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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好日
子，小白兔、小猴和小猪去大森林里游
玩。它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开心极了！
眼看马上就要到森林了，可眼前的一条
小溪它们却过不去。虽然以前小溪上
有一座木桥，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
打，木头腐朽，已经被溪水给冲走了！

它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小白兔背着手低着头着急
地走来走去，脸色比乌云还要难看，
嘴里在不停地念叨：“怎么办，怎么
办呀？”

小猪也皱巴着脸，靠在一块大石头
边，用手撑着下巴，眼睛呆呆地望着美
丽的森林叹气道：“哎——今天的计划
要泡汤咯！”

而小猴却与它俩不一样，只见小猴
低着头到处走动着，用手翻翻这，又翻

翻那，寻找一些能够过河的东西。尽管
小猴找来好几块大石头丢进小溪里，但
很快就被水淹没了。接着，小猴找到了
一块大木板，可由于溪水太湍急，将木
板刚放上去，又被可恶的溪水给冲掉
了，小猴只好无奈地低下了头。

正当它们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突
然，一个声音冒了出来：“嘿！伙计们，
别走呀，我们能搭你们过河！”

它们一听到“能过河”这三个字，脸
上立刻炸开了花，马上反过头来，可它
们东瞧西瞧，始终没有发现是谁在说
话。它们来到小溪边，哦，原来是一群
乌龟。

小猴便好奇地问道：“刚才是你们
在说可以让我们过桥吗？”

乌龟们异口同声地说道：“是的，上
来吧！”

说完，乌龟们排成一行，弓着背，后
面的手紧紧抓着前面的脚不放。小乌
龟们浮在水面上，乌龟壳黑黑的像一个
个桥墩。

小猴先将脚踏了上去，把手张开，
一脚踩着一个乌龟壳小心翼翼地走着，
像是在走钢丝呢！终于，小猴顺利地过
了小溪。小白兔和小猪也迫不及待地
走了过来，它俩手拉手胆怯地走着，最
后大家都顺利地过了小溪。小猴、小猪
和小白兔开心地对乌龟们说：“谢谢你
们！”说完，便开开心心地到森林里游玩
去了！

玩了一下午，该回家了。来到小溪
边，发现乌龟们早就在等候了。

好一群热心的乌龟！好一座神奇
的乌龟桥！

（指导老师：向辉）

乌 龟 桥 （童话）

洞口县文昌街道城关二校七年级 袁雨寄

夜还不深，月光如水
淌过院子的蔷薇架，流到

窗前
笼罩我一身的月华
与千年前照耀古人的时

候，一般无二

于是，备好案台
摆上白纸、笔、青瓷盏、七

年的花雕酒
也举杯邀明月，也提笔写诗
终于把古人的模样，学得

像了三分

还有七分怎么也学不来
举杯饮酒时，总爱想起往事
而停杯刚想落笔
泪眼朦胧，白纸已经堆满

了你的名字

低 语

四月里的一朵梨花
轻轻地低着眉
走过我潮湿的小窗沿
当你在我心间，喏喏低语
一下子，花就开了满园

细风细雨里，细细数着
秋冬春夏
夜坐听风，昼眠听雨
又听得铁马冰河来去几遍

黄昏时，把往事酿酒
于是，光阴里都是你的眉眼
醉眼熏熏里，你在喏喏低语
梨花，一下子就开了满园

月照庭前时（外一首）

侯振山

转眼间，我就从懵懂无知的孩子变
成了有责任感的青年，真是光阴似箭，流
年似水啊！每一年我都学会了许多知
识，不，应该说是每一天。那么，这半年
里我学会了什么呢？

首先，我学会了坚持。在百米赛跑
时，我不幸崴了脚，剧烈的疼痛就像刀
片在脚上“溜冰”。当时想：算了吧！放
弃吧！可转念一想：不！亲人都在台上
看着我呢，不能就这样放弃，要坚持，
对，坚持。我的父母正在竭尽全力为我
呐喊，为我加油，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继续前进，可剧烈的疼痛让我的五官
皱成一团。不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冲！我以惊人的速度飞奔起来，让对手
措手不及。比赛结束了，我没能拿到第
一，拿了第二，家人的安慰和朋友的关
心，让我觉得值了。因此，我学会了坚
持，因为坚持就是胜利。

其次，我学会了珍惜。考场里，每
个人都在珍惜着每分每秒，都在不断地
思考答案。只有我，在那先阅题三遍，再
慢悠悠地做题，像个没事人似的，打着哈
欠，伸着懒腰，蹬蹬腿，还时不时地望向
窗外。“请同学们注意，考试时间还剩50
分钟……”啊，怎么会，不是说总共有90
分钟吗？怎么只有50分钟？坐在后面
的同学提醒我道：“你不知道吗？刚才监

