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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历史的画卷，我深情地抚摸着这片
沧桑的土地。这个国，她在繁荣中衰败，又在
衰败中焕发生机。

回望盛唐，她是世人景仰的天国。异地
的旅者像是最虔诚的教徒将她大力歌颂，深
情吟唱。

回望晚清，她是外人渴望的宝藏。粗暴
的异国强盗化身猛兽劫掠着她的每一寸辉
煌。火光漫天，她无尽的血泪伴着国人的哀
嚎消散在废墟中。

一幕幕兴衰悄然上演，抚过的历史都带
上了欢笑与眼泪。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这只在烈火中焚烧

了百余年的凤凰，终于涅槃重生。她拍打双
翼，搏击长空，高声鸣叫，震彻天地。

这个国，以平庸烘干她身体里的每一丝
躁动，再让荣光拨动她内心深处的那根弦。

翻阅三千里山河辽阔，我长久地伫立在
这片土地上，这座城，自出生起我便凝望着她
的每一寸容颜，看她经历沧桑巨变，看她由一
粒平凡的沙逐渐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

这座城，我的家乡，我见证着，她从青砖
黛瓦变为如今的高楼林立，从死气沉沉变为
如今的生机勃勃。

身陷闹市，一条条的石板小巷被水泥大
道取代。自行车清脆的铃声还在耳旁，豪华

的私家车已霸占了整个车道。随着桂花大
桥、雪峰大桥的竣工，宽广的资江两岸已经

“天堑变坦途”。
深夜归家，疲劳的工人再不需承受黑暗

带来的孤独寂寞，夜时一番橙黄灯景令寒冷
的人们心生温暖。

随处可见的公共厕所，街道旁的共享单
车，琳琅满目的商品，千姿百态的服装……
这座城，在一点一点展示她的华光，一点一
点汇聚自己的温柔与爱。

翻阅时光卷轴，我如同记忆的拾荒者将每
一段历史小心拾起，以一个后人的身份细细品
读着这个国，这座城，为她的兴盛而自豪，为她
的衰落而叹息——这座城，她坚韧又顽强，这
个国，她平凡又伟大。

国中城，城中国。
也曾光芒万丈毕露锋芒；
也曾饱经风霜黯淡无光；
也曾浴火重生黎明破晓。
这个沧桑的国家，将再次迎来辉煌。
这座古老的小城，将重新焕发生机！

（指导老师：吴迪仁）

◆思考

国中城，城中国
湘郡铭志学校高1601班 刘佳雯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还在人海里浮沉……”
优美而悲伤的歌声萦绕耳畔，一句句歌词深深刻

在我的心头。“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我喃喃
道，靠在椅子上，回忆过去，思寻已踏足过的痕迹，渐渐
的一切都在我脑海里掠过。

我是怎样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遥记自己小学
时候被欺侮的场面，哪一次不是明知斗不过，却硬撑
着。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他们：我不是砧板上的鱼肉。
不敢忘记自己因为所谓“义气”一人背黑锅，被老师训
斥，也不会忘记自己与朋友约定去打球，自己苦等一个
半小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那天有事。”只换来这
一句话。铭记那些付出过的，不曾有着落。我傻傻的，
不抱怨。

我是怎样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每个人
都很平凡，可是不甘平凡的我却依旧碌碌无为着。那
个为工作废寝忘食的我，那曾说要努力却不行动的我，
那个偶尔也会乱涂鸦的我，那个渴望一身才华却懒得
学习的我……

我是怎样的人？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
找的人。有人随心所欲，那叫洒脱不羁；有人处处为他
人着想，那叫无私奉献，默默无闻；有人只顾及自己的
小家，有人却戎装卫国，心系天下。有人说男子汉大丈
夫能屈能伸，可又有男儿膝下有黄金之说。有人着眼
未来，有人活在当下。这个世界的思想太多太杂，常使
人迷惑，但愿我能“上下而求索”。

像我这样傻的人，那是苦涩的美；像我这样碌碌无
为的人，是悲凉的歌；像我这样迷茫的人，是浓烈的浊
酒；像我这样寻找的人，是晨起之阳。尝过苦涩的，才
懂世间炎凉；听懂悲凉的歌，才知路途已长。用那浊
酒，敬过往，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

晨起之阳已在山间，日中之阳不久前方。像我这
样的人，会迎着冷眼和嘲笑奋步前进。像我这样的人
就应大声吟咏：时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像
我这样优秀的人，就该，灿烂过一生！

