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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眨眼间溜
走，“毕业”这个残忍的字
眼如刀锋般刺痛我的心。
和好友的分离让原本不善
交友的自己愁绪万千，我
以为我这个不讨喜的性格
不会再得到他人的青睐。
更何况，在这样一个人人
都有两把刷子的重点高中，我只是个
不起眼的存在！可没想到，上天如此
眷顾，让我遇见了菊。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还没
褪去的夏日气息热得人们汗流浃背。
因为高一新生开学，二中到处都挤满
了人。父母在将我床铺打点好并千叮
咛万嘱托一番后便离开了。从没读过
寄宿的我看着这陌生的环境、陌生的
面孔顿时不知所措。正当我准备出去
透透气时，一个身材魁梧的女子挡住
了寝室门，身后还拖着一个大红箱
子。我仔细打量了她一番：一头略显

“凌乱美”的短发，身着宽松上衣和加
大码的牛仔裤。此时的她就像刚跑完
马拉松回来的运动员，上气不接下气，
豆粒般的汗珠在她额头上挂着，让我
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她不好意思地
苦笑了一下，并跟我介绍她自己。也
许是缘分罢，让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
人变成了好友。

为期一周的军训让我们筋疲力尽，
却也增进了我们的友谊。瘦了一圈的
我食欲大增，每天一下课就跑商店去大
吃特吃。至于菊，看她那吃相，再看她
那分量，我也真是不能与之比拟了。也
许是我的“生物钟”被军训调乱，又加上
从小免疫力低下，高烧在半夜突袭。我
一个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滚烫的泪水流
过我的脸颊。就在此时，菊敲了敲我的
床铺，轻声问我：“你怎么还没睡啊？”我
弱弱地回答：“我好像发烧了。”“那我带
你去医务室吧！”她说。我从床上慢慢
爬了起来，她帮我穿好鞋子并扶着我走
到一楼。在和寝管阿姨说明情况后，我
们便向医务室走去。这时，校园早已漆
黑一片，可我的身旁却伫立着一个灯
塔，让我没有彷徨。接下来的几天，就
是艰难的吊盐水的日子，可我缺不曾感
到孤独，因为我的灯塔依旧为我照亮。
她的陪伴，让我倍感温暖，她的照顾也

是无微不至，于是，她从此便有了一个
爱称“菊妈妈”。

别看菊是一个吃货，四肢发达，头
脑却还真不简单。高一第一次月考她
竟然考到了我的前面，全年级 300 多
名，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可她却毫不
骄傲，反过来安慰我，自嘲道：“没办
法，丑人就要多读书嘛！”

吃货如菊，深得吾心；“妈妈”如
菊，关怀甚微。她总是为我驱散阴霾，
让我重拾信心；她总是宽容耐心，让我
有时依靠；她也总是善解人意，让我颇
受感动。愿菊能永远开心，不再长肉！

十 七 岁

昨日看了一部名为《十七岁》的电
影，感慨颇深。每个人都有十七岁，经
历不同却也总是殊途同归，在这样一
个美丽却迷茫的年纪，你经历了什么
呢？经历了万千柔情，经历了满城风
雨，还是只是经历，而没有记忆。那么
十七岁过后，你又剩下了什么呢？当
初那一份不安和躁动是否还在，那一
份纯情和善良是否尚存？

今天的我站在十七岁的路口，用
成熟的话语来掩饰行动的稚嫩，用昂
起的胸膛来撑起内心的软弱，用不屑
的目光来遮盖眼底的不安。总是倔强
地对别人说：不用你们管，我以后的路
以后自己走。可却总是在深夜里辗转
反侧，思考自己的将来，幻想着自己位
于社会某个阶层，有着哪样一个工作，
又建立着怎样的家庭。我一直不敢承
认，其实我怕失败！

周国平先生认为：人只有在童年
的时候才最幸福，因为还未领悟生死，
未考虑未来，只是铆足了劲儿享受生
活。对啊，儿童最会享受生活，在他们
眼中，天可能不是蓝的，草可能不是绿
的，月亮是会跟着自己走的，星星是会
眨眼睛的。他们没有时间去思索一加

