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韭菜坪上的白杜鹃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 1509班 赵苇航

贵州安顺的韭菜坪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位于乌蒙之巅，贵州屋脊。 在一个细雨朦胧似
雾的初冬周日，我们从凉都六盘水市出发，直
奔韭菜坪。 北国已是严寒来袭，贵州也稍感冷
意侵人，想像中的韭菜坪应该很冷。 出乎意料
的是， 这里却是一派北国仲秋白雾笼山的壮
丽景象。

我喜出望外，沿着石阶拾级而上，恨不得
一下子就投进大山的怀抱。“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
走泥丸……”毛主席的诗篇更倍增了我们登临
绝顶的信心、勇气和情怀。

不到十分钟， 便来到一片开阔的高处，
一湖碧水，映入眼帘，草木茂盛，山水朦胧，
白鹭在飞，和着斜风与蒙蒙细雨，宛如腾龙

在渊。 韭菜坪的神秘一下子将我笼住了。 刚
才的喜出望外，顷刻全没了踪影，心中只有
了深深的敬畏。 满眼的粗糙草丛和茂密的灌
木堆，竞相绽放勃勃生机。 草丛里，鲜美的野
韭菜已无处可寻，但厚实的绿叶子任然坚守
着就要落地的韭菜籽，依旧张扬着不一样的
个性。“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大地有
情，万物有意，天地情感九九归一化为了生
生不息的传承。 感谢韭菜坪，引发了我对生
命的别样遐思！

愈是往上攀登，植被愈加葱绿竞放，灌木
枝伸手可折。 大自然的匠心独韵，妙不可言。
尽管天公不作美， 然细雨迷雾中的韭菜坪已
让我收获颇丰， 又何必一定在意晴日里一览
众山小的壮观呢？ 愈这样想着，登临绝顶的意

志便更加坚定，曲曲折折的山道，反而更加情
趣盎然。

猛然间，隐藏在灌木深处的白杜鹃闯入
了我的眼帘。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高山
之巅，居然有杜鹃，再仔细瞧瞧，不错，就是
杜鹃！ 我不禁要问，这漫山遍野的白杜鹃花，
白得似雪，开遍了韭菜坪的山巅，她究竟是
为谁盛开？ 江南的红杜鹃开遍数万平方公
里，是为江南人民火热的生活而绽放。 这里
方圆几十亩的白杜鹃， 任东西南北风劲吹，
严霜并雨雪打压，无江南的松柏庇荫，要接
受太阳黑子的垂直炙烤，可岁岁年年，大小
多少，从不抱怨得失，只为春天一个无与伦
比的美丽绽放。

我伫立在白杜鹃丛中，心已处于庄严肃穆

之中。想起 8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们，翻越乌蒙
山，趟过深不见底的沟壑恶水，再攀越斧削般
的峭壁山峦，穿爬荆棘丛生的蓬草乱丛，当时
是怎样一个气壮山河的场景。要探路、要战斗，
可谓千山万水，关山难度，可英雄的红军仿佛
有着千里眼和顺风耳，牵着敌人的鼻子，声东
击西，荡气回肠般书写着长征的奇迹。 回顾历
史，有多少红军战士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 我情不自禁在白杜鹃丛默默鞠
躬。 今天我们能安居乐业，完全得益于前人的
奋斗甚至牺牲。 好在大自然造化，让圣洁的白
杜鹃花守护在这样一个神圣的高地，为英雄守
灵，为英雄盛放。

韭菜坪上的白杜鹃，明年春五月，我还要
来瞻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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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春天的诗，这是生命
的情；这是花雨，这是彩绸；这
是一方坚实的土地上的回音，
这是一片辽阔的天空的静寞。
这是一个追赶太阳的孩子纪
录 下 的 溢 彩 的 梦 境 ……

———题记
一直很喜欢蝉，总觉它是

最富有禅机的一种动物。 它
不断寻求生命中呼吸的契
机， 尽每一个能呼吸的时刻
礼赞而歌唱， 即使在黑暗的
土中， 它也在刻划生命中细
微的灵魂， 就像唱针一圈圈
刻划着唱片， 以期在热烈奔
放的呼吸时刻谱出令人动容
的生命乐章。

