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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婶刚吃完饭，把碗往桌上一
放，对李叔说：“老头子，今晚你洗
碗。”李叔咳嗽一声，看了张婶一
眼，摸着自己的嘴对张婶说：“嘴巴
边的一粒饭，留到明天吃呀？”张婶
往嘴上一摸，果然摸出一粒饭，丢
进嘴里，微笑着出门。

张婶走到村口的晒谷坪，没见
一个人，看看表，自己对自己说：

“这伙人，年轻时那么懒散，老了还
一样。”张婶拉亮灯，打开音响，一
个人跳广场舞。

过了十分钟，刘婶过来。张婶
问刘婶：“你家老赵呢？”

刘婶说：“老赵老毛病犯了，腰
疼得厉害，在家休息。”

张婶说：“老赵的腰疼就是缺
乏锻炼，你得多劝他跳广场舞。”

刘婶应了一声，也开始跳广
场舞。

张婶又说：“老王和老邓呢，他
们怎么没和你一起来？”

刘婶说：“他们说今天风大，怕
着凉，在家打麻将。”

张婶叹了口气：“两个老爷子，
连娘们都比不上。”

以前的村子，没一个人跳广场
舞。张婶在电视上看过几回广场
舞，便喜欢上了。张婶想跳广场
舞，可村子里没广场。张婶性子
倔，没广场就去村口的晒谷坪，那
儿以前能晒好几千斤谷子，站几个
人跳广场舞还是够了。没有电，张
婶就叫自己老头在家里接根线，再
搭个灯泡，装个小音响。最难的是
每晚只有张婶一个人跳。刘婶偶
尔来看看，但绝不敢在晒谷坪扭胳
膊动腿。

张婶给村子的人做思想工作，
可到了最后，加上张婶自己，还只
有五个人。

在张婶他们跳了一个月后，县
里传出要举行广场舞大赛的消息，
要求以组参赛，没有人数限制。张
婶报了名，她想拿个小奖，这样说
不定村子里就会有更多人来跳广
场舞，退一步想，如果没得什么奖，
也可以好好学习人家城里人怎么
跳广场舞。

就在比赛开始的前一个星期，
张婶得了重感冒。儿子回家，劝张
婶不要组织大家跳广场舞，更不要

参加什么比赛，想跳的话，可以和
他进城，城里人多，不冷。张婶说，
走不了，在这都呆了一辈子了。

比赛那天，张婶拖着病跟刘婶
几个人进城。到了指定地点，没见
几个人，张婶打电话问主办方，主
办方说，因为资金没到位，日期得
延后。

张婶说，这样也好，到时候自
己的病肯定痊愈了，拿奖的概率还
更大些。张婶一说完，刘婶几个人
都笑了。

张婶比以前更勤奋了，每天都
要练上好几个小时，如果碰上下
雨，在家里也得跳上一阵。刘婶还
像以前一样，下雨天休息，没下雨
认真跟着张婶跳。赵叔的腰一个
月还是要疼那么几次。王叔和邓
叔一个月还是要给自己找几回借
口，打麻将。

两个月过去了，张婶还没有接
到主办方的电话。张婶有点着急，
打电话给主办方，无人接听。张婶
看下日期和时间——星期二上午
十点，这会儿应该正是上班的时
候，怎么会无人接听呢？过了几

天，张婶再打，还是无人接听。
打了四五个电话，张婶知道，

县里的广场舞大赛是比不成了。
张婶想了好几个晚上，为了不影响
大家的心情，她决定在村里筹办广
场舞大赛。

一个星期后，张婶在村口的
晒谷坪里“隆重”地举办了广场
舞 大 赛 ，一 共 有 四 个 参 赛 选 手
——刘婶、王叔、邓叔、赵叔。张
婶是评委。

经 过 三 个 小 时 的“ 激 烈 竞
争”，刘婶拿了第一名，王叔拿了
第二名，邓叔得了第三名，赵叔是
优秀奖。

张婶把奖金和荣誉证书分别
发给他们。他们收下荣誉证书，把
钱都还给张婶。张婶不收，对他们
说：“哪有参赛者给主办方奖金
的？”刘婶说：“你不收，下一届，我
就不参加了。”王叔、邓叔、赵叔也
跟着说：“你不收，下一届，我就不
参加了。”

