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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落下相思泪，谁用
绿色画下你的美，梦里我把月亮摘
下送你做宝贝，那辽阔的豪情打开
我心扉，我的爱都是为你准备的，
我的情是被你陶醉的。我的心醉
醉，梦醉醉，歌唱你的美。”每逢听
到这首《歌在飞》，我就想起我的故
乡，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今天我
要为故乡的峎山放声歌唱。

峎山坐落于邵阳新宁这座小
城，相传舜帝南巡时，发现这座山
林，取名“山之良者”，峎山因此而
得名。家乡峎山没有北国大都市
那般繁华富丽，美轮美奂，也没有
江南水乡那样温婉多情，如诗如
画，更不像苏杭那样被誉为“人间
天堂”，但她有自己独特的风姿与
韵味。

桂林山水甲天下，崀山风景
赛桂林。崀山是全国五A级风景
名胜区，由八角寨、天一巷、夫夷
江、辣椒峰、遇仙巷、骆驼峰等等
神奇的景区构成。这里有葱绿的
森林，参天的石柱，险峻的峭壁，
幽深的峡谷。我爱峎山的春暖花
开，也爱峎山的秋高气爽；爱夕阳
余晖中的峎山，也爱晨光熹微中

的峎山。从八角寨顶俯瞰崀山，群
峰耸立在飘渺的云雾中，似骏马
奔驰，鲸鱼闹海，波澜壮阔，蔚为大
观。巍峨的“骆驼峰”，似一匹雄壮
的骆驼沉睡在这醉人的青山绿水
间。它的两座小小的山峰，恰似骆
驼的两个驼峰，“骆驼峰”因此得
名。峻拔的辣椒峰，极似一个火红
的朝天椒，独自矗立在群峰之中，
虽历经岁月的沧桑，却毅然挺立，
如同玉树临风的伟男子。被喻为世
界奇观的“天一巷”，是一条十分狭
窄幽暗的巷道，身材稍胖的行人
需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它长二
百多米，两旁绝壁对峙，陡峭如
削，游人走在弯曲的巷道中，仰望
天空，仅见一线青天，就像一条被
雷电劈成的时光隧道，让人叹为

观止。巷道石壁十分潮湿，用手轻
轻触摸，似有一股凉意，沁人心
脾。瑰丽秀美的“遇仙巷”，则是一
条平坦宽阔的小巷。它的左侧是
陡峭的山峰，右侧是翠绿的竹子。
山岚氤氲，云雾弥漫，游人漫步其
中，如梦似幻，犹如徜徉仙境。群
山逶迤，连绵不断，将新宁小城揽
在怀中，众星拱月，美不胜收。

有山有水，方显灵性。梦幻般
的夫夷江是峎山的母亲河，蜿蜒
于奇峰异石间。江水清澈见底，平
缓如镜；江上船帆点点，渔歌声
声；江岸芳草萋萋，翠竹幽幽。乘
筏漂流，如在画中游。在我看来，
夫夷江最迷人的时候是在午夜时
分。柔和皎洁的月光倾泻而下，薄
薄的青雾浮起在江面上，像笼着

轻纱的梦。静谧的月夜，只有多情
的江水在那儿静静地流淌着，呢
喃着，恰似母亲的温馨的摇篮曲，
呵护着崀山的山山水水。

一方山水孕育一方人情，一
年一度的“龙舟竞赛”是在夫夷江
上举行的。端午节那天，崀山万人
空巷，夫夷江两岸人头攒动。随着
裁判员的一声令下，七八条龙舟
同时出发，指挥员拼命地打着鼓，
队员们应和着节拍拼命地划着双
桨。那矫健的身影，翻溅的浪花，
齐声的呐喊，飞箭的龙船，两岸的
助威，鞭炮的响声，锣鼓的喧嚣，
汇成了节日欢乐的海洋。场面颇
为壮观，热闹极了，让人应接不
暇，流连忘返……

