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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了，紫薇花开得正盛，妈妈建议我
去紫薇公园写生。

一个太阳不是很毒的日子，我和爸爸、妈
妈、奶奶一起去了紫薇公园。

紫薇公园是邵阳人民休闲、娱乐的免费
公园。整个公园以紫薇为主题进行布局，间
以松、竹，营造雅静的氛围，使人们在此得以
放松、怡情。七月到九月的紫薇山，十里花
海，灿如云霞；由紫薇花编织而成的“双龙”共
舞，更是绚丽多姿，美不胜收。

开着车，十来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因
为奶奶年纪大，我们一直把车开到了山顶。
放眼望去，漫山遍野，五彩缤纷；赏花的人儿，
来来往往，好不热闹。奶奶由衷地说：“现在
的人啊，真幸福！”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顶那束巨大的紫
薇。之所以说“那束”，是因为紫薇茎干纤细，

有点像藤蔓，设计者把各种颜色的紫薇种在
一起，束成花瓶的形状，给人一种错觉，以为
只是一棵。那束紫薇开出的花儿五颜六色，
大红、粉红、绯红、深紫、浅紫、纯白等都有，花
穗上大大小小的花蕾繁复稠密，有的含苞待
放，有的朱唇半启，满树一蓬一蓬的，花团锦
簇，姹紫嫣红，蔚为壮观。一批批赏花人至此
流连忘返，纷纷摆出各种姿势与其合影。我
当然也少不了拍各种靓照。随着镜头的拉
长，我看到了另一种“花”——一群阿姨穿着
粉红的服装、拿着火红的扇子、洋溢着快乐的
笑容，正踏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节奏，翩翩起舞。人花相映，我真切地感受到
了“幸福在哪里”。

从山顶往下走，满目所见，依然是一株株
紫薇，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在盛夏四处翠绿
的世界里，美得惊艳，美得出尘。走着走着，

奶奶被紫薇交织而成的长长的林荫道所吸
引，自然地走了进去。顿时，我的心静了下
来。里面一级一级的台阶整整齐齐、干干净
净，游人们慢慢地走着，轻轻地谈笑，享受着
那一份静谧、那一份美好。不知不觉来到出
口，动听的乐声传入耳内。寻声望去，原来是
一支老年乐队正在认真排练：拉琴的、吹笛
的、击鼓的，满腔的热情，一个个精神饱满，绝
不亚于年轻小伙。这又引来了奶奶的感慨：

“真好！”
继续往下走，来到了“动物园”。说是动

物，其实是用紫薇固定而成的一个个动物造
型，由于神形酷似，引来了萌萌的小朋友们，
拍照呀，捉迷藏呀，还有小朋友在和“小兔兔”
亲密地说话呢。那一幕幕可爱的场景让奶奶
看得入了神，打了一个趔趄，父亲赶快一把搀
住：“小心，别摔了！”奶奶倒毫不在意地说：

“放心吧，硬朗着呢，这么好的日子，我还想跟
着你们到处去看看呢。”

回家的路上，奶奶说：“粟粟，我们老
家也栽了很多的紫薇，已经开花了，说是
政府要在那儿建一个湿地公园。”奶奶的
话，让我憧憬着有朝一日，我的故乡也能
紫薇满天。

回家时，车窗外那多彩的紫薇再次从我
眼前闪过，我在心里开始写生。

观察

多彩紫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周粟

秋风，落叶，我散步在片片黄叶沉积的小路，
阳光从层层叠叠的树缝中撒下细碎的光。我踏
着斑驳的树影想要寻出那曾经我们共同走过的
痕迹，想要在“友谊”树下找出我们当初许下的诺
言，但它似乎也随黄叶一般飘然而去了。

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吗？刚转学过来的
你操着浓厚方言气息的普通话回答老师的问题，
但却带着能暖人心脾的笑容。就是那时，一向颇
为自闭害羞的我萌生了想认识你的冲动。也许
你并不知道那段磕磕绊绊的开场白是我打很久
腹稿的结果，很感谢你看出了我的窘迫，并笑着
解了我的尴尬。如今，仔细想来，我们之后的相
处总是你最先提出话题呢。很幸运，我们那时没
有单车，家又都在离学校较远的同一侧，于是我
们有了更多放学一同回家的时间。也很庆幸，我
们共同从山槐树下捡的种子，在我们的精心照顾
和培育下终于发了芽，正如我们的友谊。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和我的羁绊越来越深。
我们身处同一间教室，有着同样的老师授课，与
同样的同学相处，幻想着同样毫不切实的未来。
我们在课余并排躺在操场的草地上，看着辽阔而
清远的天空，吐槽着老师布置的难题，讨论着即
将到来的午饭和放学后的安排：在回家的路上跑
到草丛里抓蟋蟀，到一个废弃已久的旧厂房去探
险，看着我们取名为“友谊”的树苗茁壮地抽叶、
成长……

