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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已过半，巫山无雨无风无雪无月
翻山越岭的山茶树上亦是空空如也
所以，我无法捧出深红色的酒杯
骑在资水北进的方向上，敬你

我只能朝南，轻轻地踢飞一颗石子
石悄声入水，但它迟早会垒成南征的珠江
叩问滩涂时的某一串嘶吼
而你肯定无心于此。因此我每一封扑向你的信
总是徘徊在写与撕的中间

于是，我常渴望大地能长出迷香似的蛙声
把一切胸膛里滴水的声音都瓦解吞并
最好在某个凌晨射出无数钎入苍穹的仙人掌
将整个天空啄出繁星般的小孔
这样，只要往星孔中插入一根肋骨
就能吮吸到你的世界的味道

繁星漫过巫山（外一首）

唐陈鹏

年关迫近，满街蔓延的红
不会放过异乡人枯瘠的眼眶
一轮血月几乎以同样的姿势
钻进无数长途客车饥渴的车窗

雪峰山刚蹲到脚下，我稍稍抬头
就从圆睁在半天上的那只
血丝密布的独眼中认出了故乡

哦，月亮在异乡无处可去，在故乡却随处可藏
我仿佛看见它无声地跳入一方方水井与山塘
替千里外的游子守望着苗寨里的莺飞草长

山谷下的村庄已将怒绽的芙蓉种在天上
月亮却在这时趁机扯过云擦泪，我知道
它一定是看到了小年夜里，双鬓斑白的父亲
正双手通红的在屋前的山坡上铲雪——

一条崭新的青石板路随即从家门口
小心翼翼地朝我伸过来
等着我，把幼时蘸满月光的脚印
重新刻上去

脚印蘸月而归

我常常呆呆地望着这双鞋，脑
海里总是连绵不断地浮现与你在
一起时的画面。你还会回来吗？你
是否还记得我？你过得还好吗？关
于你如今的一切，我全然不知……

曾经的我是孤独的，我爱孤
独，因为我认为孤独是把酒临风、
是长歌当哭、是孤骑远去。当然，
有时我也会慨叹自己的寂寞。没
有朋友，我便独自徘徊在校园中，
看迎春花优雅地落下，画出美丽
的弧线。它们并不孤独，开时一起
开，落时一起落，一生都有陪伴。

“看来，你很孤独。”突然，一
个幼稚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我的
心猛地跳了一下，我也不知为何，
但我仍然高傲地说：“孤独，你不
懂！”你噘了噘嘴，大步流星地朝
我跳来，做了个鬼脸，两只手插在
口袋：“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
是羡慕那些迎春花。其实我是新
来的，我也感到很寂寞，要不我们
俩做朋友？”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请
求，我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支支吾

吾地说：“你……看，那些……迎
春花都有……许多共同点，我们
却……截然不同。”

“我们的鞋是一样的。”你摇着
我的肩膀说。我低头一看，果真如此，
不知道是我真的愿意，还是在慌忙中
我的嘴巴脱离了与大脑的联系，我竟
然答应了！你兴奋不已，一会儿不停
地跺着脚，一会儿跳来跳去。

自从那天后，你就天天带我
玩，带我去与邻居家的恶狗大战
三百回合，带我去山上捕鸟，带我
骑自行车去“环游世界”。冰冷的
心慢慢地开始融化，孤独不声不
响地与我挥了挥手，离我远去。

可是好景不长，命运的一次
偶然把我们拆散了。

那天，你带我去爬山，归途中
我的鞋被石头磨坏了。我大惊失
色，脸色惨白——要是被爸爸妈
妈知道了，定要挨一顿揍。你似乎
看出我的心思，拍着我的肩膀显
得十分轻松地说：“没事的，虽然
你的鞋遇到了‘屠杀’，但我的鞋

还完好无损。我们俩就互相换一
下鞋，没有‘火眼金睛’是看不出
来的，我们的鞋是一样的。”

于是我们俩就换了鞋，各自
回家了。果不其然，家人没有丝毫
察觉，我安然渡过难关。但是自从
那天后，你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
一样，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你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知道你
消失的真相——当你回去后，你
母亲看到这双鞋后暴跳如雷，说
是学校和邻居们把你教坏了，让
你天天和一群野孩子在一起，于
是一气之下竟带你转学了。早知
如此，何必当初，我就不应该和你
换鞋。现在你消失得无影无踪，把
我一个人抛弃在这。现在，孤独又
回到我的身边，只不过我现在是
那么地讨厌孤独。

