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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女孩，你见过没有？就是那种全
身上下晶莹剔透，一磕就碎的水晶拼凑成
的女孩子。浣溪镇的小弄里就有这么一个
女孩，名叫娜娜。

从小到大，娜娜得到了比同龄人多出
几十倍的呵护。她头上顶个热水袋，妈妈看
到了，老远就喊道：“快放下，待会儿水晶被
烫破了可怎么办哟？”就连走个路，总会有
大人提醒她：“小心！别蹦蹦跳跳的，磕坏了
身子就麻烦啦。”因为这些，她从来都乖巧
得像个洋娃娃一样，说话细声细气，做事轻
手轻脚，温顺得像一只小羊羔。

娜娜不想像个另类一样，但她也不敢
放开胆子去做事，水晶破碎可疼嘞。她也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过老师和家里人
可喜欢她了！娜娜永远是一副干干净净的
模样，无论坐哪儿都没关系，因为她身后
的同学可以透过她的身体把黑板上的字
看得清清楚楚的！同学们也都喜欢这个水
晶女孩，他们常常围住她，让她给大家唱

歌听呢。
终于有一天，娜娜发现了一个惊天的

秘密：她的手指不小心碎了一小片，可她不
敢告诉爸爸妈妈。几天后，那个伤口长出了
新的水晶片儿，而且怎么敲都不会破裂！她
管这叫“蜕变钢化水晶”，没有人知道这个
秘密，除了她自己。她兴奋不已!

这块钢化水晶如一丝闪着无限希望
的曙光，穿透了娜娜迷雾漫布的生活。她
心中明白——这是她唯一的机会！从此，
她的“蜕变之旅”拉开了帷幕。

从那天起，娜娜与太阳同起，稚嫩的
太阳光伴着这个女孩儿跑过一个又一个
街道，豆大的汗珠沿着娜娜出现裂缝的脸
庞流下。每踏出一步，娜娜就会有一阵撕
心裂肺的痛苦自全身袭来。一条街道跑下
来，娜娜的脸上已经碎裂出无数个小孔，
寒风汹涌地穿过这些小孔侵入她的全身，
巨大的温差使她的手臂两侧爆开条条裂
纹。

好疼，好冷！我……我，真的坚持的了
吗？无意间，她的双手触碰到刚刚完成蜕
变的膝盖，如火把般一瞬间将她的斗志点
燃。如果……如果现在放弃，之前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啊！我，不会让以前的血汗，统
统白费啊。

水晶女孩挪动双腿，跑过第二条街
道，此时，她的手臂和脸庞全都裂开了大
洞。为了避开家里人的视线，娜娜几乎每
天都从后门口进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娜娜计划本上
的红钩越来越多：头部，完成；手臂，完成
……

在所有部位都完成蜕变后，娜娜看上
去与以前不一样，却又非常相似，依旧是晶
莹的皮肤，美丽的大眼睛，金黄的卷发。

只是无从知晓，她心中的那份坚毅从
何而来。大家都知道的是，这个小镇里，住
着一位坚不可摧的水晶女孩儿。

(指导老师：向辉 谢高楼)

◆想象

水 晶 女 孩 娜 娜 （童话）
洞口县文昌实验中学八年级1805班 邓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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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飞驰，
沿途的风景很美，
心情也很美，
因为马上会到达自己想

去的地方。

遇到一个路口，
向左？
向右？
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会顺利到达终点。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从小到大，
路口很多，
顺境逆境，
得意失意，

正确的方向，
才是成功的秘籍。

父 爱

当我牙牙学语的时候，
是您，
不厌其烦地教我说话；
当我不小心跌倒的时候，
是您，
把我抱起并坐上您那温

暖的肩膀；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您，
教我遇到挫折要学会坚强。

有人说，
母爱是最无私的爱，

父爱又何尝不是呢？
父爱悠悠……

野 草

车窗外，
马路边，
一丛丛野草，
走进我的双眼。
它们没有玫瑰的妖艳，
也没有牡丹的华丽芬芳，
像一个个朴实无华的村姑，
散布在乡村各个角落。

其实，
它们并不寻常，

“野火烧不尽”的毅力，
“城春草木深”的倔强，
使得它们，
努力生长，
活出自己的模样。
（刘多宁，女，12岁，邵东

市城区三中七年级380班学
生，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路 口（外二首）

刘多宁

妈妈买了一个发夹
我种了一颗豌豆

不久以后
妈妈的发夹
偷偷跑到了我的豌豆苗上

春

美丽的春姑娘
提着花篮满山跑
一不小心
被淘气的小草绊倒
花洒了一地

整个大地
便一片姹紫嫣红
（指导老师：杨冬华）

豌豆·发夹
（外一首）

城步南山实验学校 吴俊函

读书会让我们的生活更
精彩、更完整。今天，我就领着
大家一起来读美国著名聋盲
女作家海伦·凯勒的代表作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1880年出生于

美国亚拉巴州北部一个叫塔斯
喀姆比亚的城镇。但在她19个
月大的时候，猩红热夺去了她
的视力和听力，接着她又丧失
了语言表达能力。然而就在这
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里，在她
的导师安妮·莎莉文的帮助下，
她学会了读书和说话，并开始
和其他人沟通。最后，她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利夫
学院，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掌握
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语言
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她走遍
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盲人学院
募集资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
了盲人福利院和教育事业，是
影响世界的伟大女性之一。她

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
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
她主要的作品有《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我的生活》《老师》等。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
前半部分主要写了她变成聋
盲人后的生活，后半部分则介
绍了她的求学生涯。文中她以
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
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
珍惜生命。

