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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时光，让我的生命中涌现出许多无
形的感动；感谢时光，让我在最美的年纪，懂
得最美的道理。

当我呱呱落地时，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此
生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两个人。他们把我带
到这个世界上，让我度过了十五年的欢乐时
光。让我知道了为人处世的道理，让我目睹
了世间人情的冷暖。某一天，我偶然间看到
了他们的白发，不禁鼻子一酸，热泪盈眶。我
在一天天长大，他们在一天天变老。等到我
真正长大成人了，他们也就真的老了。写到这
儿，心里满是感激与伤感之情。

当我渐渐长大，我还要感谢疼爱我的爷
爷奶奶。他们对我的爱无微不至，担心我长不
高，给我买补品；担心我吃不好，给我变着花
样地做好吃的；担心我着凉，总是让我穿厚
点。他们的爱让我永生铭记，他们对我的教育

也是让我难以忘怀。教我诚信，教我善良，教
我宽容……满满的爱溢于言表。

如今我十五岁了。爷爷奶奶的白发日益
增多，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很害怕“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事情会降临在我头上。我很想为
他们做点什么，想对他们说：“我爱你！”可他
们每次都说：“你还要学习呢，好好学习我们
就知足了……”每当听到这儿，我都像咬了个
青柠檬似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小时候，牵
着爷爷奶奶的手，爸爸妈妈在后面跟着，一回
头便能看见他们甜人的微笑。那幅画面，一直
在我脑海里。我很清楚，那时候，爷爷很年轻，
奶奶也很年轻，我们都还年轻……

时间的流逝仿佛在警醒我，这会使我很
矛盾。有时会感激时光，感激时光让我从一个
哇哇哭的婴儿长成一个成熟乐观的大姑娘；
感激时光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孩子长成

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感谢时光让我不断蜕
变，不断进步，不断走向完美。但我又讨厌时
光，讨厌时光让我身边最重要的人慢慢老去；
讨厌时光让他们的面容去见证岁月的流逝；
讨厌时光让我回不到小时候，回不到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还年轻的时候。时间的无情是无
法改变的，时间不会回眸等你。正如孔子说：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时的欢乐只能让
它在回忆里生根发芽。

我沉思了很久，似乎明白时间的意义。
时间的无情是在刻意警醒着我们留意身边
的人、事和无形的感动。“羊有跪乳之恩，鸦
有反乳之义。”时光易逝，岁月沧桑，感谢时
光让我鼓起勇气，向我最爱的人表白。我想
拜托时光，让我快快长大，让我能够为他们
遮风挡雨。

（指导老师：陈玉兰）

◆成长

写给时光的感谢信
隆回县滩头中学初三271班 贺心瑶

每当我手捧一本新
书，首先做的便是一嗅它
的独特之香。好比莫言书
的泥草之香，张爱玲书的
幽寡之香，尼采书的沉郁
之香。书香犹如一剂迷药，
让我沉浸其中；而一读，我
便陷入了无尽的孤独。

那是一种环境上的孤
独。当我们捧读一本书，徜
徉在字里行间时，我们与
文本对话，与书中的人物
对话，与作者对话。这时，
往往需要一个清幽的环
境。我无法做到像毛泽东
一样于集市亦可读书，我
只能追寻那无人打扰的

“世外桃源”。在月光洒满
枝头，蝉鸣渐歇，灯火昏暗
之时，我坐在椅上，品一杯
香茗，与书相拥。思绪在文
字中游走，情感在文字中
跌宕，这样的夜晚又是何
等的惬意！

那是一种心境上的孤
独。“宁静致远”是一种大
境界。阅读，便也需要心境上的孤独。只有祛除芜杂
的思绪，净化心灵的空间，才能真正咀嚼文字的魅
力，才能真正走进作者给我们营造的思想空间。

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孤独。浮华城市，人如潮涌，
众多的人逃避着那不明所以的孤独，而尼采背道而
驰，他自信且坚定：“那些听不见歌声的人以为那些
跳舞的人疯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孤独沉淀
中，他写出了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哲学作品。而这
些作品，又启发了多少同有孤独精神的人？曾几何
时，在他人徘徊于畅销书架前时，我在世界名著前久
伫不移；曾几何时，在班上流传言情小说时，我一人
手捧《百年孤独》，沉迷在那个神奇而又瑰丽的世界；
曾几何时，在他人讨论着网络上泛滥的小说时，我在
一旁已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别人笑我不合群，我笑
他人太肤浅。正是在那些“冷僻”的书里，我才找到了
自己孤独精神的寄托，才能秉持着永远孤独的精神，
坚定前行。