不经意地推开窗户，总能
看到满天的繁星闪烁着睛朗
的气息，绽放着遥远的美丽，
偶尔一颗落下， 留下一段无法理解的凄美，而
我却从来都不敢正视。 我恐惧，因为我知道那
是生命的色彩划出无可奈何的瑰丽。 于是我常
想，连星星都身不由已，更何况它普照下的芸芸
众生呢？

夜更深了，星更亮了，梦更沉了。 日出而作，
日落出息，这千百年来的习惯仍在保留着，继续
着。 多少人，便在这无所作为的忙碌中完成了一
生，老去了，死去了，掩埋了，一抔抔黄土盖住了
曾经的痕迹。 但也总有人能够突出重围，拾级而
上， 把自己独立的人格嵌在喜马拉雅山的顶
峰。 他回头望望，却只能看到空旷地上残留的
脚印，一股难言的孤独涌上心头，于是便有了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涕下”。 其
实，古人曾经是有的，来者也将会有，缺乏的只是
同伴。 但也正是这种孤独洗去了世间所有的喧
闹， 把浩若烟海的文明碎片聚拢成人格造型，再
提炼出了本真。

星星落了，依然身不由已。 我不由得想起曾
有人说过的“后英雄时期”，或许只有对比于魏晋
乱世，才能发觉我们所习惯的平庸。

苍穹似墨， 已辨不清是非的心境更加迷茫。
但我相信在这迷迷茫茫的远处，终会传来如琴瑟
合鸣的一声绝响。 我要冲破既定的囚笼，给予自
己生命的空间，让自己生活得自在而真实。

绿树头，小憩着月影；芳草地，滑翔着鸟声；
花径，驮着恋人的软语，向幽处蠕动；小船，漾着
儿童的笑声，向湖心徜徉。
山，魏峨，陡峭，唯攀登者能览穷巅之美。
书是山，博大精深，唯苦读者能嚼穷味之美。

人生也是山，悲喜交错，唯奉献者能品穷意
之美。

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或如石桥长久的
默默付出；或如彩虹展现瞬间的美好。 奉献是生
命的永恒，是生命的价值。

泰戈尔说：“让生命美得像夏季的花，让死亡
美得像秋天的叶”。

把山摊开，当作稿纸，用汗和血当墨———为
生命刻下一段痕迹，抒写一部不朽的丹青，绘成
一幅溢彩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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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湖南省地质中学高 1505班 黄宇龙

《十年》，这是一首歌名，亦是时光流
逝的一种记号。

十年之前， 稚嫩的我们一起踏入校
园，不懂事的我们成天嬉戏打闹，互相追
赶。 每当犯错的时候，老师就会将我们叫
入办公室讲道理，那时我们心中并无丝毫
在意。

几年之前，我们怀着无限憧憬和向往
步入初中， 青涩的我们从无知到似懂非
懂，似乎懂得了这个世界竞争和奋斗是我
们必须面对的；似乎懂得了这个社会并不
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于是，年少轻
狂的我们好像忽然有了明确的目标：为着
中考而努力奋斗！

那个夏天，我们面带微笑，告别了三
年的初中时光，好像是酷暑一下子催熟的
果子，虽然并没熟透，但青涩中已经有了
些许老到，或红、或黄，都已是今非昔比
了。 匆匆离开熟悉的校园，心中居然莫名
多了几分感伤。

十年后，我们进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

点。 也许十年之前，我们就曾经憧憬着这
十年后的一切。但是，十年之后的我们，却
怀念起了十年前。 人生真是非常奇妙啊！
重要的东西可能是逐渐消失的，就像一块
方糖溶入水中，那味道可能还在，但东西
真的不在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 如果让我选择，我
还是会选择遇见你们， 人生之所以珍贵，
是因为不能重来。

人生十年， 会发生许多许多的事，也
能做许多许多的事。 但人生十年，也可能
仅仅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长大。长大，
同样是很奇妙的：有的人虽经世事，却总
也长不大；有的人偶遇一事，却忽然之间
长大了！