◆青春

像我这样的人
黄君平

金菁以前两次都梦见过那个房子，房间里都是栀
子花。

她捋了捋微微往左倾斜的刘海，坐在床沿，然后慢
慢地站起来，右手揉了揉太阳穴。

她尝试着在脑海中重组昨晚的那个梦。
可这个梦不同。
模模糊糊的，摸不清边界。
以往喝完一杯龙舌兰，就可以昏昏沉沉地睡个好

觉，然而今天一从那个梦醒来，金菁就觉得似醒非醒，宛
若被奈何桥前的孟婆灌到半碗孟婆汤时就挣扎着醒了。

梦中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一间房子，白墙，一张双人床。墙上长满了栀子

花。
金菁就躺在床上。
她穿着一件轻薄的丝绸睡衣。
在梦境中，她还没醒。她就那样惬意地躺在床

上。突然她发现她床边原来坐了一个人。那是她前不
久认识的一个男生。金菁曾在一个静谧的下午和他坐
在湖边。

她仰着头调皮地问他：你喜欢我啊！
对啊！他答道。
当时金菁有点懵了。她没料到他竟会答得如此干

脆。不像平日的他，连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概念
都得拿出满腹经纶将它解释清楚才会罢休。

她望着他。
他眼里满是深情。
但金菁推开他热烈的吻。
金菁并不爱他。
尽管他属于金菁十五岁以来就一直仰慕着的有着

天才大脑的理科学霸。
尽管她也渴望爱情。
可她知道就算她和他在一起，也不会牵着各自的

手白头到老。她太了解自己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热爱就会放弃一切去追求。所以，自己一定会伤害到
他。又或许是她自己想得太多，他离了她，一样也会过
得很好吧。毕竟时间终会将一切平淡的日子冲泡得更
加平淡无奇。留下的伤疤用衣服遮住便看不出真伪。

金菁睁不开眼睛。但她努力地想要睁开，就是没
办法。

金菁这才想起，她睡觉前把强力胶水粘在了手上，
而她还用手擦了眼睛……

金菁还没醒来。
只是她窗前已经洒满了午后的斜阳。
旁边的那丛栀子花也安静地开了。

◆小小说

栀 子 花
张 乐

幽默之人年年有，今年特别
多。我们班更是有一位佼佼者，
他就是夏智林，我们的幽默班长。

听，我们的课堂上传来了一
片欢声笑语，其中还夹杂着隐隐约
约的演讲声。走进一看，原来是班
长。这节课是班主任亲自上的“道
德与法治”课，老师要求我们每个
人都来说说自己长大以后想要从
事哪种职业。同学们七嘴八舌地
议论着，每个人都将自己理想的职
业纷纷地说了出来。这下该轮到
我们的幽默班长了，每一个人都凝
神屏息地看着班长，想看看他长大
以后究竟要做些什么。

这时，幽默班长开口了，他一
本正经地说道：“我的梦想是长大
以后，做一名闻名于世界的考古
学家。”老师这时开口问道：“你为

什么要做考古学家呢？”谁知，下
一刻，我们的幽默班长，语出惊人
地说了两句话，让全场的同学都
禁不住捧腹大笑：“我长大以后做
了考古学家，努力地寻找宝藏。
拿到很多很多钱，然后我就发财
了。”这句话正是那一片欢声笑语
的来源。然而，幽默班长说到这
里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兴
奋，双眼都在闪闪发亮。那种模
样，简直像他现在已经成为了考
古学家，找到了好多宝藏的样

子。这时候，班主任伍老师泼了
一盆冷水：“考古学家，发现的宝
藏、古董等，都要上交国家。”班长
被老师的这句话，洗了个透心
凉。同学们看班长像枯萎的花朵
一样，再次发出响亮的笑声。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晨读
课，纪律委员和副班长组织我们
玩了一个与英语有关的小游戏，
纪律委员读大声，我们则读小声，
反之一样。而读错了的同学则要
罚表演节目，幽默班长仿佛总是

和纪律委员对着干一般。惩罚来
了，班长首先被纪律委员“光荣”
地请上了讲台，同学们齐齐地发
出了一阵唏嘘声。班长这时耍无
赖地坐在座位上不肯走了，最后
纪律委员拿出了教棍，这时，班长
百般不情愿地上了讲台。在通往
讲台的途中，班长灵机一动，从粉
笔盒中拿出一支白色粉笔，淡然
地说：“我的美术可是很好的，我
现在要画纪律委员的肖像画。”说
完，转身在黑板上用英语拼了个