一为什么等于二，没有耐
心去争辩先有鸡还是先
有蛋。我有一个五岁大
的妹妹，她每次到我的书
桌旁看我写作业都会问：

“姐姐，你为什么每天要
写那么多作业啊？”我无
言，其实我想答：因为要

认真学习才能考大学了啊。抑或是
答：因为要努力学习以后才有出息了
啊！可看着她那大而清澈的眼睛，我
却说不出话，因为我不愿撒谎，也不愿
给予她太多我这个年纪的负担。即使
她以后也会听到这样的谎言，也会承
受这样的负担。可莎士比亚曾说：最
早熟的花蕊在未开放前就被蛀虫吃
去。我不愿让她过早残缺了心灵，因
为她现在还是那么完美无瑕。

父母总是会提醒我，我已经十七
岁了，师长总会叮嘱我，我已经十七岁
了。是啊，我十七岁了，要注意言辞动
作还有着装，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可我，似乎在和这个世界抗争着什么，
我没有变成柔柔弱弱步履缓慢的淑
女，也没有变成光荣榜前列的那些好
学生。我是个矛盾体，喜欢舞蹈又喜
欢篮球，喜欢疯狂又喜欢平淡，看似不
羁却又脆弱不堪，我似乎还是以前的
那个我，又似乎不是了。

前几天我和隔壁一个初一的小妹
妹聊了聊学校生活，她的眼神里充满
着光亮，说起自己在学校的种种轻狂，
以及学校那些特别讨人嫌的男生女
生。言辞中透露着她讨厌学习，并将
认识所谓的街头混混视为骄傲。我看
着她神采飞扬的脸色，听着那滔滔不
绝的“自我描述”。我心中并没有任何
鄙夷的色彩，反而深有感触，因为我在
她身上看到了曾经的那个我，我曾经
也一样，愿意将自己的“缺点”毫不避
讳的讲给愿意倾听的人，愿意毫无保
留地信任他人，可如今却越来越胆怯
了，用沉默代替了宣泄，用逃避代替了
回答，也许，这叫成长？

有阳光的地方总有阴影，那么再
美丽的年纪也有烦恼。相信岁月依旧
会善待于我，光阴依旧会眷顾于我，我
终将长大……

（指导老师：肖东光）

◆青春

“菊妈妈”（外 一 篇）

隆回二中高二621班 欧阳菲

2017年7月3日至15日，我们学校
的十几个同学组成了一支“远征军”，进
行了一次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基诺族的
游学之旅。对于很多的城市学生来说，
乡村基本是陌生的。就我个人而言，虽
然有过不少“上山下乡”的经历，但这么
漫长的山居岁月还是第一次。

我们知道云南是一个不平凡的地
区，比如1944年的松山战役就发生在
云南境内。我从一本书上读到，中国军
队在松山战役中全歼日本军队，这是一
次辉煌的胜利。可惜，这一次我们不是
去吊唁抗日先烈，而是去考察一个鲜为
人知的少数民族——基诺族。

我也算是云南的一个老住客了，像
昆明、丽江等城市我都非常熟悉。老爸
特意带我去看过西南联大旧址。而且
云南的少数民族我知道的也不少，比如
说彝族、傣族、藏族、阿瓦族、景颇族……
基诺族居然在1979年6月份才被认定
为中国的第56个少数民族，可说是民族
大花园里最年轻的一朵，也是中国规模
最小的一个少数民族。

大多数基诺族目前生活在云南省
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县基诺乡，其余的
则散落在基诺乡附近的山区之中。知
道“基诺”含义的人也寥寥无几，它指的
是“尊重舅舅的民族”或“跟在舅舅后面
的民族”。在当地的基诺族博物馆，我
看到了基诺山一带的地形示意图。它
看上去像被污染了的海洋，因为“海水”
是绿色的，而且还“漂浮”着“沉淀物”。

这些天，我们坐了当地的“颠颠拖
拉机”——我之所以给它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没有安装减震器，再加上我
们常常用它走山路，很多人包括我的
屁股都被颠麻了。

罗非鱼，是一道在那边我吃过的

最好吃的菜之一。而且我们还钓过这
种鱼，就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座山
里面。池塘的水是土黄色的，鱼非常
难钓到，我和我的同学都是请了当地
的居民帮我们钓到的。于是，中午就
吃上了香甜可口的烤罗非鱼，当然，是
不放调料的“原装版”。

在这之前，我有了一次非常痛快
的经历——丛林穿越！其实是当地居
民们每一天都会来采集野菜的一片原
始丛林。这个地方非常像贝尔·格里
尔斯所去过的那片中国原始丛林，但
它不是。老师给我们发放了“解放
鞋”，这种鞋非常紧凑，是为这次穿越
而特意准备的。我们冒雨跨过“热巧
克力”河，爬上“抹茶巧克力冰淇凌”，
还遇见了贩卖“蓝毛巾”（一种毛毛虫）
的小卖部（那个地方很多）。最终，我
损失了大脚趾的指甲。好在，当我写