你在哪？你有没有找到新朋
友？你是不是像对我一样的对他？
我或许会忘记很多人，但我永远
不会忘记你——那个和我有一样
鞋的人。 （指导老师：刘剑）

我们的鞋是一样的
隆回县第二中学默深文学社 陈宇航

曾有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
梦想一直在变，我也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
么！我从未想过自己的未来，但我从不迷
茫，因为我知道，我一直在追梦的路上。

还记得初三下学期的一天，阳光很烈，
操场就像个大蒸笼。我和两个相处得极好
的同学刚刚吃完晚饭，不知道是谁突然提
议要去操场跑步。我心中一万个不愿意，便
一口拒绝了，可硬是被她们拉去跑步了。

我们三个并排跑在操场上，阳光炙烤
着我的皮肤，迎面而来的风也是热热的。刚
跑完一圈，我就受不了了。我歪着头，看了
看天上那轮大太阳，很刺眼。我能感觉得到
我的脸已变得绯红，我停了下来，一屁股坐
到了地上。地上是滚烫滚烫的，我又一下子
站了起来。

“累了？”苛苛问我。
“嗯！”我喘着粗气回答，并用手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

“不能停，还有一个月就要体育考试
了。你现在停了下来，以后就没机会了，到
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只有汗水才能浇灌出
梦想的累累果实。”婕儿用手拍了拍我的
肩，眼中满是对我的鼓励。金色的阳光照在
她的脸上，那眼神是多么的坚定，衬着阳
光，闪闪发亮。

“对呀！你不玩命地跑，将来就是命玩
你！”苛苛补充了句，她的眼中散发着金色
的光芒，像是为我展开了一张未来的美好
蓝图。

“行，继续！”
我们三个就这样一直跑，一直跑，挥洒

着汗水向未来奔跑……
我们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最后体育

考试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仍记得那天看
到成绩的时候，我似乎明白了婕儿的那句
话。我想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我将用更多
的汗水去浇灌璀璨的梦想。

用汗水浇灌梦想
洞口县思源学校九年级 刘晓洋

我一直认为蜘蛛是一劳永逸的，吐了
一次丝，织成网，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食物。
但那天晚上观察了蜘蛛吐丝后，我对它有
了全新的认识。

我们家门口的墙角边，一只八条腿、大
脑袋、小眼睛的黑蜘蛛在那安家。这只蜘蛛
的腿上全是细毛，灰灰的。

我来到门口，一下子就找到了它。我拿
起放大镜，对准蜘蛛，它仿佛就是一个庞然
大物，蠢蠢地爬行着。噢，它在往上爬呢！只
见它四只脚紧挨着墙，四只脚踩着另一面
墙。啊！它想爬上去，真是异想天开！万一掉
下来，这么脆弱的生命不就完蛋了吗？

可是，我错了，它爬到了房顶。它开始
吐丝了，一根根白丝仿佛妈妈缝衣的线。它
小心翼翼地在丝上爬行，没一会儿功夫，一
根根细丝就织成了网。它立在网上一动不
动，等待食物上钩。看到它，我不禁想起一
首童谣：小小诸葛亮，稳坐中军帐，布下八

卦阵，专捉飞来将。
突然一只蚊子冲了过来，粘在网上动

弹不得。蜘蛛爬过来亨受着大餐，是多么轻
松。我眨了眨眼睛，想：如果我也有这功夫，
那红烧牛肉、羊肉火锅等美食不是轻而易
举就能到手了。又一只苍蝇不请自来，我好
是羡慕地眯了眯眼。

我吃了晚饭出去玩时，只听到墙角有
“丝、丝、丝”的声音。我开灯一看，蜘蛛正在
把它的网收好。我惊讶地弯了弯眉毛：蜘蛛
为什么把丝给收起来，它要搬家？要织更大
的网？成千上万的理由在我脑袋里出现。我
上网一查，才知道蜘蛛竟然是在准备吐出
新丝，再一次艰辛地织出网来，不然第一天
织的网就不会有粘性，它会被活活饿死。

那夜我久久不能入睡，心里总想着：人
活着，想一劳永逸，是不行的，即使有很多
财物，也会坐吃山空。

（指导老师：向辉 罗汝贞）

蜘蛛吐丝的启迪
洞口县文昌学校七年级 杨奕轩

我们这一家子可谓卧虎藏龙，每一个
人都身怀绝技。

说起我的“厨神”奶奶，那可真是了不
得。一般的厨师都有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
我的奶奶也有一个大肚子。有人提出了不
能以貌取人，那我告诉你我奶奶长得像厨
神，确实也是厨神。