“妃”字，打上冒号，画了一张明显
夸张过度的人脸。纪律委员见
此，赶紧打发班长下去。同学们
看此情景，又立即哈哈大笑。

不得不说，我们的班长真是
我们班的开心果。

（指导老师：胡志英）

◆观察

幽 默 班 长
大祥区雨溪中学初一190班 唐 洁

月光溅过星河，浸入了小房，我呆望着映
射在墙上的月光，只想知道千年前的月光是
否也如此冷冽、悲凉……

他微微一笑，一袭白衣，一匹白马、一壶
烈酒，意气风发地闯入长安城，一句“仰天大
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震动诗坛。他才
华横溢而又豪放不羁。“我本楚狂人，凤歌笑
孔丘。”否认了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他藐视
权贵而又潇洒浪漫，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
手调羹，却毅然呼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心声，他是盛唐的巅峰，
他是诗人的翘楚，他是一个十足的赢家！

但今天，他却独自一人在长安驿站饮酒！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

月，对影成三人！”笔停在了最后一个“人”字，
酒但为一个“一”字。一滴热泪划过他的脸
颊，滴在“独”字上，独影阑珊，月总残缺。计
算着朋友到龙标的时间，觉着应该到了吧！
他会过得好吗？像往常一样，还是大有不同
呢？初来长安，他想过得君恩宠，报效于国。
本想用尽才华挥洒一生！却只能无奈的将心
声写进诗中，寄向远方，故人渐行渐远，他与

理想的距离愈走愈远，直到再也看不见它一
丁点的光芒。盛唐的余辉正渐渐消散，他挣
扎着远望那半残阳，慢慢落下却无能为力！

同样是残缺的月色，年少的他却可以不
顾一切地喊着心中的远方：一篇诗，一斗酒，
一曲长歌，一剑天涯！而现在的他只能“举杯
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明明仍是诗，
仍为酒，却不见了长歌，无法走向天涯！锦衣
玉食的生活并不适合他，他时常在想：“我忘
了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酒虽能醉人，却不能醉倒心中的远方！
官场生活虽能铐在他的双脚，却关不住他志
在四方的向往。

他只想饮他的酒，舞他的剑，颂他的诗！
他只在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
月！”他就是他，无愧诗仙之名的李白。

对着明月，又是一曲长歌：“弃我去者，昨
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
忧！将进酒，杯莫停！”

他最后看了一眼长安，一路捡拾江河的
奔腾，捡拾清风的耳语，集成册，谱上那一份
特有的奔腾，留给后人一篇篇经典！

◆感悟

品 李 白
隆回县第二中学默深文学社 李卓彪

写不出风花雪月、动人心弦的诗句，也
写不出行云流水、感人至深的文字，虽然不
知道是该运用朴实还是煽情的风格，可这
些有温度的文字最起码是真实的。

刚入学时，大家都很拘瑾，您满带微笑
走入教室，给大家做了一个课程安排。我
们如沐春风，很好奇又很期盼，可随之而来
的却是一场数学摸底考试。内心崩溃，别
的班级早已关门关灯，只有我们还在奋笔
疾书。春明媚之景，是您认真看卷的模样。

如果说青春是一场远行，那么很幸运
有您陪我们度过。感谢您为我们做了那么
多我们不理解但全是为我们好的事情，您
从不把付出挂在嘴边。一句话语、一个鼓
励、一个赞扬，都是您对我们的爱意。

年级篮球赛如约而至，我们班一路努
力进到了第六。决赛那天您来了，站在场
外，我们仿佛觉得自己拥有了洪荒之力。

“防守，快，跟上”，这是您指挥若定的指令，
仿佛一个将军。进了一个球时，您笑得像
个孩子，给大家击掌鼓励。夏盛放之色，抵
不过您的一句赞扬。

运动会的最后一项是跳绳，我们班会
跳的人不够，所以在比赛时，向外班借了几
个人，这是做弊，被发现了。您并没有责骂
我们，只说了一句：“我都不想给你们摄
像。”这句话深深刺疼了我们的心，这也是
一次直击心灵的教训。秋萧肃之虫，抵不
过您一个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是怎样一段铭心刻骨，是怎样一番辗
转反侧。当看见更多的繁华领略更多的风
景之后，徜徉在炫目的霓虹灯下，奔走在通
向梦想的长路，会依然记得年少时您对我
的鼓励和鞭策。

那天是自习课，教室里有几个同学打牌
被您发现，您严厉地斥责了他们，还批评我
们自习时间心不在焉。很羞愧又自责的我
们，从那以后心无旁骛，自习纪律好了许多。

生命中总会有人不断离开和进入，被
记起和被遗忘。那些匆匆而过的人中，停
下来对我们微笑的，就是我们生命中永恒
的温暖。春景夏色，秋虫冬语，陪伴我整个
青春，何其有幸遇见您，在最美的年纪。

（指导老师：王娟）

◆心声

遇见您，很幸运
邵阳市二中高二152班 李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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