美国《时讯周刊》对此书
的评价：海伦·凯勒被评为20
世纪美国的十大偶像之一是
当之无愧的，这本书《假如给我
三天光明》是伟大的经历和平
凡的故事完美的结合，海伦·凯
勒堪称人类意志的伟大偶像。

这么美的书，怎能让人不
心动，让人不去了解。所以读
起来吧，丰富自己吧，让生活
更精彩，更完整吧。

（指导老师：陈玉兰）

◆思考

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隆回县滩头镇中学八年级316班 刘蓉

如果梦想在路上，那便风
雨兼程吧！

我有一个朋友，超爱旅行。
她在一年中的空闲时间里，三
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旅行的路
上。我极为不理解。作为学生去
旅行，没有钱住舒适的酒店，没
有钱买舒适的卧铺，没有钱去
吃各种特色美食。这样“干巴
巴”的旅行，意义何在呢？

即使我不理解她的行为，
但她都会跟我分享她每次的旅
行经历。每次看着她神采飞扬
地描述着她的所见所感，看着
她满眼放光的样子，我知道，我
心中很是向往。

有一次，我有一个短程的

出行，和她一起。早早地我便
做好了规划，买什么票，坐什
么车，住什么地方，去哪吃什
么美食，要买回当地的什么纪
念品……然后，按照计划，规
划时间。可是，整个行程中，
一起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的我，
并没有什么计划都未做的她
开心。

路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她看

风景，我在酒店刷手机的时候
她在写旅行日志，我在网红景
点打卡拍照的时候，她在人群
最少的街巷和当地老人聊天。
晚上突降大雨，我在埋怨措不
及防的天气，她却悠然自得地
欣赏雨景。我特好奇她为什么
心态这么好。她说：“其实也不
然，想想我们出发的目的，然后
到达的目的，不就是放松自己，

让自己开心嘛。”突然，我好像
有点明白了旅行真正的意义。

后来，她来到景点的一家
很特别的店里。那个店里能寄
明信片，无论你要寄给别人或
是自己，几日之后送达，或是几
年后送达，都可以。她在店里给
我写了一张，当时不让我看。

前几日，我独自一人准备
去另一个城市找一个朋友。出
发那天早上，我收到她写给我
的那张明信片。上面写着：“这
一段旅程，你看的是终点风景，
我看的是遍地风景。下一段旅
行，当你看到遍地风景，你也会
对旅行，欣喜不已。”

（指导老师：杨玉如）

◆青春

遍 地 风 景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李三民

冰冷的雪花缓缓地落下，
无声地敲打着沉睡的大地。可
此时无声胜有声，每个敲打的
动作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
海里。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我似乎感受到了大地的无奈。
她默默地忍受，似睡非睡。她
无声的控诉也被我悄然捕捉
到了，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一句
话，世界其实一直没变，改变
的是你看世界的心。或许的确
是这样，不然在我受挫时，又
怎么会听到大地的控诉呢？这
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刺眼，
那么的令人心烦。

没错，我难以面对我的失
败。它曾经把我的内心世界搞
得天翻地覆，却又迟迟不肯离
开。我不想看见它，它却时不
时地蹦出来亮个相。

雪花突然停止了敲打，正

当我纳闷之时，冬日里的一缕
阳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洒落
在我的脑庞。眼前出现的曙光
犹如天使光环上的光芒，神秘
而又静谧。近在咫尺，却又好
像可望而不可即。

我骤然醒悟，发现这缕阳
光竟无形地落进了自己的心
里，肆意地照耀着每一个角
落，竟把“失败”那个小怪物给
吓去了，它那恐惧的表情实是
令我发笑。下一秒，竟发现大
地披上白装的样子真是纯洁
无暇，透出一种清纯之美；依
然挺立着的松柏竟是如此英
姿飒爽，美丽的蓝天和白云又
回来了，这个世界竟是如此美
丽。

这一缕阳光会一直住在
我的心里，助我克服人生道路
上的挫折。

(指导老师：胡志英)

◆感悟

冬日里的一缕阳光
大祥区雨溪中学174班 屈亚南

一群人围坐火炉旁烤火，
聊的是各种“八卦”。我趁着他
们聊得火热，蹭过去烤会火。
本不愿成为聊天对象的我，被
眼尖的大婶将话题扯到了我
身上。一群人看着我就聊了起
来，我又不好意思走开，就乖
乖听着。他们说什么女孩子当
老师好，又说嫁给什么人才有
福气；这边张三嫁给谁都在哪
里哪里买房了，那边李四考上
了知名大学的研究生，有房有
车有出息。

我随便搪塞了个理由走
开了。我不是不喜欢热闹，而
是怕他们谈起和我同龄的孩
子多么有出息，我自叹不如。
要过年了，家中大清扫，奉了
母上大人的命令，我将书籍清
好放在书架上。

走到二楼堆书的地方，翻
开以前用过的课本，上面的笔

记密密麻麻。一个积满灰尘的
笔记本遗存着我少时的羞涩，
入目是一列列的成绩以及每
次考差时的反省。令人莞尔一
笑的是，笔记本上写着许多鼓
励自己的话，那两个大大的“加
油”，在一行行小字的衬托下格
外的显眼。如今每日虚度光阴
的我，曾经也那么努力过吗？

读初中时，每日早上五点
起床，学习到晚上九点下课睡
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现
在，因为一场考试要早上六点
起床等车，我都要发个说说表
达自己的不满与怨气。希望寻
求安慰的我被一位好友的评
论浇醒了：“六点还算早吗？”

六点已经太晚了。黑暗中
待久了，就会忘了光亮时的模
样；人消沉久了，就会忘了曾经
努力的自己。总有一些东西，要
用消失来证明它的珍贵。

◆成长

六点还算早吗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尹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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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