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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盲人住在一栋公寓楼里，
每天晚上他都会到楼下花园去散步。 奇怪
的是，不论是上楼还是下楼，他虽然只能顺
着墙摸索， 却一定要按亮楼道里的灯。 一
天， 一个邻居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的眼
睛看不见， 为何还要开灯呢？ ” 盲人回答
道：“开灯能给别人上下楼带来方便， 也能
给我带来方便。 ” 邻居疑惑地问道：“开灯
能给你带来什么方便呢？ ” 盲人答道：“开
灯后，上下楼的人就会看见我，就不会撞到
我啦，这不就给我带来方便了吗？ ”邻居恍
然大悟。

就在他伸手的刹那， 善意的种子萌发
了，盲人的世界也充满了光亮和温暖，原来
善良就在我们的伸手之间。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

一滴小水珠也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株
小草也可以唤醒整个春天。即使我们对于世
界而言微不足道，好似一颗尘埃，可对于某
些人而言， 我们也可以相当于整个世界，只
要我们肯去伸手，我们就是“行动的巨人”。

身为中学生的我们能力有限，也许还无
法做出轰动社会的善举，那咱们就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从拾起校园中的一个垃圾袋做起
吧。英国作家狄更斯曾说：“世界上能为别人
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那么，这
类愿意伸手去捡起垃圾袋之人，想必也不是
平庸的人。在他们伸手的瞬间， 我仿佛见到
了世界的春暖花开。

前几年，网上特别流行一个话题：“看到
街边跌倒的老人扶还是不扶？ ”有网友调侃
道：“扶或不扶只在于你钱包的厚度。 ”其实，

扶与不扶就在你的伸手之间，却会造成截然
不同的结果。 也许你把他扶起了，换来的不
是感谢而是冷血的指控，又或许你熟视无睹
地从他身旁走过，却会撒下一地悲凉。 社会
变得越来越复杂， 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
们都应该勇敢地伸出手来，以善为本。 有阳
光的地方总会有阴影， 但如若没有了阳光，
就只剩下阴影了。

莎士比亚曾说：“善良的心地就是黄
金。 ”善良，不是闭月羞花的容貌，不是温文
尔雅的举止，不是腰缠万贯的财富，更不是
叱咤风云的权势。 真正的善良来自心灵深
处，无须剪红刻翠，无须粉黛雕饰，它本身就
是人们内心最原始的一种淳朴的感情精华。

善良不过是你的几次伸手，予人温暖。
指导老师：肖东光

军训日记
长沙市第一中学 1701班 蒋承翰

同一束阳光，在棱镜下会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同一个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思想。
我的世界不一样，
我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有灿烂的阳光，
青草茵茵，向日葵向我微微一笑。
我的世界不一样，
我的世界里有着更多的欢笑，
我与我的伙伴共同沐浴在阳光下。

我感谢，我庆幸，
缘分让我在最好的年华里与最好的你们相见。
我的世界不一样，
在我的世界里，明镜般的海面上映射着点点星光，
巨大的帆船等候着日出时的扬帆起航。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们能同甘共苦，
一起承受风暴的洗礼，共同享受雨后的甘甜。
我的世界不一样，
在我的世界里，一班永远在一起。

一天清晨，不知道为什么，当
我睁开眼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
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后背痒痒的，
走到镜子跟前转过身， 我简直惊
呆了，一对只有巴掌般大小，类似
翅膀的白色物体出现在我的后背
位置上。这难道是翅膀？能不能飞
呢？ 我脑子里刚闪过这个念头的
时候， 背后那对白色物体便开始
挥动起来，并且越来越有力，慢慢
地，我的双脚居然离开了地面。天
啊，这真的是一双翅膀，我既高兴
又紧张。

这对翅膀可以让我飞多高？能够飞多远？带
着疑问，我小心翼翼地在家里试飞了好多次，感
觉自己可以正常飞行之后我站上了窗台， 鼓起
勇气向窗外飞去， 真是不可思议， 我居然成功
了。 耳旁的风声呼呼作响， 我在城市上空飞行
着，不少人看到了我，都不由得惊讶地擦了擦眼
睛，有的还掏出手机向我拍照，我可不想别人把
我当成怪物看，于是加快速度向城外飞去。

在空中，我学着像老鹰一样俯冲，像燕子一
样低飞，像蜻蜓一样悬停，才半天工夫我就已经
掌握了全部的飞行技巧。

就在我休息的不远处， 突然听到有人大
喊：“抓小偷哇！”一个阿姨穿着高跟鞋正在追赶
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手上抓着一个女式钱包。我
根本没有多想， 在地上捡了几个石子就飞了过
去。“啪啪”， 两颗石子直接砸到了那个男子头
上，他痛苦地在地上打起滚来，后面的阿姨终于
追了上来，夺回了自己的钱包，还不停地对我说
“谢谢”。不一会儿就来了很多围观群众，警察叔
叔也到了，他们把小偷送上了警车。警察叔叔表
扬了我，围观的群众也为我鼓掌，我心里感到特
别自豪和骄傲。

我正准备在众人面前直冲云霄，“要迟到
啦”，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我突然睁开眼，发现
自己躺在床上，妈妈叫我起床了。 唉，原来这只
是一个梦。我亲爱的妈妈呀，你也太会挑时间打
断我的美梦了， 我还要飞到好多我从未去过的
地方，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呢……

