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尖尖小荷

亲情浓浓

夕拾朝花

叮咚泉水

情怀少年

13电话：0731-88317950��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 刘芬 版式：张兵 校对：沈皓玮 2017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三科教新报 成长

太史公司马迁说：“天下熙熙， 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千百年来芸芸众
生为各自的利益而奔波并乐此不疲， 殊不
知，其实放弃也是一种美。

放弃，是一种选择的美。 鲁迅先生 21岁
东渡日本，怀揣着内心“医学救国”的真理，
刻苦勤奋，深得众人赞赏。 可是，当他日渐发
觉中国的腐朽落后，当他开始觉察人民的愚
钝无知，当他发现祖国未来渺茫，当他意识
到民族的灵魂沾满尘埃，于是，他选择了放
弃。 鲁迅放弃从小的梦想，放弃一直支撑着
他的“医学救国”信念，放弃了触手可及的大
好前途，在腐朽落后的旧社会用笔墨抒发心
底的豪情壮志。 他毅然选择放弃，不畏强权
地抒发内心愤怒与控诉； 他毅然选择放弃，
用犀利的笔触道出了人们生活的无奈，揭露
残暴统治者丑陋的嘴脸； 他毅然选择放弃，
用无所畏惧的坚决警醒了当时的社会，也让
我们记住了往昔！ 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的放

弃，同样也正是因为弃笔从文的转型，才使得
中国多了这样一位推动着中国文学甚至是中
华民族前进的伟人。

放弃，是一种挑战的美。 比尔·盖茨放弃
了哈佛大学宝贵的学习机会， 承担着也许一
无所有就此沦落的风险， 与好友一同用汗水
勾勒着梦想的轮廓。在他眼中，哈佛并不是梦
想开始的地方，而放弃更是他挑战不可能、实
现自身价值的珍贵的契机。因为放弃，他激发
的自身的潜能，明白生命的价值；因为放弃，
他挣脱了束缚自由的累赘， 拥抱更广阔的蓝
天；因为放弃，才有了微软这一商业帝国；因
为放弃，才有了比尔·盖茨神话般的存在！ 他
曾经放弃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但却依旧被人
们铭记。

放弃， 是一种智慧的美。 面对曾经共同
患难却难以同富贵的天子刘邦， 张子房选择
了急流勇退， 用安逸的晚年阻止了兔死狗烹
的局面； 面对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 陶渊明

选择了归隐田园， 以“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
南山” 的名篇吟出了内心的孤傲； 面对充满
波折的仕途， 李白选择了游历山水、 感受自
然， 以宽阔的胸怀抒发了“天生我材必有
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的豪情壮志； 面对得
与失的选择， 面对生与死的抉择， 范仲淹在
名篇 《岳阳楼记》 中表达了“不以物喜， 不
以己悲” 的达观情怀； 叶挺被囚禁在重庆的
囚室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 写出
了著名的 《囚歌》 以明志， 他放弃了可贵的
自由， 因为他深知“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
里爬出”。

有时候，放弃是为了更好的拥有，暂时的
舍弃可能换来精彩的明天， 暂时的舍弃也许
可能赚取意外的收获。 将短暂的失去当作历
经考验、当作丰富人生、当作对未来追求的承
付。勇敢放弃，探寻“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别样
风趣；大胆放弃，换一身轻松的装扮，自由探
寻另一番别样的美。

放弃，也是一种美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高三年级 1501班 刘锦阳

记得在袁枚的《随园诗话》 中曾读到过
“名将自古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感慨良
久。 吾非美人，虽憾却也幸可得白头，又叹美
人名将，其中尤惜美人。

感古大盛美人，却无相仿，大抵是因皆为
美人，美人高傲，不愿效颦。 古有美人曰丽华
聪敏善辩怎奈“祸水误国”，又忆西子，沉鱼吴
宫，心叹褒姒，一笑何错。 美人呵，其颜之错。

