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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你总是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记不清多少次，你嘱咐
我要乖要听话，然后留给我的便
是你匆忙离去的背影。或许是还
年幼无知，又或是已经习以为
常，每看到你离家的背影，我多
少次想拉住你的手，可挽留的话
说到嘴边又咽回肚里。我知道，
你要工作，要挣钱养家，那之后，
会想你，把不开心都藏在童年的
小小梦里。

时光就这样过去，日复一日，
年又一年。

长大后，还是会怨你。你在广
州安了家，也很难回来了，而我也
只有暑假才能见到你。每年从湖
南坐车来到广州，我多希望你可
以多陪陪我，可你总是很忙。明明
每次你都答应我了，可总是会有
客户打电话过来，于是你又匆忙
离去。一次次看着你的背影消失
在门口。终于，我忍不住质问你：

“难道钱比女儿还重要吗？”这一

次，你无言了。记得那天晚上，往
往凌晨回家的你，确是一宿未归。
第二天回来时，你的眼里水光一
片，透着几弯红红的血丝，沉沉地
溢出一点衰老和疲惫。本以为你
是加班，可在下午你带我去游乐
园时我才知道，你不只是加班，你
是为了抽出空来陪我而连夜把工
作做完了。这时候，顿时对自己的
行为充满了歉疚。心里还不断怨
你，不好好照顾自己。

而现在，我开始懂你。记得年
初，我独自从广州回家时，你放心
不下，便请了假来送我。当时正值

春运，车站里密密麻麻地挤着人，
一眼望去尽是人山人海。你宽大
的手掌紧紧抓住我的手，带着我
奋力向月台奔去。我听见了你那
夹杂着剧烈心跳的喘息声，抬眼
望去，猛然看到你的苍老：两鬓已
经花白，脸上也已沟壑纵横……
这一切都在刺着我的眼晴我的
心。我紧紧地握住行李箱，你伸出
大手，说：“爸爸帮你拿！太沉了！”
我牵住你，说：“不用，爸，不沉！”
一直走到车厢上……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上来，
我便开始催促你下车，可你坚持

要帮我把行李放上行李架，这对
个子不高的你，我想是不容易的。
踮起脚尚能用一只手攀住行李
架，而另一只手还要费劲将行李
放上去，好不容易才放好。这时列
车上开始有广播提醒了，你看着
我，张了张嘴，最后还是只有那句

“在家要听话，到家给我打电话”。
见我点头，似乎这时你才放下心
来，笑了笑，下车了，我看着你的
背影，犹多年前那个健壮的，变得
微胖，变得模糊……最后消失在
人海里。泪涌出，我知道，那是对
你的不舍。

曾经无知地认为你或许是不
爱我的，可如今我终于读懂了你，
你那匆匆的背影里，有无奈，更有
不舍！爸爸，你知道吗？其实我也
很爱你，但从来没有认真说过。

又有三个月没看见父亲了，
但他的背影总是那么清晰， 唯
愿他的背影永远挺拔！

（指导老师：陈玉兰）

◆心声

匆匆的背影
隆回县滩头镇中学初中271班 肖思雨

从万物混沌初生
你用手
拎起在地里亲吻土壤的
肥硕绿叶一片
喳喳嬉笑着的两只喜鹊
低下头来……
自她走后
你常常醉倒在大雪纷飞里……

九年后
你和她还有我躺在屋檐下
把心脏安放在挂满星辰的苍穹
我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