有一次，我生病了，胃口很不好。奶奶
为了让我吃得下饭，专门给我炖了一锅美
味无比的汤。我放学回来后，奶奶说：“乖孙
女啊，今天的汤特好喝，你把它拌在饭里准
好吃！”我真这样做了，刚一尝就有一种进
入仙境的感觉，三下五除二就把饭吃完了。
奶奶躲在一旁呵呵地笑。

我 的 爸 爸 是 个 不 折 不 扣 的“ 牛 魔

王”——他属牛，发起脾气来也不比牛魔王
差。记得小时候我吃饭，那叫一个慢。妈妈
要端着个小饭碗，跟着我跑这跑那的。有一
次被爸爸看见了，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
的屁股上留了两个巴掌印，然后把我在卫
生间里关了一个小时。我吓得哇哇大哭，以
后再不敢慢吞吞地吃饭了。

妈妈是家里的“福尔摩斯”。有天妈妈
开会，我以为可以痛痛快快地在家看电视
了。咚咚咚，妈妈回来了。情急之下，我把电
源拔了。妈妈进来后看到拔掉的电源线，摸
摸电视机外壳，已经完全明白了，严厉地批
评了我。

瞧，我们这一家人是不是卧虎藏龙
呀！ （指导老师：魏华钧）

瞧，我们这家人
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七年级238班 欧阳乐

安静的下午，阳光灿烂。内心
有很多起伏不宁的情绪，最后都
变成了太阳下懒洋洋晒着皮毛的
猫咪。它们眯着眼睛，趴在岁月的
膝盖上看着所有人。

突然想起那年夏天，听到的
那首歌曲《北京东路的日子》。那
是一首用心灵写就的歌曲，也许，
是那一份真诚打动了那些曾经年
少或正在年少着的心。“开始的开
始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最后渴
望变成天使；歌谣的歌谣藏着童
话的影子，孩子的孩子将要飞往
哪去……”儿时的梦，伴随着我们
走过了一年又一年。当我们发现
自己不再为那些弄坏的玩具而哭
泣时，当我们不再为了一些小事
和同学吵架时，我们开始慢慢地
变了。我们学会了一个人背起书
包，踏上前往学校的路；我们都习
惯地看着那些沿途的风景，然后
一个人悠悠地走着。

曾经，我们对那些长在路边
的野花感到稀奇；曾经，我们对新
年的糖果充满向往；曾经的曾经，
我们以为我们还年轻，什么都还

输得起。当某天再踏进这校园，我
们是否还会想起那些我们曾经唱
过的歌？是否还记得那个和自己
相互“借鉴”作业的同学？是否还
能想起那个经常惹你生气的人，
食堂里那些熟悉的阿姨和那些笑
呵呵的门卫？十年之后，是否还有
人在你身旁唱起那些青春时代的
歌曲？是否还有人再问你明天的
作业是什么？当某天我们再唱起
这首歌时，是否还会像从前那样
天真快乐？

“从一楼到五楼的距离原来
只有三年。”很喜欢这一句歌词。
依稀记得那栋教学楼只有五层，
依稀记得我们每天都上上下下经
过那些楼梯。后来才发现，原来从
一楼到五楼的距离，只有三年，真
的只有三年。三年的时间，走在同
样的楼梯里，而那段距离，也只有
自己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这首歌
的歌词是那样的真实，就像要走
向成年的孩子一样，对未来充满
期待和憧憬，也害怕着失望和悲
伤。前方的路很远很远，我们要背
起自己的行囊，独自走在人生的

道路上。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渴望着

童话的影子；最后的最后，我们都
离开了那个原点。我们告别了那
座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熟悉
的人和事。多年以后，再拿起那张
陈旧的照片时，是否还分得清，当
初谁对谁错？毕业和成年的字眼，
格外的扣人心弦。毕业，成年，一
切都来不及做好准备，就踏上了
离程的列车，开始了新的生活，还
来不及说的那句“保重”也只能放
在心底。

成年了，我们不再是孩子；成
年了，我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翅
膀。略带伤感的季节里，没有人会
忘记，是那个夏季教会我们成长，
也是那个夏季教会了我们要坚
强。十年以后，也许我们已经遗忘
了许多人的名字，只记得那个夏
季里，埋藏着许多人的回忆，那是
一段关于青春的记忆。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
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
又是一个午后，阳光灿烂，四下无
声。 （指导老师：吴迪仁）

记忆中的那首歌
湘郡铭志学校初1605班 陈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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