花惜幼微，晚唐才女落得街市而殒。想来
豆蔻之年她也曾想遇一人为她画眉深浅，她
也曾想“有一天他会踩着五彩祥云来娶我”。
“临风兴叹落花频，芳意潜消又一春。 ”她曾
眉眼含情，行动间，皆是少女娇夭，她曾妆容
精致，只是心如枯祠。 天上容配的是凉薄命，
嫁与他人为妾，心有所苦好在情意甚笃，可妾
及是妾，主母不喜，情深意切最终也是冷面相
向。 长安繁华，我却在咸宜观里揽镜苦守，夜
雨刺骨又怎样，我笑我痴“易得无价宝，难寻
有情郎。易得无价宝，难觅有情郎！”既然世间
男子无情我又何苦再苦坐为汝， 这咸宜观便
是我的宫殿，你们都是我的臣子，不，是臣服
于我奴，绝美的桃花牡丹啊，那都是我写下的
花笺，持者便可进入我的宫殿，我要让这咸宜
观变成世上最摇曳的牡丹！《北梦琐言》云曰

“自是纵怀，乃娼妇也。 ”可笑，世人皆言美人
错，可美人何错，错在美人若桃，诗赋灼华，还
是错在痴心错付，遇人不淑。

花惋玉环，大唐乱世之中，为君别。 玉欢
玉欢，为玉为环，杨家有女，其妍其灼。咸宜公
主的宴上，长剑华服，丹唇朱钗，桃花艳涟成
了一团红雾，杨家娇女与其中，何灼何妍，一
眼，便是经年，自此寿王何宠，武惠妃何喜。美
人如此，该破了不许白头的咒了吧。可咒即是
咒，既为美人，便不得白头。“资质天挺，宜充
掖廷”，好一句“资质天挺”，好一句“宜充掖
廷”，自此，美人便不得白头。 唐宫其华，庭栏
熠熠，天子之宠，其娇其奢，贵妃宜后，雪衣戏
棋。 他本是天子之威，却因她茶饭无下，一缕
青丝，一线红情，如此深情，也该破了咒了吧。
安禄山反， 盛世大唐转瞬硝烟为云， 枯骨白
衣。 众人皆怨她祸水亡国，皆言她一笑倾国，
乃祸世之妖，皆言杨家姐妹乱了朝堂，脂粉钱
烧了百姓。 马嵬坡下，总兵起义，皆言要惩处
祸水，一振大唐国威。 他看着她，一如初见时
那般绝美，外面士兵的嘶喊还在继续，他明白
江山和美人他只能选一个，一切历历在目，他
知道，这并不是她的错，可这债，要她还。一尺
白绫，换他性命也换他一世不安。

美人兮，美人。困于浊世，世人皆贪，贪汝
美色，贪汝真心，于是狼烟起亦或一方乱，世
人懦弱，不肯背负罪名，遂皆言美人为祸，故，
美人，不得白头。

忆美人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2016级 7班 杜翘楚

入秋了，天气持续晴热，路边地里几个上了
年纪的老人正在挖红薯，肥肥胖胖的红薯散发出
甜甜的秋的气息，勾起我对红薯片子的回忆……

每到秋天， 外婆便早早地挖上两担红薯，摊
在用黄土夯实的土屋阁楼上。 半个多月后，红薯
变得蔫软，剥皮一尝，甜津津的。 瞧准一个大晴
天，外婆把它们洗干净了，削掉皮，咕咚咕咚倒在
一个大锅里，放上几勺水，盖上锅盖，然后蹲在灶
膛前开始烧火，红通通的灶膛里喷出的光亮欢快
地舔着外婆满是皱纹的脸。 个把小时后，一股带
着泥土气息的甜甜的香味就氤氲在空气中，飘得
很远很远。这时候，在外面疯玩的我就跑了回来，
摇醒正在灶角打盹儿的外婆，“红薯熟了！ ”外婆
缓缓地起身，掀开笨重的锅盖，从冒着热气的锅
里掏出两只还渗着“糖汁”的红薯递给我，“慢点、
慢点，烫！ ”我用贪婪的小嘴一边舔着糖汁，一边
还抢着说：“外婆，我还要一只。 ”

金黄色的阳光铺满大地，外婆搬出两副竹篾
垫子，平整地铺开，用毛巾认真地擦拭上面的灰
尘。先把煮熟的红薯搬出来，准备好刀和砧板，小
心地把红薯们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我则光着脚
丫欢快地把这一小片一小片的红薯片子整齐地
码放在竹篾垫子上，虔诚的样子像在完成老师布
置的作业。外婆雕塑般的背影和我来回奔跑的影
儿构成了一幅阳光下唯美的画卷，至今仍深深地
烙在我的脑海里。 完成切片工作，外婆去忙着别
的事， 而我还在竹篾垫子旁边与伙伴们嬉戏，偶
尔赶走一两只贪吃的小鸟。外婆不时地过来把红
薯片子翻个身儿，我也帮着做，时不时地偷偷塞
一片到嘴里，用小手拉出细细的糖丝，断了的糖
丝弹转回来，贴在嘴边，再用舌头一卷，又舔回嘴
里，特别享受的样子。