说起来挺好玩的，我们相处的时间其实并不
长。甚至，我们从未做过同桌乃至前后桌，但我
们却比同桌更了解彼此。甚至相处越久一分，就
觉得彼此契合一分。都说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我想，我很幸运，曾经遇到过你。还记得“友谊”
开花的那一天吗？我们站在约一人来高的“友
谊”树下，看着枝头，那唯一一朵怒放的山槐花，
许下相伴长大、相伴读书，许下以后成家也要住
在同一个地方，做一辈子闺密的诺言。可惜，那
时候我们都太小，太小看一辈子的长度。

我们那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时间过得太慢，
而就是这过得“太慢”的时间带去了年岁，带去了
稚嫩，带来了离别。那几天一直阴雨不断，只有
那天傍晚天色才露了些晴，我正想约你去爬山看
落日。然后，你告诉我，你要离开了。其实我一
直都知道像我们这种他乡异客，总有一天要回
家。但我没想到那个人会是你，更没想到会那么
快。在那个没有QQ，没有微信，甚至没有电话
的年代。我们唯一能交换的，只有对方具体的家
庭住址。对不起，纵使我再怎么努力回忆，现在
却也只能记得你家所在的省份了。

我们那一天一反常态地一路沉默着走在回家
的路上。我特意慢你一步，不让你看到我在哭。
我亦知你和我一样，因为我看到泥土上你滴下的
泪。看吧，这该死的心知肚明的默契。那天最后，
我们给对方留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即使，我们
都知道，这辈子，或许不会再见了。第二天，你没
有来，我望着你靠窗的空桌发了一节课的呆。放
学后，我独自一人走到“友谊”树下。许是因为冬
天到了，花早已凋零，连叶也凋落待尽了。

不过等到下一个春季来临，“友谊”树就会重
新焕发生气了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盼望着，未
来有一天，在某个城市的转角处，我们能相遇并
认出彼此，然后对视，微笑，说一句：好久不见。

青春

那朵怒放的山槐花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张芳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庆典
隆重而庄严。

“咚——咚——咚”，这是阅兵队伍前进的脚步
声。将士们正踏着雄壮的步伐，沿着长安街向天安
门广场前进。“咚——咚——咚”，多么整齐划一、多
么铿锵有力的步伐声啊！你看，他们的军姿是多么
标准，将士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接受党和人
民的检阅。这不是普通的脚步声，这是我们国家迈
向世界的声音，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脚步声。是
无数的革命先烈在战场上与敌人顽强拼搏，浴血奋
斗，才换来今天的国家独立，民族尊严；是当代最可
爱的人用热血和生命保卫祖国，才换来今天我们的
幸福生活。正是因为有“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
之师”为祖国做后盾，才有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社
会的安定、民族的团结。

让我非常震撼的是为了这壮观的一刻，全体阅
兵将士们背后艰辛的付出。正如电视上所说：“这样
的细节每天都在重复，凭着这样的信念，官兵们不断
刷新纪录，实现‘零误差’‘零故障’，谁又能不佩服
呢？”是的，军事化、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这英勇
气概和神勇表现就是最好的答案！我心潮澎湃，心
底升涌起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也为自己是一
名军人的后代感到自豪。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学校要求我们和父
母一起观看阅兵的现场直播。可是我的父亲——一
名消防员，听从党的指挥，必须留队值守，不能回家，
舍小家为大家，守护一方平安。同时，我的母亲——
一名铁路工作者，也必须坚守岗位，为了让旅客能顺
利地回家团圆。我并不为此难过，因为我知道，我们
一家不团圆，就是为了能让祖国更安宁，更多的家庭
团圆。新中国70年漫漫之路，从有到无，从贫瘠到
富饶，离不开革命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离不开如我
爸爸妈妈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人。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听从时代浩浩荡荡的大
潮，顺应改革的号角；年轻的我们，应该接过奋斗的
接力棒，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时代是追梦的时
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奋斗吧，少年！

（指导老师：李美玉）

感悟

追梦的时代
——观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有感

市湘郡铭志学校初1806班 陈江霖

传说在北方，冬天天气太冷，人一开口说话，话，
便会被冻住。于是人们就对着雪说话，再把那块雪
给别人。拿到雪的那人便赶回家，生起火，边烤雪，
边细细听那句话。

这无疑是一个浪漫的传说。然而在南方，却是
很难下雪的，不过不要紧，有些东西，慢慢烤，你也会
听到它的语言的……

我的故乡——洞口，在南方的山岭里，似个婴
儿，被雪峰山环抱着。而大自然似乎很疼爱这个婴
儿，把最好的山泉赐予了他。山泉从雪峰山上流下，
流过一户户人家。

人们的期望不全在于一年收割两次的稻田，还
有一部分在这四季都能带来食物与财富的山泉小河
中。我的期望也在这儿。倒不是说可以打些鱼，赚
点零花钱，而是这打上来的鱼会成为一道美味。

