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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
写下了赞花诗篇。“清水出芙
蓉，天然去雕饰”，彰显莲的君
子之气，清新淡雅；“唯有牡丹
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突
出牡丹之雍容华贵，令人惊叹！

“菊残犹有傲霜枝”，“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宁静高
远，淡雅脱俗，被东晋陶渊明所
钟爱！“海棠独立风雨中”，绿树红花，是
周恩来总理赋予海棠的欣赏！“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梨花如雪一
般洁白、素雅、精致……但我始终以为，
能流芳千古而绝不失色的，唯梅而已！

梅花外表并不起眼，但它的香味与
品格却被传颂。

梅是“花中四君子”之一，更跻身
“岁寒三友”，若园内有一片梅林，便真
是可赏可欣！陆游有诗云：“零落成泥碾
作尘，只有香如故。”不正突显梅花之顽

强，梅花之不屈，梅花之芳香吗？毛泽东
在《卜算子·咏梅》中写：“已是悬崖百丈
冰，犹有花枝俏。”这是怎样的一种骄
姿，梅花才能在冰天雪地之中绽放一抹
最美的芳华？“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
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
又是怎样的一种品格，梅花才能不慕名
利，在背后默默付出却不与群花争这大
好春光？

与梅花相似的人，又何尝少过？海
伦·凯勒惨遭双耳失聪、双目失明的悲

剧，仍旧自强不息，成为著名的
女作家，享誉中外；张海迪双腿
瘫痪，却并未对生活失去信心，
而是自学针灸，奋发学习，成为
一代励志榜样；鲁迅早年失怙，
却一人担起重担且心系社会、
人民、祖国，最终弃医从文，写
出《呐喊》《彷徨》呼唤人民麻木
的心灵；著名音乐家贝多芬遭

遇命运的寒霜——双耳失聪，一个作曲
家失去了听力，这是怎样沉痛的打击？而
贝多芬并没有沉浸在痛苦之中，而是迎
难而上，最终创作出悲壮动人的《命运交
响曲》等不朽作品！

梅花傲雪吐艳，凌寒盛开，可歌可
泣。我爱梅花，爱她动人的、艳丽的色
彩；爱她氤氲的、馥郁的香气；更爱她坚
持的不屈的精神品质！我赞美梅，与那
些梅一样的人！

梅花开时，动人心魄。

◆感悟

梅 花 开 时
隆回县九龙学校八年级52班 刘家宝

夕阳西下，几缕慵懒的阳光斜照在
书桌上，我轻轻地合上书本，心中感慨
万分。《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幕幕在我的
脑海中不时浮现，挥之不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黄土高原。
破窑洞中，老祖母年近八十，躺在

炕上。母亲帮着挑水，担柴……父亲在
地里劳作，但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
钱。姐姐兰花嫁了个不务正业的男人，总
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家中实际只有大哥
孙少安一个全劳力，他——孙少平和妹
妹兰香也都在读书，不能为家里做点什
么，年年下来家中都钱粮两空。因此，学
校中孙少平总是只能吃最差的菜，而且
怕别人瞧不起，只好最后一个去拿。只见
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
地里蹒跚而行。他撩开了两条瘦长的腿，
径直向饭场走去。来到馍筐面前，他小心
地拾起了两个高粱面馍，然后马上蹲下
来，轻轻地用勺子把盆地混合着雨水的
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慌得如同盗窃
一般。铁勺刮着盆底的嘶啦声像炸弹的
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

的脸。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
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下来。唉！生活让他
如此苟且。外公说：“《平凡的世界》这部
书是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

2017年国庆。
“小韧，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妈

妈说道。
“什么地方？”我十分好奇。
“你到了就知道了。”妈妈故作神秘。

没办法，我只好满腹疑惑地上了车。“呲！”
车刚一停，我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抬头
看看大门，原来是个大型休闲公园！我连
忙往里走。刚一进门，一座小山就立在我
们的左边。此时已经是初秋了，可小山上
的草地仍然绿油油的，好像给这座小山坡
上了一件绿色的军大衣。顺着小山往里
走，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小山谷里。“看，那
是天鹅湖。”妈妈指着一个小湖说道。我连
忙转身一看，只见一个小湖盛着一池碧绿
的湖水，前面有两座天鹅雕像，后面背靠
小山湖旁栽着一棵柳树，充满了诗情画
意。最后，我们坐在摩天轮上，整个园子里
的景色便一览无余。低头，底下深红的玫

瑰花海随着清风泛起层层波浪，抬头远方
的山峦连绵起伏；仰头，蔚蓝的天空一望
无际，令我心旷神怡。

“哈！哈！”一阵阵笑声从游乐场传
了出来，我循声望去，只见游乐场上挤
满了人，游乐设施的灯光不停地闪烁
着。“哇，今天的人好多啊。”我惊讶地说
道。“是啊，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十
分充足，就连农民都常在闲暇的时候到
外面旅旅游，散散心。”听完妈妈的话，
我陷入了沉思：哦，是的，生活不应只有
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应只有辛苦辗转的
奔波，还应有诗与远方！想到这儿，我嘴
角上扬，形成一道美好的弧线。

