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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哎！听说李某某买了个苹果手机，
这是真的吗？”“不知道啊！反正那是别人的
事，人家有钱呗，管那么多干嘛？”502寝室传
来一阵“八卦”的声音。不错，说话的正是我
和另外三位小伙伴。

我们这四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爱吃，除
此之外也各有特色，比喻说爱“八卦”的离
离，安静的婷婷，霸气的蕾蕾，还有调皮可爱
的我！

这天蕾蕾买了一件新衣服，正在寝室
穿给我们看。“嗯，不错不错！挺好的！”离
离 拍 着 手 ，面 带 微 笑 ，还 时 不 时 地 点 点
头。“天哪！你这是什么眼神？明明一点
也不好看！”我惊呼道。一向安静的婷婷
也忍不住毒舌：“就是！一看就知道不好
看，这不是浪费钱嘛？还不如买点吃的！”

蕾蕾顿时就不高兴了，板着小脸，脚霸气
地往床上一踏：“你想怎的？几天没收拾
你皮痒了是吗？”

我和婷婷同时向她做鬼脸。蕾蕾瞬间
就扑上来，逮住我们俩，一只手捏着我的
脸，另一只手挠婷婷的痒，两只脚也没有闲
下，瞬间就缠上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只好
躺在床上任由她拿捏。旁边的离离也来凑
热闹：“看我泰山压顶！哈哈哈！”顿时，整
个寝室被欢笑声覆盖。

“啊！怎么又吃这种菜啊！”蕾蕾趴在桌
子上一脸郁闷。“是啊！太难吃了！”最“好
养”的我都忍不住抱怨。“要不我们去商店买
东西吃吧！”婷婷在旁边提醒。离离顿时两
眼放光：“好啊好啊！我们走吧！”说完她就
飞奔到商店，剩下我们仨互相摇头，无奈地

将自己的家底掏出来。最后，离离一脸幸福
地抱着糖走在前面，我们仨一脸肉痛地走在
后面。

快 体 育 考 试 时 ，我 们 四 个 约 好 谁 先
起来就要把其他三人叫起来，然后到下
面去锻炼。我跑步能力较差，每每跟不
上她们时，蕾蕾就拉着我跑，其他两人也
一直鼓励我。每次锻炼时，发现有任何
人心情低落，我们都会上前安慰。就这
样靠着相互的鼓励，相互的帮助，我们坚
持了下来，在体育考试时都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

虽 然 说 现 在 毕 业 了 ，可 往 事 历 历 在
目。我们的情谊犹如窖藏老酒，时间愈
久愈醇香。

（指导老师：向辉）

●青春

女生那些事
武冈市第一中学高一 姜超

又到了这个季节
田里的稻穗日益饱满
它们骄傲地伸展或低眉颔首
像我们一样
都深爱这片热土

屋旁的菜地上种满了南瓜和丝瓜
一大朵一大朵的黄色花瓣
点缀在层层叠叠的绿色瓜叶中间
我爱这如画的景，仿佛还能体验
二十年前，我们初相遇时的心跳
如果你在家里
我可以为你炒一碗香甜的丝瓜汤
现在，儿子喜欢在傍晚的瓜架下找知了
婆婆说这像极了你小时候的淘气模样
女儿收到你寄来的玩具时指着通往村口的路
奶声奶气地喊着一声声爸爸
甜甜的声音把小村的景润色得更加柔和

你说过盛夏的菜园子特别好看
那里的叶已绿到极致
很多杂草和果蔬的花都在竞相开放
我每天都要去摘菜、除草、施肥
我把可以收藏到冬天的果蔬
都照顾得很好，愿它们长得精致
在秋天成熟时多添一份香甜
等你回来时我们一家人一起分享

现在距你离家务工将近半年
周身的一切草木载着千言万语
由淡绿转为深绿
一年岁月已移至盛夏

●诗园

盛 夏
石冬梅

我喜欢路灯、黄昏、
老街和深爱我的你，我喜
欢蜡烛、红酒、老相册和
深知我心的你。朋友圈
里看到好友晒各种照片，
无意间让我回想起属于
我们的那张压在书本里
的照片。

记得那时年纪小，你
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
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拂
动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
么睡着了。那时我俩两小
无猜，小手拉小手地一起
奔跑着。你总是会嫌弃我
腿太短，拖你后腿。尽管
你嘴上一直抱怨着，却还
是抓紧我的手未曾放开。