指导老师：谭敦源

我常常对着窗户发呆, 幻想着:如
果我是老师， 如果我是神仙……刚想
到这，我又发了一会儿呆，幻想着：如
果我当校长会是怎么样呢？

如果我当校长，我要把学校改造得
像花园一样美丽。 首先要改造大门，在
门的两旁都种上几棵大树，中间就是通
向不同年级的通道；还要让同学们在操
场的一圈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树木；我
要在教学楼的墙壁上种满爬山虎，最顶
上还要弄个小菜园，下课了，同学们可
以到菜园里除除草、浇浇肥；最主要的
是，操场的周边还要挖一个小池塘，池
塘里面放几条小鱼小虾，同学们放学后
可以到池塘周围玩耍。

如果我当校长， 我要把教室里面
改造得美丽无比。 桌子和椅子都分别
有不同的形状和图案， 阳台上面还要
种上一排排花花草草， 周围挂有不同
的装饰品和同学们的作品。

如果我当校长， 我要把每一节课
都变得有趣。 语文课时同学们一起分
享故事， 或者把大家看过的书和同学
们分享；数学课嘛，就是同学们把不会
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然后让老师
当讲解员把知识传授给我们； 作业是
回家看自己喜欢的课外书。

如果我当校长， 我要让每一个同
学都能像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的学习
和生活。

小时候常听老一辈说：“老鸦叫， 祸事
到。 ”亦有谚云：“乌鸦头上过，无灾必有祸。 ”
乌鸦为何视作不祥之鸟，我甚是不解。

直到在查阅资料后， 我知道乌鸦是杂食
性鸟类，嗜食死动物。 而乌鸦与尸体的这种缘
分逐渐在古人们的思维中倒因为果， 形成鸦
鸣兆凶、兆人亡的观念。

这也难怪，《后羿射日》中，人们将天上的
10个太阳比作 10只三足金乌。它们滥用自己
的光和热炙烤着芸芸众生， 最终几乎全被后
羿射落而万劫不复。

然而，乌鸦当真会带来厄运吗？
历史上与乌鸦有关的人物， 难免被后世

君子或劳动人民所诟病。 因为他们难以被正
常人的眼光理解， 但这丝毫无法掩住他们的
光辉。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魏武帝曹操，官渡
之战消灭袁绍， 统一北方， 真不愧是一代枭

雄。 赤壁之战， 当然也是他人生一次重大失
败。 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流水，他在传世名作
《短歌行》中吟出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
树三匝，何枝可依”的肺腑之叹。 千百年来，评
说家对此句已有清楚的解读， 像乌鸦一样在
忠义与自身抱负间抉择的士人们， 不知是否
应该投奔曹操，曹操于是感到惋惜与痛心。 但
在我看来， 这句诗的意思又何尝不是曹操自
己面对尽早收复天下、 救黎民苍生于水火的
抱负与兴复汉室、 尽臣子本分的忠义之间的
矛盾。 历史告诉我们，他没有像常人那样选择
后者，而是固执地前行。 这也赋予了“乌鹊”新
的内涵。

然而，那些辅佐刘备，拥护汉室的人呢？
他们的后裔痛骂曹操是汉贼、是奸臣、是丑类
之魁。 曾经的士大夫嘲笑曹操的宦官家世，当
然，他们不懂，即使面对世人的不理解，曹操
依然有满腹的理想和情怀， 只能选择像乌鸦

一样振翅孤行。
无独有偶。 隋炀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名

的“昏君”，在公元 604 年弑父继位，618 年“玉
玺即归曰角”，众叛亲离，只能以床板为棺草
草下葬。 如此般可怜而可恨的一生，使得不光
是下层人民，历朝历代都以之为耻，大肆宣扬
所谓“以史为鉴”来巩固统治。

然而， 隋炀帝是有理想的、 有抱负的君
王。 他开凿大运河，便利南北经济交流，为唐
开元盛世的繁荣与安史之乱后两百年的苟延
残喘做好了铺垫； 他讨伐高句丽、 三征吐谷
浑，保障了边境的稳定，也终因滥用民力而江
河日下。 在隋王朝的晚期，他感叹：“寒鸦千万
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 ”
他波澜起伏的心情如同高秋无际千万只寒鸦
撕心裂肺的悲啼，紧接着继续孤独地迁徙。 但
我想，他不曾犹豫，也不曾后悔自己的所作所
为。 毕竟，他本意也是为了民族、为了社会向

前发展。
也许是对这首诗有所感触， 唐朝诗人李

商隐在《隋宫》中发出无情的鞭挞：“于今腐草
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
岂宜重问后庭花？ ”可李商隐终究是个文人，
为了开凿运河这一“共禹论功”的千秋伟绩，
隋炀帝就是毁灭自己的一生也在所不惜。 李
商隐不懂：面对宏伟的抱负与世俗的羁绊，有
的人身后是庸人的挑衅与诅咒， 面前是高深
的理想境界。 无奈，只能选择像乌鸦一样振翅
孤行。

多少次梦境中， 我在历史的烟海风云里
踽踽独行， 却时常能隐约看见一只通体漆黑
的鸟儿在天际盘旋。 它用深邃而感伤的思绪
追忆过去，如今在世俗的土壤上流下惆怅而倔
强的泪水， 将自己不可磨灭的灵魂带到了未
来。

指导老师：谭艺琼

鸦，执着孤行者
长沙市长郡中学高三 1512班 赵书湛

如果我当校长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第二小学六（6）班 龙雨暄

善良就在伸手之间
隆回县第二中学高 621班 欧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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