这就是我的故乡——峎山，
这里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真是
说不完，道不尽。故乡的一切，已
如烙印般镌刻在我的心中。佛说

“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
的一次擦肩而过”。我愿在今生回
眸无数，只为求得来世与她再次
相见，融在“你侬我侬”的山水幽
韵中。崀山啊，我美丽的故乡，我
爱你！

◆记录

最美是崀山
贵州省铜仁市第一中学高一 罗棋丹

早晨
当第一缕阳光溜进我的房间
我还在温暖的被窝里
继续做着美梦……

当一阵清脆的鸟叫声破窗而入
我的美梦便被惊醒
这时候，我整个人都沐浴在阳光里
一下子便清爽了

这是小鸟的早晨啊
你听这鸟音——
时而轻 时而重
时而短 时而长
时而低沉 时而婉转……

原来小鸟是属于早晨的！
而我呢 我属于谁？
我的早晨呢
我是不是也要去寻找我的早晨呢

老 木 屋
城步县西岩镇中学赧水文学社 肖淑慧

在一块平常的坡地上
五间老旧木瓦房静静耸立其中
房子周围已是杂草丛生
远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这座有着我熟悉味道的老木屋
承载着我的无尽的美好回忆
我曾在这里嬉戏 哭闹 欢笑
父母也曾在这里陪伴我成长
老木屋记载着我童年的点点滴滴
为我遮风挡雨
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

老木屋啊，你还能顶得住狂风暴雨吗
老木屋啊，你还能挺立多少个日与夜
夜晚来临，你总是悠悠缠绕在我的随梦里
白天开始，你总能悄悄走进我的视野里
你与我已是血脉相连了，我的老木屋
无论我们相距多么遥远
你一直住在我的心窝里
啊！我亲爱的老木屋！

◆诗园

小鸟的早晨
城步西岩镇中学赧水文学社 彭秋花

傍晚，在操场散步时碰到学生宇杰，他咧
着嘴笑着喊道：赵老师好！见他一个人在那闲
逛，便和他聊了起来。宇杰向我说起他的梦
想，一个不为人知的梦想——当一名建筑工
人，想造一造很漂亮很坚固的桥梁。

听后，我很是惊叹，一般的孩子都会为了
夺得老师欢喜的眼光而说着伟大的志向——
发明家，科学家、宇航员……而宇杰竟然想当
一名建筑工人。我一边向前走一边沉思着为
什么宇杰会这么说？

“我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是当发明家，第
二个是当一名建筑工人，建一座好看的桥梁；
第三个梦想是拍电影当导演。不过我觉得建
筑工人最难实现。”宇杰在一旁静静地说完，
说完后他又朝我咧嘴一笑。

“我觉得建一座好看的桥梁太难了，所以
我觉得这个梦想最难实现。”

宇杰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因此说完三
个梦想后对我解释了原因。我很讶异，想起了
小时候自己的梦想：第一个是当一名人民教
师，第二个梦想却难以启齿，是想当一名作
家。只可惜，第二个梦想难以实现。

想到这便对宇杰说起了自己的梦想，那是
隔了多少个年月日都未提起过的句子，生怕自
己一旦说出口就被嘲笑痴人说梦。今日，一个
与我当年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却坚定地对我说
着自己的梦想，并未觉得有任何启齿，反而是
一种骄傲。

我想，宇杰有着乘风破浪的勇气。
班上有一个小男生，任课老师都拿他没办

法，就连同学都觉得无可奈何。小男生在读一
年级二年级时经常对他们说谎，时不时地说铅
笔是我的，我捡到的就是不给你……当一群小
朋友戳穿了他的谎言时，小男生反而用一副理
所当然的态度说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久而久之，小朋友们尽量不借任何文具
给他，从工具书到一块橡皮一只黑色水性笔。
连同班上孩子玩游戏都不希望他参与，生怕
他赖皮或者向老师告状一脸委屈地说着：谁
谁打了我。