你知道我好吃，你会
把你所收藏的糖果统统
放在我手心。还记得那

时你说要带我去看世间
最美的风景，并拍很多很
多的照片留作纪念。

后来啊，我们慢慢地
长大，也渐行渐远，开始
有了彼此的生活圈子，少
了联系，见面也就少之又
少了。唯一不变的是你
依旧对我很好，好到让我
看不到这友情的尽头。
不联系，不代表不想念，
你是雾、你是风，我对你
的爱依旧浓。

渐渐，我想了很多，
我开始慌了，我开始怀念
曾经无话不谈的我们，怀
念那时的形影不离，怀念
那时你说的永远。

你不知道我如此地
喜欢你，我不知道我如此
地爱你。

●心声

我不知道我如此地爱你
隆回县第二中学默深文学社 谢巧

我是小精灵贝贝，我想成为
一名舞蹈家，可我害怕失败……

一年一度的舞蹈比赛开始
啦！精灵王国里热爱跳舞的精灵
们都来参加了，当然，我也不例
外。灯光、舞台、观众……这是我
梦想中的地方，在舞台上翩翩起
舞，灯光照着，是多么令人神往。

选手们抽签决定上台的顺
序。我真是倒霉透了，我上台的顺
序排在“舞蹈公主”——雪儿的后
面。我十分紧张，直冒冷汗。我为
什么要来参加，万一我失败了怎么
办？忘记动作怎么办？摔倒了怎

么办？我肯定输定了。再说了，我
前面的这个选手可是在全国国标
舞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轮到我了，我一心想着失败
就失败，反正我不可能是第一名
的。我走上舞台，给评委和观众
们鞠了一个躬。我极度紧张地跳
着，结果踩空了，摔了个四脚朝
天。我伤心极了，带着满天乌云
回到家中。妈妈好像读懂了我的
心似的，说：“为什么不高兴？是
因为比赛没发挥好吗？”我将事情
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妈妈。“你知道
你为什么没获得名次吗？是因为

你害怕失败，做事不能坚持。妈妈
告诉你，你这样是做不了大事的，
做任何事都要坚持不懈，持之以
恒，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妈妈的这一番话打动了我，
我对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我知
道该怎么做了。”

我来到雪儿家，对雪儿说：
“雪儿姐姐，我能拜你为师吗？”
“当然可以呀！我很乐意教你，不
过，舞蹈之路是很艰辛的，你确定
吗？”“我确定。”

雪儿带着我来到了森林里，
她要先考验我的基本功。我一个

“一字马”下去，谁知离地还有“一
丈”高。雪儿一屁股坐在我的腿
上。“啊！”我一声惨叫，痛得哇哇
直哭。早上练，晚上也练，终于，
我的“一字马”成功了。

接着，雪儿要教我舞蹈了。
雪儿要我把身体活动开，扭扭胯、
压压腿。雪儿先教我最简单的伦
巴和恰恰，我的接受能力可不是
黄婆卖瓜，的确是顶呱呱的哟。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比赛
又要举行了。

我一上台，观众们一看是我，
都喝倒彩。我不顾旁人的目光，
音乐一响，便舒展开手臂，慢慢地
打开脚，旋转起来，宛如音乐盒上
的小公主，也好像春天里开放的
花朵在轻盈地舞动着。评委和观
众目瞪口呆，随即是雷鸣般的掌
声，台下的观众在叫嚷道：“好样
的！贝贝！”夺得冠军了，我一蹦
三尺高。

●想象

舞 蹈 梦 （童话）

洞口县文昌学校七年级 肖静怡

李白永远在漂泊的路上，饮他的
酒，写他的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
丘。”他的浪漫豪情、爱恨情仇，都随着
他游侠的心在四海行走。他在二十几
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他眼里，
只有诗和远方。即使满腹诗书，即使曾
受朝廷重用，他却不习惯仰视，从而踏
上去往远方的路。

最羡慕李白，羡慕他的才华横
溢，羡慕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
迈、“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意气风发。
而最羡慕的，是他仗剑走天涯的勇气
和他对自由的向往。我们总活在规
规矩矩的人生里，何曾想过，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漂泊？

最心疼李白，心疼他的痴情寂寞、

“但愿长醉不复醒”的抑郁，以及他那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苦楚深痛。而
最心疼的，是他“借酒消愁愁更愁”。“将
进酒，杯莫停”！他愤愤不平，抱怨社会
的黑暗，毅然踏上漂泊的征程。

