，只是因心所感由情而发。这些花儿在你
眼中就是一个挥动浅黄色薄翼的精灵，轻轻的在每个
人的身旁飘过，她们的美丽是不可言说的静心之美，无
法用优美的词汇去诉说，然而你最终还是怀着眷恋悄
悄的走了。

随着时间的悄然离逝人也一一的散去，而花儿们
却依旧开着她们的花，静候下一个不期而遇亦或是命
中注定的友人。她们会一直在那里，直到落后入泥，等
待来年春再会。 （指导老师：刘 剑）

◆记录

徜徉花海
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二615班 罗久红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拥有着令世人惊叹的文化遗
产，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价值
之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流。
中国的美，美在其特有的包容性，
突出的表现在兼收并蓄的大美之
上。

中国的京剧极具魅力，外国
朋友来华游玩都不忘带几件有关
京剧的小物什回去。像印有京剧
脸谱的T恤衫就特别畅销。事实
上，京剧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北京
戏剧。京剧的形成也是在文化交
流中产生的。亁隆年间，四大徽班
奉命进京演出，徽调融入北京词
汇。道光年间，汉调进京，参加了
徽班的演出，“徽汉合流”逐渐开始
了。中国的京剧凭借着兼收并蓄
的大美，又在吸收秦腔、昆曲等地
方戏曲的基础上形成了京剧。京

剧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清末
由北京走向全国各地，甚至成为全
国流行的最大剧种，至今仍受到广
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假若没有兼
收并蓄的大美，又何来京剧一说
呢？最终也只能形成规模小、影响
小的地方性剧种罢了。京剧之所
以成为中国的国粹，是因为京剧是
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在文化的
碰撞下产生的精品。

来中国不光要看京剧，也应
该品尝一下中华美食。中国人爱
吃，还吃出了文化。中国有八大

菜系，粤菜清鲜、湘菜火辣、鲁菜
雍容、苏菜精致、浙菜清爽、闽菜
富贵、徽菜细腻、川菜麻辣。中华
美食实在是太多了，相信总有一
款适合你。譬如广东酸甜可口的
糖醋咕噜肉、四川麻辣酥嫩的麻
婆豆腐、湖南香辣味浓的口味虾
等等。我在这里强烈推荐你品尝
一下中国的奶茶，奶茶的诞生也
伴随着一次伟大的文化交融。很
久以前汉人在一次战争中偶然捕
获了少数民族的几名厨师。在厨
师的影响下，汉人也爱上了香甜

浓郁的奶制品。汉人依托当地特
有的山地地形、多云雾、酸性土壤
等优势大量种植茶树，并对茶这
种饮品爱不释手。后来，聪明的
汉人将香甜浓郁的牛奶按一定比
例配上口感醇厚且带有清香的茶
形成奶茶。不得不说，奶茶的形
成是在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
下完成的。正是在兼收并蓄的大
美之下，人们才会创造性地将奶
与茶混合，形成更美味、更健康的
奶茶。这是一次伟大的美食碰
撞，更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融。

大美无言，中国人以其特有
的包容性和兼收并蓄的大美感染
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力前行，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界惊叹的
作品，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
文化交融。

（指导老师：胡 梅）

◆思考

大美中国
邵阳市第二中学490班 李超颖

本不该出现在我视线里的
是那位穿大红衣的姑娘
两根麻花大辫
浑身上下
都唱着老土又喜庆的歌
我们在六月狂奔的风里追赶
遇见一排排山峦
她们有着螺子黛一样的颜色
我们停车
朋友悄悄递给我一顶淡黄色的草帽
我戴上
笨手笨脚地走到田埂上
踏进稻田里
去抚摸刚打了个喷嚏的绿苗
这时她跑过来
鼻上的几颗麻子乌黑乌黑的
右手掌心里却安然地睡着一只眯眼的燕子
她望着我 微微地笑 不经意间抬高手臂——
燕子飞了……
我盯着那只穿着墨色西装正翱翔的燕子
怔怔地站在泥土里
只觉得那姑娘的身上有朱砂一般
晶莹剔透的红

◆诗园

燕燕 子子
张 乐

草 坪 在 操 场
边上，一年四季都
绿草如茵。尤其
到了春天，草坪里
更是绿油油一片，
嫩嫩的，软软的。
瞧，它正在朝我们
招手微笑呢！

天 气 好 的 时
候，偶尔会有几只
灰蚱蜢从草坪里
蹦出，像一个个小
屁 孩 ，活 蹦 乱 跳
的。我们禁不住
会 走 向 前 去 捉 。
待到就要抓住之
际 ，蚱 蜢 倏 地 一
跃，早已无影无踪
了。运气好时，偶
尔 也 会 抓 住 几
只。我乐滋滋地
把它们放进塑料
袋 中 ，扯 几 片 草

叶，放进袋口。灰蚱蜢仿佛噘着嘴儿，挑逗
着我们笑呢！上课的时候，心里总是痒痒
的，忍不住看看蚱蜢是不是长了一截。有
时候蚱蜢会钻出塑料袋，呼吸新鲜空气。
我生怕它被别人伤害了，迅速蹦过去，用盒
子左一下，右一下赶紧将它们罩住，再小心
翼翼地快速打开塑料袋放回去。看到它们

“故地重游”，甭提有多乐了！
累了，便躺在树荫下，嗅着青草的香

味儿，嗅着土地的清新，一切劳累顿时烟
消云散。

我看着成片的小黄花，恍惚间自己也
成了一朵小黄花，为春天绘出一幅多彩色
的画，唱出一首动听的歌。

一丝凉意袭来时，草坪上的四季桂又
开放了，一簇簇，一串串。我们循着花香，
纷纷来到这里，细细咀嚼着，品味着。那或
浓或淡的香气，连香水都自愧不如。我们
边品着桂花香，边找着三叶草。三叶草长
在草丛中，像星星一样零零散散。我们翻
开草丛，一只蚂蚁爬出来，憨头憨脑的好奇
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当你又一次次翻开，
呵，一根宝石般的三叶草终于跃入眼帘。
我扯出，洗净，送入嘴里。嚯，一股甘甜在
嘴中弥漫开来，也在心中弥漫开来……

哦，神奇的草地，让我深深地陶醉。
（指导老师：向 辉 龙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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