在人世间，凡事都有得有失，阅读同样如此。当
你阅读一本书，便意味着你少了与好友觥筹交错的
时间，少了与人闲谈的时间……但对于一个好读书
的人来说，这又有何惋惜的呢？俗话说：“书中自有颜
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香浸心，何畏孤独？

人生来孤独。是书香化为一剂迷药，浸上心头，
让我忘却这孤独；是书香化为一汩醇泉，让我体会这
孤独；是书香化为一剂妙药，让我无畏这孤独。

（指导老师：吴迪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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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人人都在追求活得不平
凡，为了不平凡，不惜减了真诚，多了虚
假；为了不平凡，不惜减了纯洁，添了混
沌；为了不平凡，不惜失了朴实，多了狡猾
……

在这追求不平凡的路上，忘却了生活
的真谛。我以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得不
偿失，倒不如静下心来，过平凡的生活。

为了不平凡，蛮多人害怕“失败”。其
实，于你我而言，“失败”才是平凡生活的常
态。失败能锻炼我们面对磨难的勇气，失败
还能教会我们选择正确应对的态度，失败也
会给予我们积累宝贵人生经验的机会。

这样平凡生活中的失败，却练就你一
身“不凡”的气质，让你在平凡中体悟人生
哲理。

所以，想一味心浮气躁地追求不平
凡，倒不如放慢脚步，去尝一尝失败的味
道，尝一尝平凡的味道。它苦涩，但苦涩
中却夹杂着一份不一样的甘甜。

许多人想在这世界的洪流中站在最
高端，脱颖而出。此番好风景，引无数英
豪为之折腰。可是，像我这样，拒绝所有
人的敬仰和拥护，从顶端悠悠踱步至山腰
的风景台，细细领略风景之秀美，或是站
在风景台上，为来自顶端的雄伟风采呐喊
喝彩，谁又能否认，这不是平凡生活中的
另一番风景？

这何尝不是一种“平凡”的行为艺术，
它没有高端大气，也没有低调奢华。这样
的生活是中性的，不冷不热，不温不火，却
自有一番不一样的“平凡味道”。

许多人在简单的生活中苦寻复杂，我
想说，这样舍本逐末真是多余。晴暖的午
后，煮一壶茶，捧一本书；寒凉的傍晚，拥
一炉火，听几曲歌；择三五好友，共享悠闲
时光。这样的简单，这样的平凡，这样的
生活，这看似简单的平凡生活，不恰是生
命化繁为简的真谛？

是否，我们过于追求生活中激昂狂热
的壮丽，却常常遗忘了生活中平凡的美
好？是否，我们过于执著给未来涂上绚丽
的色彩，却常常忽略了画布上淡雅的秀
丽？是否，一幅幅浓艳的图画最终都幻化
成一串串无奈的平庸？以至于我们总是
悲叹生活的单调，一直错过了生活中平凡
的美好。

人生如宝典，鸢飞戾天者必不可取其
真谛。

生命如稻田，喜富厌贫者决不能将其
丰收。

让我们享受平凡的生活吧！享受平
凡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拥抱庸俗，它是一
种比成功、复杂更值得你我肃然起敬的态
度，一种比光鲜、亮丽更值得你我击掌欣
赏的美。

◆思考

平 凡 的 生 活
邵阳市第十五中学 刘林达

我的家乡洞口茶铺有一条清亮的小溪，清澈的
溪水从村子中缓缓流过。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小溪是
我快乐的游乐场。

春天，小溪两边的桃树李树开花了，粉的如
霞、白的如云，给小溪两岸带来了明媚灿烂的春
光。一阵春风拂过，一片片花瓣飘到水里，吸引来
了一群贪吃的小鱼儿。其中一只胆大的小鱼儿奋
力一跃，酣睡一冬的小溪惊醒了，微微一笑，欢快
地唱起了春之歌，哗啦啦，哗啦啦……溪边的柳枝
也高兴极了，伴随着溪水的歌声跳起了舞。