人生百年，也不过十个十年。 但每一
个十年，必定有其特定的规程、特定的节
奏、特定的含意和特定的精彩。 有“面壁
十年图破壁”，有“十年磨一剑”，有“十年
修得同船渡”，也有“十年一觉扬州梦”，
还者“十年生死两茫茫”，甚至“君子报

仇，十年不晚”！ 千姿百态而又千奇百怪，
难以尽说。

陈奕迅的那首《十年》，总让人无限
伤感：“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
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
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
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
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怀抱既
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
边享受／一边泪流”。 歌曲伤怀的也许
是爱情，其实，又何止是爱情？ 亲情、友
情何尝不是如此：缘起缘灭，聚散离合，
轮回不息！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
灯”，由宋代的黄庭坚，到歌手陈奕迅，
他们抒发的感情竟然如出一辙。 虽然
世事无常，但人性是相通的，甚至是不
变的。

当我即将站在人生第三个十年的起
点，该如何承前启后？ 如何规划未来？

有舍才有得
岳阳市云溪区第一中学 352班 陈石之

古人云：“失之东偶，收之桑榆。”古人
亦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喻世名
言，在千百年时间长河的涤荡中，传承着
一个既简单而又充满哲学的道理：舍得舍
得，有舍才有得。

在很早很早以前的上古时代，夸父
族中的一个首领想要把太阳摘下，放
到人们的心里，于是决定逐日。 为了这
一理想， 他渴死在逐日途中， 舍弃了
自己的生命。 如今坐在高三课堂中的
我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去探寻
那个从未启及的世界，舍弃了自己的
青春，数十年如一日，坐倚窗前，寒窗
苦读。夸父得到的不是虚无，他留下了
永恒不朽的追逐的姿态， 这种姿态也
鼓舞着我们，为了理想，必须有舍弃一
切的决心， 方可得到我们心中的那个

“太阳”。
追逐理想，我们要舍得放弃。“鱼，

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
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这是孟子的
舍弃。

人生长路漫漫，总要站在舍与得的路

口。王阳明身困龙场，在穷困潦倒时，他舍
弃了青春，却成就了自身，创立了心学；司
马迁为了其父遗愿，舍弃了尊严，接受官
刑，留下了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的《史记》；原名舒庆春的老舍，在参悟
人生后更名为舒舍予， 取“舍弃自我”之
意，笔辍不耕，终成为人民的艺术家。在追
逐理想途中的我们， 也需衡轻重缓急，分
主次先后，懂得适当取舍。如此舍得，是一
种理智，也是一种成熟。

追逐理想，我们要舍得付出。“牧羊边
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冰，饥餐天上
雪。 ”这是苏武的付出。

苏武留胡， 但节操不辱， 雪地又冰
天，苦守十九年，牧羊北海边。饿了，他挖
野菜、逮野兔充饥；渴了，他捧一把雪止
渴；冷了，他和羊群依偎在一起取暖。 为
了心中的理想信念， 苏武把生死置之度
外，这种非常人所能及的艰辛付出，最终
助他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 在追逐理
想途中的我们，也需跨千难万险，迎坎坷
艰辛，懂得不断付出。 如此舍得，是一种
豁达，也是一种境界。

追逐理想，我们更要舍而有得。在“为
伊消得人憔悴 " 的艰辛付出后；在“众里
寻他千百度”的殷殷期盼后，终有了“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结局，这是
王国维的所得。

为了理想，我们放弃了羁绊着的那
些杂念；为了理想，我们坚持不懈地付
出所有；为了理想，我们在黑暗中寻觅
了千千万万遍，为的就是这份“有舍才
有得”。 而这种“得”并不仅仅是停留在
物质上，更是一种“蓦然回首”间的心
境。 舍了那些繁杂的想法与羁绊，生命
中填塞的东西便愈来愈少；得了那些付
出与回报，生命中有意义的元素便愈来
愈多。 这样的心境，让你越来越轻而易
举地体验到生活中的快乐。 如此舍得，
是为人处世的大智慧，是我们需要不断
修炼的一种生活艺术。

“舍得”一词，充满禅意，舍与得就
如水与火、 天与地一样充满着对立统
一。 舍是放弃，舍是付出，舍是一种精
神，而当你懂“舍 ”时 ，你就会“得”到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