张婶哭了，笑着哭了，她说：
“下一届的广场舞大赛一定会很
精彩。”

●小小说

广场舞大赛
赵登科

父亲只有小学文化，平
时不苟言笑，我和他交流很
少，说爱他的机会更少。然
而，父亲虽然是个大老粗，
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始终
没 有 干 涉 过 我 的 业 余 爱
好。今年，我带了一个特殊
的朋友回家——茶，没事
时，喜欢泡上半壶，独个品
尝。起先，他对我泡茶喝茶
这件事一直是“冷眼旁观”的
态度，每天由着我胡搞，久
了，他也会好奇着来看看，有
时，会像个贪吃的小孩儿，忍
不住来“蹭”上一口。

记得那天晚上，一家人
吃完饭，我照例拿出茶具，
撬茶，洗茶，冲泡，倒茶……
突然，父亲悠悠说出一句：

“来，给我倒一杯，看看你泡
茶技术怎么样？”听完，我竟
有些紧张了，这可是父亲第
一次说要喝我泡的茶。我
熟练地用动作回应了父亲
的要求。“慢点，慢点……”

我小声嘀咕几句。在倒茶给父亲时，不知为何，手还
是有点颤抖，生怕自己泡的茶不会让父亲满意。

我仰头发现他一直在看着我泡茶，而且他好像
也有点受宠若惊了。大概这是作为女儿的我第一次
泡茶给他喝吧。看着他布满褶皱的手，我有些心
酸。“还可以，喝着喉咙舒服！”他放下茶杯，笑着对我
说。听完，我也端起杯子，一饮而尽。自从那天父亲
和我一起喝茶后，我的独乐乐就变成了众乐乐。

今年开春，父亲便打电话给我，让我可以买点春
茶。他说，南方刚制的头茶，降火提神。我买来拆
开包裹，新茶特有的香气扑鼻而来。捏一撮投入杯
中，开水浇下去，根根挺立、翠绿翠绿的芽头悬在玻
璃杯中，我就在这离家357.01公里的异地看见了家
的春色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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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我知道这
回不能完成任务，就没脸见全班同学
了。班级“黑板报”都出不好，我该怎
么办啊？虽然黑板不大，可我灵感全
无。眼看离出版时间只有两天了，黑
板上还没有一丝粉笔的痕迹。

我决定放弃了。我走向语文老
师的办公室，想让她换个人出。语
文老师见我欲言又止，她温和地对
我说：“黑板报出好了吗？”

我脸更红了，低下头，吞吞吐
吐，神色紧张地连忙回答：“还……
还没有呢。”

“我想……我想您还是换一个
同学出吧，我……我怕不行！”我的
眼泪快出来了，央求着说。

“你一定行的，我相信你！今天
下午，我和你一起来找灵感吧。”老
师用肯定的眼神看着我说。

这一字一顿，铿锵有力的话语，
好像一颗颗饱满的花儿种子，重重地
落进了我的心田。我顿感温暖了许
多，从内心迸发出的热情好像是捕捉
到了很多创作的灵感，我仿佛听到心
灵深处有花粒儿发芽的声音……

下午第七节自习课，语文老师

果然来和我一起出黑板报了。是她
——我的语文老师让我找到了灵
感，让我知道了怎么与人合作，让我
体会到了师生之间的关爱。最后，
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师生二人阳光
般的笑脸图作为“报头”。这不仅仅
是一幅画，这是从我的心灵深处开
出的花朵，这花朵是我的语文老师
用心血浇灌出来的。她是一个天
使，是那么的善解人意；她是一汪清
水，是那么的清纯可爱；她是一阵春
风，能把所有的花儿吹开。

黑板报完成得很出色。就在不

久前，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让我惆
怅不已：我敬爱的语文老师就要调
走了！那一次，我们全班都哭了。
我们全班都在默默地祈祷：老师，请
您不要离开我们班！

在那段日子里，我非常难过，但
与老师交往的日子是我最美好的记
忆。我不会忘记语文老师对我的细
心培养，我会信心百倍地走下去。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到语文
老师的言行，我就有战胜所有困难
的无限力量！