过去燃尽的九盆炭火
每个冬天
都看着寒风将玻璃融化
你说思念没有尽头
却在第十年的春天离开了

如今时间把回忆削去
而掉进光波的那滴泪水
嵌在我心窝里 摸不着 碾不碎

◆诗园

水 晶
张 乐

一双明眸
晶莹出一段岁月
阳光温柔如手 有风吹过
你和羞走
倚门回首的一瞬
有谁留意
青青梅子
相思是否依旧

春风不寒是个错
你轻舒衣袖
饮一杯微醺的酒
一枝红烛支起的盖头
那眉不是你
那眼不是你
你满眼绿柳 人比花瘦

春天不曾爽约
一颗缠绵不止的心
有初开的情窦
很安静 不想走
从此默念一阙好词
在异乡寂寞

青 梅
武冈二中555班 王玉丽

“2003年3月的一个晚上，你降临到我身
边。肉嘟嘟的小嘴，粉嘟嘟的小脸，哇哇地哭
着。哭累了，你外婆就把你抱到我身边，水汪
汪的大眼睛看着我，别提有多可爱了。”妈妈
温柔的目光落在那片泛黄，却并没有一丝折
褶的照片上。接着，她又拿出了另外一张，自
顾自地说：“这是你上幼儿园时第一次表演的
照片，当时，你只有这么高呢。所以我当时就
觉得你长大后一定是我的骄傲。”“还有这张，
你看！”母亲又拿出了一张。

“妈”，我不耐烦地说道，但是说完之后我
后悔了，于是马上改口：“妈，对不起，只是我还
有作业没写完！”“没有关系，天色晚了，写完快
睡觉吧。”妈马上将照片夹进相册，起身放进抽
屉，走向门边。这时，我突然发现母亲脸上出
现了淡淡的斑，还有那鬓角的几根白发。

这是不久前的一个周末，让我心悔与不
安。我趴在桌子上，窗外，一丝丝惬意的风拂

过，一片片叶像是刚会飞的鸟儿，磕绊着坠
落，忽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金秋。

刚上二年级时，每天早晨快上课时，都会
看到一个风风火火地跑向教室的女孩。由于
家比较远，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跑来的，父亲
有空时就送我一会儿。可是今天没有看到那
个女孩跑到学校，也没有听见“响亮”的“报
告”。只有临近校园的一个小小的卫生院门
前，一个满头大汗的中年妇女说道：“请问，有
没有一个刚刚送到这的小女孩。”“在那里”，
一位好心人说道。妈妈连跑到我身边，说道：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哪疼？”“没有，就是肚
子有点痛，现在好多了。”老师笑着叮嘱母亲，
让我回家休息，就走了。回家的路上，忽然下
起了雨，妈妈拼力地背着我躲到附近的门檐
下。妈妈问我，有没有湿，我回答道：“只是头
发湿了一点点。”母亲将衣服裹在我身上，很
担忧的样子，我没有说什么。后来雨停了，妈

妈背着我，哼着小曲回家，但是我的眼睛却湿
润了。

我回过神来，发现夕阳落在树梢，染红了
半边天，只要有阳光，无论怎样都很美。

天空灰沉沉的，太阳隐没在乌云背后，只
有微弱的光时而隐现，我耷拉着脑袋，手中攥
着今天发下来的试卷，懵懵懂懂地回家。我
将试卷给父亲，他却不语，只是脸色发青。将
试卷扔到一旁，打开门走出去了。母亲轻声
安慰我回房，我在房里发着呆，母亲在外轻叩
着门向我说道：“今天的事不要放在心上，天
黑了，早早睡吧！”我一头倒在床，还是睡不
着，一束光照了进来，是谁，在悄悄地拉动我
的被子，随后又蹑手蹑脚地出去了？在关上
门的那一刻，一声叹息传过我的耳边。那晚，
暴雨倾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拉开窗帘，天
空像被洗过一样，碧空如洗。好些大树的枝
干被打折了，可是它们脚旁的小草却傲然挺
立着，向着我微微地笑，与我诉说它们“惊心
动魄”的经历。