我以为这种现状会一直延续着，直到今
日中午发生的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中午，小男孩端着刚盛好的饭菜走到自己
的座位旁边，一直在得意的碎碎念说道，哈哈，
我有一块很大的肉，嘻嘻。见他碗里有汤，而他
丝毫没有请同桌站起来让他走进去的意思，于
是我便喊了C同学身体往前一倾，小男孩将碗
小心端好。回到位置上后，小男孩仍旧念叨着：

“哈哈，今天有一块很大的肉，你们都没有。”
C同学好奇的打量了一眼小男孩的碗，又

看了看自己的碗没有说什么。同样，小男孩也
伸长脖子瞟了瞟C同学的碗，看着被油豆腐遮
住的一小块肉更加洋洋得意，又开始一边炫耀
一边说“我碗里有一块很大的肉”。C同学听
后，没有任何的反驳，反而仍旧怀着惊讶的神
情看几眼小男孩，即使他挑了挑油豆腐下面的
几块肉都没有影响小男孩此时的得意，反而用
一种惊羡的神情看着小男孩和他说的话语。

那一刻，我真想骂自己蠢。
戴有色眼镜的都是大人，在孩子的眼里

只有真诚与善意。

◆思考

眼中的世界
赵桂丽

步入中学的大门，真
真正正成为了一名中学
生。中学相比小学，自然大
相径庭，尤其是老师。现
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
老师们。

中学时的班主任，是
伍老师，他经常板着脸，很
严肃，大家都很怕他。要是
你上课不专心被伍老师发
现的话，嘿嘿，办公室是免
不了要走一趟的。其实，伍
老师并不总是同学们想的
那么严肃。例如在某节课
时，伍老师提出问题，我就
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期
待放假，在学校度日如年。
平常严肃的伍老师却一反
常态，不但没有批评我，竟
然还和同学们笑了起来。老
师这一笑，让整节课都充满
了欢声笑语，于是同学们
都积极发言。以此便可看
出，伍老师并不总是铁石
心肠，有时他甚至像个孩
子一样天真无邪。

数学老师十分有趣，
因为在她的课堂上，会时
不时开个与数学有关的玩
笑。并且，老师不会骂脏
话，体罚学生，就算错了很
简单的题，老师也会慢慢
地给大家纠正。数学老师
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脾气好，像个大家闺秀，我
们也为自己能是她的学生
而感到无比荣幸。

英语老师十分憨厚，

在她的课堂上，你就要遵
从“大声”这一条法则。英
语老师经常说：“越大声
越好。”在做作业时，她会
给每一个学生认真讲解，
不论你好坏与否，她都一
视同仁。她会给每个人无
微不至的关怀，就连作业
的格式她都会仔细地和
每个同学说。

语文老师简直是万能
的，因为她既有伍老师的
严肃，又有数学老师的风
趣和英语老师的体贴，继
而形成了她自己独有的个
性。并且，她竟然还是两
个班的语文老师。之所以
说她个性独特，主要还是
体现在在她的教学方式上。
因为老师每周都会要我们
写一篇周记而不是日记，这
样，一周一篇作文，我们便
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也会备
感轻松许多。而且每周都
会对周记进行讲评，指出
我们作文中存在的不足，
并交给我们方法去改正。
另外，老师还会将我们写
得好的同学的作文进行投
稿，并且把稿费全部给投稿
的学生，这样，便激发了大
家写作的兴趣。还有，语文
老师会结合课文，亲自草拟
题目，让同学们做，这样，
我们的印象也更深了。

这就是我中学的几个
老师，是不是十分优秀呢。

（指导老师：胡志英）

◆观察

我的中学老师
大祥区雨溪中学初一190班 夏智林周六一大清早，当我还躺在床上美美地

睡大觉的时候，妈妈就唠叨开了，“起床啰，7
点了，快起来吧”。我老大不高兴，没有应她，
只是在温暖的被窝里打了个翻身，又继续睡
起来。

妈妈见我没有应答，就走到我床前，大声
喊起来，声音很大，比打开的闹钟还要响。

“一大清早就唠叨，没完没了的，今天
周末，让我多睡一会儿吧！”我早已对妈妈
的唠叨感到不耐烦，就嘀咕了一句，然后故
意拖延了十几分钟，才慢吞吞地从被窝里
爬出来。