（指导老师：宋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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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记忆深处的花朵
城步西岩镇中学赧水文学社 杨茜

曾几何时，汉字似乎在全球范围内
“热”起来了。你看：中央电视台热播《汉
字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孙女阿拉贝
拉唱中文歌，背《三字经》和古诗词；美国
金融大鳄罗杰斯的女儿普通话发音标准，
吐字清晰……

这本是让国人倍感自豪与骄傲的好
事，至少折射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但
有的国人却似乎骄傲得过了头，他们晕乎
乎地宣称：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我们该用
不着学外语了吧。于是乎，有人建议高考
取消英语科目，把中小学学生的英语必修
课改为选修课。

接踵而至的是网上另一关于数学去留
的投票活动：赞成取消数学考试的网友比
例高达96.4％……

认为数学难学的，要求高考取消数学；
认为英语难学的，要求高考取消英语。推
而广之，不学无术者，还要求取消高考呢。
这真是匪夷所思！学习就只是为了高考
吗？高考是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此也不学
彼也不学者能优秀吗？

倘若真不考英语的话，你就赢了吗？
新时代，英语的重要性仍然十分突出。我
国现已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只有“语
言互通”才能“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
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
共同体”。而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没有
数学又哪有自动化生产线呢？没有数学又
哪有数据化时代呢？

近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的
一席话再次挑起了的高中阶段的文理之
争。其实，科技与人文是人的两条腿，缺失
其一都是人生的残缺与遗憾。我们不能活
在单纯的科技中，也无法仅仅凭借人文就
能度过生命的漫漫岁月。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习不能
沦为猎名干禄的手段。让我们再淡一点，
再静一点，透过功利的迷雾，回归教育的本
真，自觉学习，广泛学习，终身学习。

（指导老师：郭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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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功利看学习
邵阳县第二中学高二1601班 简卓琳

今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挂着红灯
笼，贴着红对联，四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我们一家特地起了个大早给爷爷奶奶
拜年，爷爷奶奶的脸上皆是欢喜。按照习
俗，接下来就是放鞭炮啦。奶奶刚铺好了
鞭炮，我便奇怪地发问：“今年不是发布了
禁令，过年不允许放鞭炮了吗？”大家都笑
啦！奶奶点着我的鼻子说：“囡囡懂道理
啦，不过农村是可以放的。”我皱皱眉头，站
在奶奶面前说：“就算可以，这烟花爆竹的
燃放，也是污染空气的呀。这鞭炮呀，还是
别放啦！”奶奶一面应着我说“好好好”，一
面却仍不停下手上点鞭炮的动作。我见状
急忙抢过打火机：“我看这鞭炮也没什么放
的必要，不仅制造噪音，还污染空气！”

奶奶这时已经没有了笑容：“囡囡别
闹，这鞭炮能赶走一年的坏运气！再说了，
这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我见状也较起
真来：“我看那些流传下来的规矩也就是封
建迷信……”

还没等我说完，妈妈便瞪着眼睛扯了
我一把，压低声音对我说：“大年初一的，怎
么可以跟奶奶吵架呢？”说着又走到奶奶身
边：“妈妈，您别生气啊，小孩子不懂事！”我
叫了起来：“怎么个不懂事啊？古代不是迷
信天上有神仙吗？结果呢？火箭飞机一上
天，就知道要相信科学了！”

我看向哥哥，原以为他会赞同我。谁知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妈妈以及奶奶，竟然哑
口无言，不肯表态。我气恼地看向爸爸。爸
爸素来宠我，这次爸爸竟然把我拽进了屋子
里：“你学了那么多，就是用来跟奶奶顶嘴
的？不就是放个鞭炮吗？”“正因为有你们这
种思想……”谁知道爸爸根本没听完我的话，
便出去放起了鞭炮，奶奶也重展笑颜。

听着屋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闻着刺鼻
的硝烟味，我在心里默默地问：“我错了吗？”

（指导老师：刘剑）

●心 声

我错了吗？
隆回县九龙学校七年级48班 刘家宝

青少年文艺

含 笑 杨民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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