考老师不是说了，难道你没听见吗？”我
惊讶地瞪大了眼，糟了，肯定连60分都
考不到了。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停，我
不能急，对，思考，思考。我冷静下来，以
惊人的速度写好作文后，迅速地检查了
一遍。“叮铃铃，请同学们迅速出考场
……”出了教室，在门口我看到了郭沫
若先生的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
速度，时间就是力量。我太粗心大意了，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让我学会了珍
惜，珍惜时间，珍惜每分每秒。

最后，我学会了勤奋。因为雷诺兹
先生说过：如果你颇有天赋，勤奋会使其
更加完美；如果你能力平平，勤奋会补之
不足。勤奋是每个人必须学会的东西。
当你与成功失之交臂时，勤奋会再给你
一个机会；当你在迷茫的道路上时，勤奋
会给你指引方向……华罗庚先生曾经也
说过：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这就是我半年来的收获。

半年收获
隆回县第二中学初一163班 范鑫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妈妈
体验到了一种责任；当我第一次
开步走，竟走得稳稳当当，妈妈
体验到了一种无名的喜悦；当我
第一次背着书包去上学时，妈妈
体验到了一种轻松和担心；当我
第一次与邻居家的孩子吵架时，
妈妈体验到了一种伤心和难过
……我在妈妈的呵护下成长起
来。妈妈仿佛是一把伞，为我遮
风挡雨，为我准备好了一切。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上初
中了，妈妈依旧爱我。我渐渐
长大，而妈妈却渐渐变老，看着
妈妈脸上的皱纹和那双粗糙的
手，我体验到了妈妈的辛苦。
她给了我全部，而我却从未为
她做过什么。三年时光匆匆而
过，不知不觉中，我们毕业了，
我们从那个139班走散了……

经历了九年的学习生活，
我体验到了学习的酸甜苦辣；
经历了领奖台上的鲜花与掌
声，我体验到了人生的辉煌；经

历了失败的无助与痛心，我体
验到了人生的崎岖与坎坷；经
历了友人的分合，我体验到了
感情的可贵；经历了生活中的
风雨，我体验到了世事沧桑。

十五六岁，花一样的年龄，
我拥有青春，我憧憬未来。怀着
自己心中的信念与梦想，我进入
了高中阶段学习。如今的我脱离
了妈妈的羽翼，独自为自己的将
来去努力。妈妈用她的那双手在
黑夜中引导我走向光明，让我懂
得搏击风雨的精彩，我依旧幸福。

青春年少的我有充裕的时
间，充足的热情，充沛的精力，去
学习，去奋斗，去创造，拥有青春
就是幸福。孟子曾说过：“生于
忧患，死于安乐。”或许，遭遇挫
折并不是件坏事，对于今天的我
来说，挫折只是为日后的成功做
基石。我会在失意中振作，在彷
徨中奋起。留一份幼稚给童年，
留一份天真给少年，带着成熟，
我已踏上了追求之路。

●心声

我拥有青春，我憧憬未来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罗海娟

为了登临那座山顶，我已准备许久
了。我背上旅行包，为了减轻负担，包里
只放了水、手机、零食等。天气预报说今
天将是无雨无烈日的好日子，可是老天
跟我开了一个令我十分烦恼的玩笑。
当我爬到近一半的时候，天空突然阴云
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我的心
情也被这雨打得千疮百孔，十分郁闷。

终于，暴雨在十几分钟后停了，而
我的衣物还残留着它们的痕迹，看着这

“滴水之恩”，我的心里真是苦涩。好
在，太阳出来了，它的恩典滋润了这片

世界。我背上包，折了一根树枝，继续
前行。

雨后的森林很是神秘，整座山峰都缭
绕着一种白雾，还有几只白鹭在湖面悠闲
的散步。山很静，静得只有树叶上的水滴
滴落地面发出的吧嗒声，静得只有沟壑里
雨水流过的哗哗声，静得只有鸟儿站在枝
头歌唱的声音，还有我脚下踩过山石的碰
撞声。我擦去头上的汗珠，在山腰上休
息，俯视着这周围的世界，真是壮阔，山下
的河流、人家尽收眼底。

我继续上路了，在路上我看见了大

大小小不同的树木，有银杏树、松树、枫
树等，当中不乏一些果树，却不是很多，
还有一些树木我叫不出名字。

终于，我登上了山顶，这时我已经
很累了，身体近乎透支，以至于我登上
山顶时的第一件事不是观景而是随便
在一块大石头上躺下休息。几分钟后，
我重新站起来，抖擞精神，舒展身体，呼
吸了几口属于这座山的新鲜空气，身心
瞬间空灵了起来。当我再次观察这座
山峰时，给我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天空
一片浩瀚，云层瞬息万变。在这个世界
面前，我显得很渺小，又好像是这方天
地的唯一。