这篇游记的时候，它已经逐渐恢复了。
在经过了这些不寻常的经历后，我

知道了基诺族主要以农业和种茶为
生。这次旅行让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基
诺族人的风俗和情怀，这就是为什么一
个古老的民族可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
因之一。我很喜欢当地人，因为他们热
情友好，没有邪念或者贪污腐败现象。

令我惊讶的是，在城市化进程如
火如荼的情况下，基诺族却依然保持
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这带给我们
很多感动，也让我们思考——人类该
怎样和大自然相处？弱小民族的明天
会怎样？我们每一个城市的学生能为
他们做些什么？

这次漫长而又短暂的旅行给了我
非常多的收获——勇气、坚韧、耐心、
团结、奉献、刻苦，还有我身上被叮的
100多个蚊子包。

◆记录

山居岁月：一次难忘的基诺族丛林之旅
陈习之

节气像一辆装着废旧酒瓶的卡
车，哐当哐当着就从芒种驶到了夏至。

下午的气温还是湿热，不大不小
的雨滴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打着伞踩
着湿漉漉的青草穿过村子的腹地。
几个老人坐在古黄的藤椅上，在一个
被岁月雕琢得灰黑的木质屋檐下，谈
论着。他们谈论今年夏至的雨，谈论
地里葱茏的庄稼，谈论着谁的子女在
外面赚了钱发了财和谁家的孙子读
书成绩好，还谈论着，生命和死亡。

我想起了那天，一个人孤居的杨
大爷站在低矮的土坡上，吼着嗓子叫
邻里的人们去帮忙。一辆拖车装着
十几根粗壮的木料正停在他老旧的
屋前，像一只丑陋的甲壳虫。

几个花甲古稀的老人一下子就
聚来了，他们抽着劣质的香烟或者自
己铡成的烟丝，手拉肩扛十分顺畅地
将一根根木料搬运到了杨大爷有些
阴暗的堂屋里，像秋天的时候将一担
担谷子从田垄上挑回自家的晒谷场
一样熟练和有劲。

事情忙完之后，老人们都站在门
前的树阴下，继续抽着烟，很高兴地
谈天说地。有时候说到了让他们好
笑的事情，就一起从喉咙吐出过了肺
的烟和低沉的笑声，笑得浑身发抖，
捏着烟的手指乱颤，笑得露出了已经
稀稀拉拉的牙。那些剩下的牙齿，和
脚下的这片土地，一个颜色。

他们都夸赞着杨大爷办置的那
些儿“好物件”：质地密，又粗又直，毫
无水分。杨大爷咧着嘴笑，挨个地向
他的几位老哥们递着烟，看着堆放在
堂屋正中心的那些流失了水分的灰
色树干，仿佛注视着一件这辈子最重
要的宝贝，也好像看着关于自己的来
世的希望。

接下来的几天里，木匠来了，他用

墨线、锯子、凿子、刨子等等一整箱子
的工具，将原来的一堆木料拼成了一
个厚重的盒子，黄色的色调，没有一点
生机，那是树木苍老死去后的颜色。

木匠奋力给那个说不上漂亮的
大盒子盖上了厚厚的盖子，它静静地
矗立在屋中央的两条长凳上，大的那
头，镌刻着一个工整的隶体“寿”字，
让人感觉端庄，神圣。那是杨大爷百
年后去另一个世界所要居住的房子。

杨大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
在外面，我依稀地记得其中一个儿子
在深圳开着一家旅店；儿女们极少会
回老家探望老人。

我的耳朵很不幸地听到了邻里
间人们的谈论：杨大爷在邻村帮一个
种粮户干了一个月的活儿，耙田，拔
草，撒化肥，抛秧，打农药……老人将
一身汗水滴在黄土地上得到的钱，给
自己换来了一副棺材的料子。

夏至的天总是似雨非晴，小路泥
泞，我的鞋上沾满了丘陵里褐黄的泥
土，走得沉重。心跟着沉重；我想，比
从一颗树木的干枯里看到一个生命
的终结更让人哀叹的，是一个个只留
下了老人与小孩的村庄，比这更让人
哀叹的，是一个个老人自己为自己准
备着棺木。