清晨，窗外洒进一缕金黄的阳光，
抚摸着我的脸颊。我走到窗前，环顾四
周，在阳光的照耀下，小草叶子上的露
珠晶莹剔透，发出夺目的光彩。窗外的
向日葵也正迎着朝阳露出了会心的微
笑。一天之计在于晨，隔壁家已经传来
朗朗的读书声，小区楼下宽敞的道路上
三三两两的孩子愉快地骑着自行车，不
远处干净整洁的广场上几个老人悠闲
地打着太极拳。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回眸往昔，展望未来。老百姓的日
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美好；我们的邵
阳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美丽；我们的祖
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富强。愿我们今
后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和远方！

◆思考

诗 意 的 生 活
湘郡铭志学校初1608班 唐 韧

终于，在茫茫书海中，我总算
抽出了点时间，跟着爸妈去给自己
的大脑放个假。

我们踏上了去“斩君桥”这个
景点的路程。

一路上，我的脸一直都是隐隐
作疼，不知是爸爸的车速太快，还
是今天的风儿太过猛烈，导致我的
头发一直在空中凌乱。

虽然还没到达景点，但我觉得，
路上的风景，煞有韵味。那路边的野
花，实在是“花光如颊”，好像一个个
都是“傲骨子”似的，用最高傲的目
光，恭迎我们到来。

终于，在几个小时的车程后，我
们到达了目的地。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那一座座高山，“山色”虽说“如
娥”，但那山的体型以及高度，对于
我这个不恐高的人来说，看上去心
里都有点胆战心惊的。

那山上的树也是很茂密的。忽
然一阵大风吹来，山上的树摇摇晃
晃的，给人整体的感觉是山发怒
了，使尽的摇晃着身子，叫人看了

着实是恐惧的。
随后，我们便徒步到了旁边的

荷花池边。花色虽美，可我的重心
是那池中的水，“波纹如绫”形容那
水着实是在合适不过了。

水虽柔，但总有一股傲劲。
那水虽总是往下流，但池中的

水却未干涸。总有来往的路人往水
中扔脏物，但那池依旧很清澈，因
为那些脏物总会顺着池中的水往
下流。

我又转念一想，人不就是如此
吗？人遇的烦恼，就好比那池中的脏
物，总要适当地排泄。不然，人要抱
着烦恼过一过辈子，岂不是太累了！
这样一想，我的身心，已全然愉快
了，我也被那水陶醉了。

此时，风也好像被那水感染
了，变得温和起来，拂在脸上，就好
比那母亲充满爱的掌心。袁宏道曾
在《初至西湖记》中写过“温风如
酒”这样的诗句，现在想来，也真是
再恰当不过了！

（指导老师：黄本华）

◆观察

那桥，那水
大祥一中初二286班 胡 椰

刚迈出家门一小步，我就看到
了蚂蚁小弟，它们正在搬运粮食，让
我不要打搅。于是，我就静静地看着
它们把那颗大米运送到基地，最后
它们那胜利的喜悦也使我融入到那
大家庭的氛围中。蚁小弟好像也意
识到了我对它们的崇拜，还特意挑
衅地对我说：“你看，你们人类就没
有我们这么团结吧！怎么样？”我也
只是“呵呵”地笑了。

接着，我去拜访了兔小妹的家。
兔小妹长得特可爱，毛茸茸的耳朵
粉红粉红的，尤其是那一双大大的
红眼睛，往哪个方向看都是那么可
爱。它带我参观了它的家，不大不
小，刚好能够装下它的小床、小板
凳、小相框，还有属于它的小书柜，
甚是优雅，房间里有一股书香气。兔
小妹还特意请我喝了它泡的茶，很
香，把隔壁王二狗都吸引了过来，缠
着兔小妹要喝，我在一旁看着也是
趣味十足。兔小妹的手还真巧，不愧
是动物界的一双巧手。

当然，在我拜访的动物当中，最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狡猾”的狐
狸。在认识它以后，我觉得“狡猾”这

词根本不适合用来形容狐狸。其实
它不狡猾，它叫狐阿狸，是动物界的
一位职场“杀手”，精明、果断、利落
就是它的原则。特喜欢它这种性格，
很难让人讨厌它。先不说它的能力，
就凭它那倾国倾城的容貌，足以让
你一见钟情；再加上它那傲人的身
姿更加使人神魂颠倒。这也可以看
出为什么一般人都骂长得美丽而又
性感的女人叫“狐狸精”了。就是遭
人嫉妒！狐阿狸跟我说了它的故事，
算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它的丈夫被
陷害去世，一个人孤苦伶仃，还要照
顾家里的公婆。又因为邻居们的排
挤，日子过得十分压抑。有一次发烧
还去了一趟鬼门关，十分惊险。我也
是被它感动了，对它也是十分敬佩，
感触很深，原来谁的背后都有一个
励志的故事。

在我和它们发生故事的同时，
我也在聆听它们的故事，时而感
动、时而同情、时而感慨。人生就得
这样有滋有味，活出自己的精彩，
活出我们的未来，有故事的人更能
焕发光彩！