在山顶观完景，小憩片刻，我收拾
行李准备下山。回到山下，再遥望这座
山时，渺小的依旧是自己！

（指导老师：刘博华）

登 山
邵阳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148班 周芳妮

在我书桌上最显眼的地方，
摆着一个巴掌大的玻璃球。那晶
莹剔透的玻璃球里，住着一个小
女孩。在漫天的雪花中，小女孩
的双手叠放在自己胸前，头微微
低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某处，似乎
在思考着什么，又似乎是因为某
些事而悲伤着。

这个玻璃球，是初一时一个
很要好的朋友送给我的，当时
在这个玻璃球的旁边，还摆着
两束小小的花。花衬着玻璃球，
很是好看。

在所有的小礼品中，我最喜
爱这个玻璃球了，不仅仅因为它
是朋友送的，还因为那小女孩的
眼睛吸引着我，使我沉醉。

小女孩的眼睛微微闭着，让
人看了忍不住沉陷其中。她的
那双眼睛，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却又说不出口。偌大的玻璃球，
只住着小女孩一个人，显得有些

孤寂，而漫天飞舞的雪花，就更
加突显这种气氛了。看着玻璃
球里的景象，我不由得浮现出这
样一幅画面：

一个没有父母的小女孩站在
雪地里面，看着不远处有很多小
孩正在嬉戏打闹，很是羡慕，想要
加入他们，却又不敢。这时，一个
坏坏的小男孩来了，对她说道：

“你一个没有父母要的孩子，还想
和我们一起玩？别做梦了！”抛下
这句话，小男孩便高傲地走了，留
下小女孩独自一人哭泣。小女孩
的背影多孤单啊！我不禁想到，
以前的我也没有几个朋友呢！

想到这，我忍不住说了句：
“别怕！我会陪着你的！”这时，画
面中的小女孩忽然笑了，笑得很
开心。“谢谢你！”一道甜甜的声音
在我的脑海响起。我笑了笑，依
旧趴在桌子上，看着站在漫天雪
花中的小女孩。

●观察

玻璃球中的小女孩
武冈市城东中学九年级 姜 超

夏天是个分隔号，把学期分
隔成段落，时间又把段落连接成
一篇篇属于我们的故事。每一
天的日出日落，每一次的相遇与
道别……这些平凡而又简单的
轮回构成了我们恬淡而又幸福
的生活。

时间是握不住的沙。眨眼，
初中最后一学期来临了，这意
味着紧张而繁重的学习生活也
来临了。而学校的“五·四”文
艺汇演又给了我们一个放松自
己的机会，每班需要排练一个
节目。为了学习，许多文艺分
子只好忍痛割爱，宣称放弃。
我作为班上的团支书怎能熟视
无睹，怎么办？要想出一个两
全其美的策略来，既能让同学
们感受生活的美好，又能懂得
珍惜时光发奋学习。我决定与
另外两个同学去演唱一首毕业
歌曲《蓝色蝴蝶》。为了达到预
期的效果，我们利用课余时间
加紧排练，班上的同学也为我
们出谋划策。只训练了一周时
间，彩排的时候到了。效果还
不错，同学们的掌声与老师的
赞许声是对我们的肯定。

“五·一”假过后，文艺汇演来
临了，全校师生济济一堂。这次
文艺演出是我们在初中生涯的最
后一次表演了，为了班级，更为了

所有的初三毕业生，我们一定要
将我们最光彩、最美好的一面展
现出来。我们换好服装，着了点
淡妆。终于，轮到我们上场了。

“下面请欣赏动听忧伤的
《蓝色蝴蝶》。”伴随着优美动听
的伴奏乐曲，三只蓝色的蝴蝶翩
翩起舞了，歌声随之而起：“一样
的学校，一样的走道……又到了
六月……一群蓝色的蝴蝶，绕着
花儿不停歇，朝梦想不停地追，
当年的诺言，一定会实现。”我
们 正 像 那 翩 翩 起 舞 的 蓝 色 蝴
蝶，在阳光下追逐梦想。而今，
又到了演绎这份伤心离别的时
刻了。台上，我们倾情演唱；台
下，掌声如雷，和唱声群起。是
啊！歌为心声。

音乐是为陶冶人的情操而生
的，它能感化人教育人。年轻的
心是相通的，往前走，别回头，不
管前面是绿草如茵还是荆棘满
地。“朝梦想慢慢地追，永远不后
退……”一曲《蓝色蝴蝶》将所有
初三毕业生的心拴在一起了。面
对毕业这曲久唱不衰的老情歌，
年轻的心，不要徘徊，不要犹豫，
背起沉重的行囊，往前走。相信
前路欢乐与痛苦同在，明亮与黑
暗同行……不管怎样，我们都要
抱一份感激的心去面对。

（指导老师：宋阳玲）

●青春

逐 梦 蝴 蝶
城步西岩镇中学赧水文学社 刘 丹

青少年文艺

荷 花 杨民贵 摄

●想 象 ●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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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