“折好被子，把枕头收拾好，年纪轻轻，
就这样磨磨蹭蹭的，一点好的卫生习惯都没
有，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知道了，天天都是这几句，您烦不烦？
我都觉得厌了，你们这么大年纪，就知道唠
叨唠叨……”我埋怨着。

吃饭的时候，妈妈又唠叨开了：“多吃
蔬菜，多喝牛奶，不浪费粮食……”一项一
项，妈妈每天都重复着餐桌上的那么几句
话，然后就是“路上车多，小心骑车，衣服扣
上……”

唠叨声不绝于耳，只当我是三岁小孩，
一直把我送到门外。

说实话，这几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妈
妈一天比一天爱唠叨了。尽管我几次表示明
显地不乐意，可她还是“一意孤行”，从衣食
住行，从学习到生活，从健康到做人各个方
面，唠叨个不停。

可是，有一天，清晨的闹钟响过三遍，可
耳边妈妈熟悉的唠叨声却没有如期响起。我
有些纳闷，就挣扎着爬起来，仔细一想，才想
起妈妈出差去了，要好多天才回来，家里只
剩下爸爸一个人在厨房忙活。

我不在意，吃了饭后就上学去了。
下午放学回来，家里却是出奇的安静，

爸爸上班还没有回家，妈妈又不在家里，我
只好自己做了个蛋炒饭，随后就孤孤单单地

坐在屋子里发呆。
窗外，有微风轻轻吹起，传来了树叶的

沙沙声，几束阳光从树荫中洒下，留下斑斑
驳驳的影子。隐隐约约，我感到从未有过的
孤单和寂寞，不禁想起往日的下午，妈妈早
已把饭备好，不停地催促着：“趁热，趁热，多
吃些，多吃些……”

想到这里，一股失落感油然涌上心头，
接着几天，都是这样，家里安静极了，我开始
怀念妈妈的唠叨来。

一天下午，我漫不经心地迈进家门，正
准备迎接那种冷清，突然，一股菜香扑面而
来，这久违的菜香让我想起了妈妈。“对，妈
妈，一定是妈妈回来了！”我一阵欢呼，仿佛
漂泊已久的心一下子找到了依靠。

直奔厨房，一看，妈妈那熟悉的身影出
现在我眼前，顿时，一股暖意布满全身。“妈
妈——”我叫着，扑上前去。

“回来了，饭熟了，快吃吧，都是你最喜
欢吃的……这些天饿坏了吧。”妈妈慈祥地
看着我，声音是那么温柔，那么关切。

我仔细地看了看妈妈。几天不见，妈妈
好像变老了一些，眼窝深陷，皮肤粗糙，鬓角
又增添了不少白发，额头上又多了几道皱
纹，由于连日坐车，她显得有些疲倦，可眼神
却明亮无比。

看着妈妈，我的心里闪过一阵酸楚：我
平日只知道埋怨妈妈，却从来没有想过妈妈
的辛苦，以前的那些日子，是我错怪妈妈了。
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像一层薄薄的雾蒙住了
双眼，透过这层薄雾，我看到了妈妈那颗溢
满母爱的心。

吃饭的时候，妈妈又开始唠叨了，问长
问短，问这问那，仿佛要把她不在家里这几
天所有的事情弄得清清楚楚为止，可奇怪
的是，这次我却没有感到厌倦。我微笑着应
答着妈妈，静静地听着，居然头一次，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那么贴心，那么
温暖。

◆感悟

妈妈的唠叨
武冈二中555班 王玉丽

竞技 雷洪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