微风拂过，我的青春在匆匆的岁月里静
静地流淌着，我们遗失了时光却重拾美好；我
们褪去青涩，却迎来秋的厚实。

感谢你陪伴我度过我的青春年华。
（指导老师：丁小云）

◆成长

我的青春摆渡人
隆回县滩头镇中学初三270班 熊 琪

这里，有着我与哥哥
姐姐们最纯真最快乐的
回忆，有着我心中最美好
的风景。

这里的风景，是天然
的。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地
玩耍，无忧无虑。这里有高
高的山。这山，是我幼时的
伙伴，我常在它的背脊，从
山脚爬到山腰，又从山腰
爬到山顶，然后在山顶仰
望天空。啊！这风景该是世
界上最美的风景了吧！瞧，
这蓝蓝的天空，洁白的云
朵，还有这比空调风更舒
服的山风，轻轻地抚过我
的面孔……

山顶上，风送走了白
云，迎来了乌云。可别怕，
当一道闪电从天空中划
过，雷公公又在工作了
——“隆轰轰”响个不停。
不一会儿，便下起雨来
了。这雨，不大不小，刚够
打湿我的衣服。哎呀，快
找个地方避一避。我便来
到山洞的一块大石头上
坐下，望着外面的雨，一
滴滴打湿了大地最新缝
制的青绿色的衬衫。这时
候，四面传来一股股清新
醉人的气息。

嘿！你瞧，雨一下子就
停了。乌云渐渐散开，太阳
公公终于出来了，天边架
起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
我站在山顶上，看着地上
被雨点打弯的小草们，又
倔强地抬起头来。好一种
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这山的脚下，有一
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流，可
谓是这世间的一股清流
了。岸边，开着许多不知名
的五颜六色的小花。有了
这些花的点缀，这绿草丛
便不再显得那么单调了，
反倒是给人几分生气。

每天早晨，总能按时
听到杜鹃、百灵们在枝头
唱歌，连闹钟都用不着
了。早上起来，一打开窗
子，花香便扑鼻而来，让
人神清气爽。

这里风景独好。这里
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
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
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尽
情地在大自然中嬉戏。

这里风景独好。这里
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地方。

这里，便是我魂牵梦
萦的家乡——城步永丰。

（指导老师：周才月）

◆感悟

这里风景好好
城步县西岩中学239班 肖圆梦

花一样的年华，诗一样的妙龄，歌一样的
青春，我正十五岁。

十五岁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早起晚睡，
投入学习。十五岁的我要为建设美丽祖国，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们的未来
更美好，用最美好的年华投入学习。

十五岁，是坚强的意志力。无论是寒冷
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十五岁的我读课
文，记单词，背语法，做数学题目，刷各种题型
……十五岁的我急需在脑海里装满各种知
识。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因为我正拥有充沛

的精力和强健的身体，我正十五岁。
十五岁，是责任感，是担当。一个人只有

学会责任和担当，才能承担起对他人、对社
会、对国家的责任。一个人有担当，是自立自
强的表现，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做一个
积极向上、充满理想和信念的中学生，这是十
五岁的我的追求。

一群十五岁的同学在教室里讨论着各自
的远大理想，“我想成为艺术家”，“我要当作
家”，“我一定会成为飞行员”……十五岁
了，我也在想，我要做什么，是虚度光阴，还是

努力学习？我要让我的每一天都变得有意
义，让青春价有所值。

十五年来，是父母和老师用无微不至
的呵护和照顾促我健康成长，是同学和伙
伴伴我一路前行不孤单，人生之路，是学习
之路，是友谊之路，亦是感恩之路。感谢出
现在我生命里的一切，是你们，让我的青春
花开遍野。

在学习的道路上，有欢笑，有泪水，有感
动……十五岁的我要扬起理想的风帆，树起
自信的旗帜，学会理解与包容，学会分享与坚
强，学会感恩和担当，带着智慧的行囊，踏上
胜利的征途。

我告诉自己，我正十五岁，一切都不可怕，
一切困难都不能将我击败。逆风的方向，更适
合飞翔，不惧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十五岁的我，不轻言放弃，砥砺前行。
（指导教师：张勇跃 刘秀珍）

◆青春

我 正 十 五 岁
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晨曦文学社 陈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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