（指导老师：刘剑）

◆想象

动 物 心 声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张 珍

最近我在柴静《看见》一书中读到
这样一句话：“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节
目，会以无解来收尾。直到我明白真实
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不知为什么，
高中生活的回忆此时正浮现在眼前。

那时的我们都以为，高中生活的片
段会是以一种振聋发聩的强烈形式结
尾，它会时时刻刻告诉我们，一切都结
束了，你该开始新的生活。然而，臆想往
往与事实相违。

在距离高考的好几天前，同学们就
已经按捺不住，开始憧憬着高考完的生
活。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呢？我们
是否会高举满溢的酒杯，欢呼雀跃，手
舞足蹈，再也没有老师束缚的自由快感
充溢在脑海中？又是否会肆意地疯狂，

摆出一个非常隆重的结尾形式来告诉
每一个人：这一切都过去了，滚蛋吧，学
习君！然而，直到高考真的结束，转头最
后一次遥望母校时，我才发现一切都来
得这么猝不及防，没有疯狂、没有狂欢，
但貌似一切又在情理之中，大家都安静
地靠在车子的座椅上，只有在回去的路
上有人问：“我们还需要回学校吗？”

回去吗？回不去了吧！在那一片刻
的失落中，才恍然明白了——青春可能
也是这样，没有人会告诉你，你现在正在
青春中，只有过去了，你才知道青春原来
已经彷徨。老师时常挂在嘴边的珍惜现
在，我竟从来没有听进过。然而，生活还
在不断地继续，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都曾
哭着做出承诺告诉自己要和别人不一

样，后来又发觉别人和我不一样：有的人
整天嬉皮笑脸，却考入名校；有的人整天
无所事事，却有一位“摆平”万事的老爹；
梦中的自己，恍然发现可能是上帝一不
小心偷换了剧本——我们从主角一下
就变成了芸芸众生里的普通人。

曾经以为一声大哥就可以撑起小
小世界的自己，却把背影溺在普通大学
之中。曾经以为时间会给我们的努力做
出回应，却被时间狠狠地甩了一个耳
光，留下了潇洒的背影扬长而去。

现在的我，时常告诉自己，你永远
无法依靠他人生活，所以你要学会坚
强；你终生要徜徉于苟且，所以你要坚
持。即使曾经那个少年心血里侠客的热
血依然没有褪去，即使当我铩羽而归，
发现梦想遥不可及，我也可以以笔为
剑，以纸为江湖，去摹写那个想象之中
存在却不尽是真实的我。不过此时我理
想中的那个自己变了样：我期待他可以
扬眉敛笑，自诩无恙，在这个花花世界
里活得精致而不雷同。

◆青春

真 实 的 我我
贺浩刚

酷热的夏季，我们第一次见
面，你成为了我的朋友。看着照片，
上面有你小小的身躯。你和狗兄弟
一起出去玩，却不知怎么竟喝了农
药，那时小小的我用自己的方法为
你祈祷，真幸运，你还活着。我似乎
有一点点早熟吧，小小的我喜欢抚
摸你，呼喊你，看你多情的眼睛。

有时候，我渐渐多了欲望，从而
冷漠了你。甚至有时，你的紧紧跟随
让我感到厌烦，而你也慢慢明白我
的意思后给我空间，让我自由开心
地玩耍。无论我什么时候需要你，你
总会在我身边，乖乖的。如果我想喂
你食物了，你总会放弃其它食物，让
我迎着你开心的神情走过来，我是
快乐的；如果需要你的保护了，你总
是神秘的出现，使我觉得你是一个
会魔法的精灵，给我安全感。可是我
们终究不能天天待在一起，因为你
要留在家乡陪爷爷奶奶，而我则要
去镇里读书了。因此，星星之约后的
第四年，我走了。有时候很想你，也
曾希望你能来看我。

那一年，我十二岁，你也一样，
十二岁。我还很年轻，而你却寿命不

长了，我担心你的身体，却又不能去
看你，而我知道，我一定见到你的。

6岁那年，父亲给我买的布娃
娃不见了，我有些伤心。然后你匆
匆跑出，过了几个小时才回来。我
听到了你欢快的脚步声，你围着我
转并示意我跟你走。我们来到河
边，我站在上边，你走到石头楼梯，
用嘴叼起那个布娃娃。布娃娃虽然
坏了点，可我仍很开心。

开心的日子很多，伤心的日子
也接踵来临。

十三岁那年十月，我给爷爷打
电话时，才知道你在河边被十多条
狗围着咬成重伤的事。我是多想保
护你，可我却无能为力。第二年八
月，你终究还是离开了我。

狗狗，你离开了，却也成了我
深刻的记忆。我忘不了你一次又一
次的真诚，也无法忘记我一次又一
次的无能为力。你让我知道我有的
不该是期待，而应是改变现状的决
心和不再懒惰的心灵，然后，变得
勇敢，才可以少一些无能为力。

麻子，我的狗狗，也是我亲爱
的朋友，愿你安好！

◆心声

麻子，我的狗狗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郑丽星

流
光

英
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