那些老人都在这片土地间走过
了几十年苍然岁月，他们将这片土地
耕种得肥沃，养育出了比他们优异许
多的后代，后来，那些后代都去了城
市，老人们忙碌一生，最后还要尽到
一个农人终末的本分——厮守着土
地，并自己迎接死亡。

我仍然沉重地走在夏至的午后，
老人们还在乌黑的屋檐下谈论着，他
们笑得洒脱，烟丝燃烧的雾气氤氲在
房檐，而遥远的山脉间，正升腾着像
烟雾一样的袅袅白云。

◆思考

夏 至
侯振山

森林里出大事了。
此刻整个森林的居民都围在土

拨鼠的地洞旁，议论纷纷。
原因说来挺简单，土拨鼠上午从地

里挖出一个陶盆。它看陶盆除了有些
脏外，还算造型别致，心里高兴得不得
了，早就想有东西来装自己的萝卜啦！

它把陶盆拿到河边，掬起一捧清
水放到泥盆里，细细的擦拭起来。土
拨鼠又转身掬起一捧水，却发现盆子
里的水好像……多了些？土拨鼠以
为是自己花了眼，可是盆里的水却以
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了起来！转眼
间，盆里的水已经快溢出来了。

此时，河边的大树爷爷开口了：
“若我没猜错，这应该是上古至宝聚
宝盆。什么东西放进去都会成倍增
加。”土拨鼠心里盘算着，大树爷爷活
了这么久，肯定是对的，不过这个宝
贝可不能让其他人看见了。殊不知，
大树爷爷的话和他在河边的举动早
就被在河里吐泡泡的小鱼看见了。

土拨鼠于是赶紧从地底钻回地
洞，抢先把萝卜放进去，果然满满一
盆萝卜出现了！土拨鼠心里更加欣
喜，决意把这个陶盆仔细收好。

不巧，蚯蚓弟弟在松土，看见了
这一幕。

“你知道吗，土拨鼠挖出一个聚
宝盆！”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我亲耳听大树爷

爷说的！”
“我可看见土拨鼠有一个聚宝

盆！”
……
土拨鼠再次出门时，门前已围满

了无数森林里的居民。
伶俐的小兔子开口了：“土拨鼠，

聚宝盆是从森林的土里挖出来的，自
然是每个公民的共有财产，你怎么能
独占呢？”土拨鼠心里一慌，眼珠滴溜

溜转了转，这小兔子说的这么冠冕堂
皇信誓旦旦，想隐瞒怕是难了。

可自己不能拥有，也不能落到其
他人手里。“哪呀，我本来就想去找大
树爷爷，让它用法术把聚宝盆埋到森
林其他角落呢！”土拨鼠对着大伙儿
堆笑。“那我们现在就去。”老实巴交
的熊开口了。

大家来到了大树爷爷面前阐述
了来意，大树爷爷笑了笑：“可以倒是
可以，不过我的法力只能埋一次，不
能再换地点，埋哪你们商量商量吧。”

小兔子马上抢先：“我觉得应该
埋青草地！那环境又好，土壤也好，
不会对聚宝盆产生破坏。”

小狐狸反驳道：“我说小兔子，你
家就在青草地，到时候埋在哪你怕是
一清二楚。”

小兔子瞪了小狐狸一眼，不再说
话。梅花鹿扬了扬蹄子：“我看梅林最
合适，地形错综复杂，没人能找到。”刚
刚被小狐狸揭穿的小兔子马上呛声：

“梅花鹿，你家好像就在梅林？”梅花鹿
眼神躲闪也不再说话。紧接着又是熊
请求放在树洞，被老虎戳破谎言……

所有的动物都因聚宝盆而闹成
一锅粥。眼看有些急躁的动物就要
动手，大树爷爷悠悠地开口了：“很久
很久以前，那时候我还是棵小树。你
们的祖先们发现了聚宝盆，没有争执
没有谎言，他们一致同意交给我的爷
爷埋起来，没有一个人问地方。”

“而现在你们都不似你们的祖先
一般了，你们所有人都只想着自己。”

小动物们羞愧得低下了头，狮子
走了过来：“我很抱歉现在才赶过来，
其实这个聚宝盆已经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财富，那就是我们之间珍贵的
友谊与和平相处的情谊。”

大树爷爷摇了摇树叶表示赞同。
森林的故事还在继续。
（指导老师：刘剑）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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