夏天，是我们小孩子最放浪的季节！在闷热的
暑假，小溪就是我们的水上乐园！中午，天气热极
了，我们这些小淘气脱得一丝不挂，像泥鳅一样到
小溪里捕鱼虾。我们中的杰出者，可以在水里一边
仰游一边捕鱼。右手食指和中指就像夹子一样，能
够把快速游动的小鱼儿一个个夹住！其他人呢？我
们有的潜入清澈见底的溪水里抓那些可爱的小螃
蟹，有的在水面上打起了快乐的水仗，还有的在比
谁游得最快！这时候，小溪边的树上密密匝匝地挂
满了红艳艳的李子，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头
碰着头，脸贴着脸，好像在窃窃私语。望着树上红
得像玛瑙的果子，我和小伙伴们垂涎三尺，纷纷爬
上树去摘，一口咬下去，酸酸甜甜的，还有一股清
香味。我们吃饱了，也玩累了，在妈妈一声声地呼
唤中，老老实实地回家写作业去了。

叮咚！叮咚！小溪欢快地流向远方。这就是家
乡的小溪，它让我们快乐地玩耍，给我们的童年带
来了无限的欢声笑语，陪伴我们一起成长。谢谢
你，我儿时的玩伴；永远想念你，家乡的小溪。

（指导老师：朱剑英）

◆观察

家乡的小溪
唐新颖

我甚至找不到任何词汇来形容我的父亲。最最
普通的平头和衬衫，为了生计、温饱、家庭忙碌在这
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人口不算
多的城市有千千万万个，像是最平凡不过的尘埃，细
小、微弱。

父亲在公司的位置不高也不低，没有到可以对下
面的人摆架子的地步，却必须看着上司的脸色和心情
做事，被骂的狗血淋头亦不敢吭声，唯恐丢了饭碗。

这么一个平凡的父亲提起我时语气却总是骄傲
的：“我家囡囡成绩好着呢！”那种骄傲与幸福，像是
我被清华和北大争着要，而他好像拥有了全世界。只
要对方表现出一点兴趣，他就会接过话茬滔滔不绝
地说下去，无论对方是否在听。仿佛我是他的底气和
希望。

从前我看到描写父爱的文章总会尴尬得手脚不
知往哪放，因为父亲的爱从未如此直白。后来我才知
道，父爱无需语言。

暑假我吵着要学单车，父亲只好买了单车扶着我
学。我运动神经不发达，总学不会，我自己羞恼，便冲
着父亲发脾气。父亲默不作声，只是等我休息完了继
续帮我扶着单车后座。我渐入佳境，父亲也放手不再
扶我。我独自骑行时，一下摔倒在地上，手肘磕在地上
渗出血。其实伤势并无大碍，可我娇气，从回家到坐在
沙发上，一直呜呜咽咽地哭，一边哭一边埋怨父亲。父
亲依旧不作声。我怨着父亲，正打算去父母房间发脾
气，却听见父母的对话：“你呀，被单车划伤了也不说
……”“这不是囡囡在学嘛。”我一时潸然泪下。

后来参加县艺术节，我参与的节目演完谢幕的
时候，瞟见父亲坐在观众席，用力鼓掌。看着父亲已
有些老态的脸和缕缕白发，我突然鼻子一酸，在后台
把夸张的舞台妆哭花。曾以为永远不会老的英雄，撑
起你天和地的英雄，如今已快到爷爷辈分，还有什么
更让人悲伤。

世人皆道母爱如水，父爱如山。可我却丝毫不这
么想，父爱不是山的沉重，而是水。如水一般默默浇
灌、滋润，却从不言说。

父父 亲亲
隆回县九龙学校八年级52班 刘家宝

在纷繁的大千世界里，我平凡而渺小，没有殷
实的家境，亦没有拔尖的成绩。我和周围的同学一
样，在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学习、成长着。

我很不起眼，但我也有一个心愿。
我希望明年夏天的时候，能进入一所好一点

的高中学习。高中，是爸妈这辈子都无法到达的地
方。记得爸爸说过，他后悔读书读少了，但那个年
代，他和他的父母都没有办法。

考上多好的大学我是不敢奢望的。但我也有
一个心愿，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安身立命
的本事，不骄傲，也不卑微。

我也有一个心愿，在我彻底走出校园之时，父
母可以不再从广东奔走到福建，再奔走到浙江，不
再去找厂子，进厂子，出厂子，反复折腾。他们可以
回到家乡，回到我们简陋而温暖的家中，偶尔打打
小牌，弥补他们多年缺失的惬意。

我也有一个心愿，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走出这
个村庄，去看更辽阔的世界。

我的心愿很小，却很真实。我的心愿很简单，
却是我内心呐喊的声音，是我要用时间与努力去
一步步走出来的。

（指导老师：罗爱平）

◆心声

我也有一个心愿
城步汀坪中学88班 张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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