我们要么停止不前，要么犹豫不
决。别再留恋破碎的旧梦，别再得过且
过，麻木不仁，我们当有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勇气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坚
定！ 不要因为微小的成功而迷失方
向；不要因为担心今天的痛苦而否定明
天的太阳；不要担心失败和挫折，那都
只是暂时的！我们应实实在在地为理
想而奋斗，高挂前进的风帆，踏一轮飞
舟，过暴雨疾风，去往彼岸触摸彩虹！

（指导老师：刘剑）

●感悟

游 侠 李 白
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一662班 肖雪

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了日本动漫电影《你的
名字》，不禁感慨颇多。《你的名字》在日本上映的
第一天，便赢得了极高的票房。当同学向我推荐
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在意，走进影院才真
正被它所感动。

电影讲的是，生活在日本某个小镇的女生宫
本三叶和在东京读高中的男主互换了灵魂，换了
灵魂的他们互相了解对方，努力适应对方的生
活。直到有一天，女主所在的小镇被陨石撞击化
为了一片废墟。

当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她从你的世界消失了，那
个在你心里很重要的她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了，你该怎么办呢？我们总要等到失去之后才会知
道珍惜。我想，这正是这部电影吸引人的地方，它让
我们回忆起生命里的那些美好，珍惜岁月中那些重
要的“过客”。

也因为时空的错位，注定了他们只能是彼此的过
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说不清是该有的缘分呢，
还是注定了的一场偶遇、一次巧合？三年前两人相遇
时多美好啊。就算只是一场邂逅，但它已经足够美
丽，美丽到能温暖心灵的地步，像一颗漂泊许久的心，
偶然间找到了归属的感觉。但一切都消逝得太快了，
现实的残暴摧毁了一切，那些美丽还来不及珍藏，就
已经化为了尘埃。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感动，是觉得他们
之间的故事太凄美太曲折？还是回忆起了自己生
命里的过客而有了情感的共鸣呢？缘分是这般奇
妙，生命里总有太多过客，他们从不久留，却一直占
据着心底最柔软的一片领地，来的时候排山倒海，消
失的时候却抽丝剥茧了。但最后一丝回忆却抽不尽，
理不清……

在影片的最后，男主再一次遇见了女主，他只有
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但就是那一句“我好像在哪
里见过你”让我深深地感动了。那是一种若有若无
的感觉，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时发现她还
在自己身边的欣喜。记不记得又有什么关系呢，至
少曾经互相温暖着彼此的心房！

这或许就是生活的本质吧。记忆能否永恒都不
再重要，不论发生了什么，生活的步伐注定不会停
止，时光不能倒流。在记忆被冲淡之前，请记住那些
温暖你的人，记得把她放在心底，记住她的名字。

●思考

请记得那些温暖你的人
隆回县第二中学默深文学社 罗开成

时光真的不曾为谁
而停留过，那些年少岁月
总是被我们挥霍。常会
回到那个红墙白瓦的地
方看看，路边三三两两的
学生脸上洋溢着稚气的
笑容和他们那一路欢畅
的步伐，都在提醒着我，
时光一去不复返。

夕阳从天边斜照下
来，蓝色校服映蓝了另一
半天空，学生们脸庞上的
红晕在和天边的火烧云
比美。那些散落在角落
里的光，拼凑出的是我们
的青春。

当初他说的话成了
真。他说：“毕业了，只
怕，这个班再也聚不全
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相聚时还是哈哈大
笑和没大没小。和你们

在一起，我才会真的像是
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那些曾经说要共饮
老酒的朋友们，你们还好
吗？过得不好也请别告
诉我，因为我只能在遥远
的这边为你悲伤，却给不
了你一个踏实的拥抱。
当初的我们一起憧憬，现
在的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共同努力。现在身边的
她们对我很好，会逗我
笑，只是少了和你们在一
起的味道。

下次见面，不知是何
年何月。别忘记，那破旧
留言本上未满的离愁，那
记忆里相拥不舍的痛哭
流涕，还有那背上行囊转
身时的各奔东西。

我们还会再见面，也
许是在下个春天。

●回望

我 们 还 会 再 见
隆回县第二中学默深文学社 贺芳娜

荷 刘玉松 摄

青少年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