晒好的红薯片子就像柿饼一样软软的，表面
泛着金黄的光泽。 嚼上一片，甜丝丝的，沁入心
脾。 朴实而纯味的红薯片子，成了我健康成长路
上最放心的零食，因为它带着外婆对孙辈们无限
的怜爱和期许，填满我童年的记忆万花筒。

如今，我已长大成为高中生了，而外婆的年
轮一圈圈地逐渐增多。但外婆依然倔强地坚持每
年制作红薯片子，尽管黏性十足的红薯片已粘掉
了她的几颗门牙。我知道，外婆还是在为我，为生
活制作甜甜的梦。

我好希望自己有一天变成外婆的一颗门牙，
让外婆重新品尝一下她自己亲手制作的脆甜又
温暖的红薯片。

指导老师：李锋

班上进行了发豆芽比赛，张老师发给
我们每人 40粒黑豆，一个杯子。我仔细观
察了一下：这些黑豆都是椭圆形的，很光
滑，还会闪光发亮，像一个胖娃娃穿着黑
衣裳，肚子上还露出了白白的肚脐眼。 我
试着倒了点水放进杯子里， 不一会儿，水
就被黑豆吸干了。

黑豆的表皮起皱纹了， 慢慢地变胖
了，有的还裂开了嘴，露出雪白的肉。我非
常期待它发出芽来就像等待一个婴儿的

诞生。 第二天，我发现黑豆不但没有发芽
反而已经开始腐烂了，而且很臭。 我很伤
心，但我还是坚持养好我的豆芽。

第三天， 爸爸特意帮我买了绿豆回
来，我决定每天坚持好好照顾他。放学后，
我一回到家就忙奔向厨房。我掀开毛巾豆
芽已经长有 3厘米高了，细细的嫩茎呈淡
绿色， 顶端的两片翠绿的子叶用力展开，
他似乎像小鸟一样要展翅高飞。它看着我
仿佛对我微呢！

我把我的豆芽带到学校， 老师还表
扬了我。 通过这次实验，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怕失败。 只只有坚
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指导老师：张菊香

外婆的红薯片
平江县第四中学高二年级 337班 李美玲

大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清脆的鸟叫声，像一首首动听的歌；
青蛙“呱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似一组宏亮的大合唱；公鸡早上喔
喔的鸣啼，每天在催促人们早起……

今年暑假，爸爸驱车带我去了南山牧场，在那里听到的天籁之
音让我至今难忘。初入南山就听见了几声牛叫，往前走了一会儿，就
看见了山上几头又高又壮的奶牛， 它们安祥地吃着绿油油的三叶
草，并发出心满意足的“吽吽”声。这几只奶牛吃饱了后，就十分舒畅
地“吽”了几声，便回家产奶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一个小山包前，又看见了山上有一小
群的马。我便和爸爸一起爬了上去，马儿见到我们，便发出一声声长
啸，这是一种十分兴奋的叫声，整个马群都在发出这种快乐的声音，
大概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吧。

我和爸爸继续来到了一个山顶，这里到处都是树，整个山顶一
片翠绿。一阵阵风吹来，我听见了树叶被风吹得“沙沙”的声音，这是
一种十分轻柔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惬意。此时，一只活泼的小鸟从远
处飞来，落在一棵粗壮的大树上，唱起了一首欢快的歌曲，“叽叽叽，
喳喳喳……”十分动听，其它的鸟儿听见了这只鸟儿的歌声，也朝这
边飞了过来，落在其它的大树上，一起唱了起来，叽喳叽喳地闹着、
叫着、唱着，真是一个小鸟合唱团啊！ 我被眼前的美景迷住了。

南山真美呀！难怪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我爱这来自大自然
的天籁之音！

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六年级（1）班 黄顺怡

发豆芽
浏阳市古港完全小学 82班 梁恒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