我并不全是个农村娃，压根不知如何叉鱼，而爷爷
会。爷爷穿了胶皮鞋，挽起袖子，便提着叉，下了水。
瞧，这70多岁的老人了，站在水中，右手将叉高高举起，
一动不动， 眼睛却紧盯着水面……突然，爷爷双眼微
缩，钢叉往水里一探，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就挂在钢叉
上了。然后这“条子鱼”便被剖开，掏出内脏，抹上盐，摊
平，放在阳光下晒。待把阳光吸得饱饱的，便被放在了
灶台上，底下用山中的老松作燃料，生火熏烤。

除了腊鱼，还有腊肉。家乡是有野猪的，喝山泉
水长大，肉质虽粗，但却不失鲜美。临近年关，两个
大伯便扛了猎枪，上山打猎。从早晨，我便开始盼
望，直到黄昏，他们扛了只野猪，我才心里安稳了，期
待，也更多了。腊肉的制作方法与鱼类似，但对火的
要求几近苛刻——不分什么文火、旺火，不只是用一
点点火去烤，更多的是凭借松树枝条燃烧后的烟去
熏，一直熏到肉的纹理里。然后，这一条条表层黑乎
乎的东西就一直挂在了奶奶家厨房的灶台上，每天
仍在接受着柴火的“熏陶”，不时还会从中渗出一些
油渍滴在同样黑乎乎的灶台上，却让我隐约看到肉
里闪着的五彩的光。

最终是为了一个盛大的节日——春节。团圆，已
经深印在了所有中国人的脑海里。大年三十，就是远
在上海的大姑，此刻也坐在桌前。奶奶端上了腊鱼腊
肉，柴火与辣椒的自然气息便弥漫着整个房子。可以
说，全家人的欢乐便寄托在了这腊菜上了呢。

腊肉也会说话，被熏烤后也会说出它的语言。
在柴火房内，它的话，无外乎两个字：故乡。

回望

腊肉的语言
长沙市雅礼中学1621班 向皓堃

中药的味道是苦涩的，棉花
糖的味道是甜蜜的，离别的味道
是不舍的，重逢的味道是欣喜
的。那么，微笑的味道是什么呢？

似乎不喜欢上学是很多孩
子的天性，而这个天性在我身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家离我就
读的中学很远，坐车至少要近一
个小时的车程，而且一路颠簸。
我又是一个晕车族，一上车，心
情就像揣着个炸药包似的，一点
就着。

“七点钟了，艳啊，该走了，
不然要迟到了。”周一清晨，这已
经是老妈第三次催我出门了。

“才七点而已，再等会嘛。”我慢
吞吞地应道。“这怎么行？再不
走就真迟到了，快背上书包上学
去。”老妈提着书包站在我面前，
笑眯着的眼睛总是透着十足的
认真。“好好好，我走！行了吧。”
我无奈地妥协了，愁眉苦脸地背
起书包。老妈把我一路送到车
站，趁着等车的空档，又开始对
我唠叨那我早已烂熟于心的话：
路上要注意安全，在学校上课要
认真，在学校记得要好好吃饭，
不要挑食，周末回家想吃什么，
早点告诉妈妈……

车来了，我打断妈妈的长篇
大论：“停！我知道了，车来了，
我要上车了啊，拜拜！”车开动
了，我看见老妈站在站牌下，穿
着红色的外套，笑着对我挥手。
那淡淡的笑容，眼角的几缕皱纹
那么分明，耳鬓几丝白发在风中
飘舞……蓦地，心底涌起一股莫
名的难受，连空气也停滞了，眼
泪不自觉地涌了出来。

终于，星期五了。与所有的
学校寄宿生一样，归心似箭。就
算回家的路上要一路颠簸、晕
车，就算会被车上的乘客挤成沙
丁鱼，也都无所谓。车子终于到
站了，远远地，在站牌下，一件红
色 的 外 衣 格 外 显 眼 —— 是 妈
妈！妈妈不足1.6米高，她总是站
在最显眼的位置，让我一下车就
能看见她。妈看见了我，脸上的
笑容顿时浓了起来，眼角那深深
的皱纹仿佛在开花，耳鬓的那几
丝白发也在高兴地舞蹈着。这
笑，是重逢的笑，是亲情的味
道。回家的喜悦越发粘稠了，就
连空气都弥漫着微笑的味道。

微笑是什么？老妈的微笑
告诉我，微笑是不舍的味道，是
亲情的味道，更是老妈亲手给我
做的洋芋炒肉丝的味道。

（指导老师：宋阳玲）

成长

微笑的味道
城步第三民族中学赧水文学社

罗绿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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