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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出行变奏曲
常德市澧县第一中学 1510 班

我的家乡， 一个平静而又美丽的乡村，
承载着多年的风雨， 背负着厚重的梦想，包
容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伴随着我们的共同成
长。
父亲的昨天：自行车独奏曲
我家后屋，躺着一辆我们这一代人从未
骑过的差不多齐人高的老自行车，父亲偶尔
会拉出来给车打气抹油。 我说这车都快散架
了，还留着干嘛！ 父亲嘿嘿一笑，抽口烟，说
起了过去的往事。
那时候，家里穷，整个村上也没有几家
富裕，我们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上
学的时候能够骑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有几
个头脑灵泛的，跑到三十里外的集市上买回
来几辆崭新的自行车，村里男女老少几乎全
部出动来参观这铁家伙。 这家伙，把我们全
村人的心挠得直痒痒，心里都暗暗憋了一股
劲，就是省吃俭用也要买一辆自行车。 为了
买这辆自行车， 你爷爷特地种了两亩莲子。
摘莲子， 给莲子去皮的活儿就全部交给我
了。 那时，我十二三岁，每天下午太阳下山的
时候，都要准时到山里去摘莲子，荷叶杆把
脚和小腿划得一道道血痕。 第二天蒙蒙亮，

得田地是立身存命的根本，固执地抵制修路。
于是，我们每天看见老人们拼命阻止修路，年
轻人好言将老人劝开；用挖土机将路面一寸一
寸地加宽修整出来，一辆一辆的拖拉机将水泥
浆按模板灌成水泥路面。 最终，路修成了。
现在，水泥路在美丽的乡村蜿蜒行进，青
色的山，绿色的水，白色的路面，以及点缀其
间的越来越多的乡村别墅， 构成了一幅现代
化的农村美景图。
我们的明天：高铁畅梦曲
对于明天，我做了很多梦。
最近传来好消息， 一条通往大城市的高
铁就在我家门口经过， 并且在离家不远处还
设立了火车站， 爸妈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村里的农产品乘高铁走向世界，哥哥到
深圳打工也不用再为等车而发愁了， 幸福的
笑声荡漾在青山绿水之间。
我写到这里时，不由得笑了，生活真是美
好，有什么梦想不能变为现实呢！ 也许，未来
的生活， 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过去的生
活，已经一去不返；未来的美好，只属于好好
把握今天的人。 做好今天，你会发现，外面的
阳光无限明媚！

小荷 之声

努力，造就了莱昂纳多的生命质量
永州市第一中学高 509班
生命质量，在于不停地奔跑、追求。 就算
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只要有一颗坚持与
坚定的心，就是最高的生命质量。
谁的生命质量更高？ 刚刚结束“陪跑奥
斯卡 N 年”，终于凭借电影《荒野猎人》摘得
“最佳男主角” 小金人的莱昂纳多是很好的
榜样。
生命质量的彰显在于不断的努力。 作为
一个演员，演技与作品质量是莱昂纳多一直
追求的。 从《不一样的天空》中饰演的弱智儿
一角开始，他一直努力地去揣摩与把握角色
的特点与心理，并尽量把一个细节完善到极
致。 有导演评价他说：“
刚开始他只是漫不经
心地看了一眼剧本，然后背过去抽烟。 我们
都担心是不是应该换个男主角，可是当摄像
机一喊开始时， 他就不再是莱昂纳多了，他
就是剧中的那个主角！ 现场的人都激动得哭
了！ ”而在《荒野猎人》中，莱昂纳多被熊叨着
甩来甩去， 甚至用火烧伤口来疗伤的镜头，
更令观众为之动容。 当导演亚利桑德罗获得
本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时，这样感谢莱昂

青春

谭涵予

纳多：“谢谢你奉献了你的灵魂， 你的艺术，
你的命。 ”如果没有他夜以继日的努力，不知 他却说：“现实生活往往比虚构的故事夸张
疲倦的探索，不知辛劳地付出，哪来那淋漓 一百倍，但不能因失意而放弃努力。 ”
终于，2016 年的“小金人”名至实归地落
尽致、鬼斧神工的演技？ 又哪来《泰坦尼克
在不忘初心的莱昂纳多身上。
如果他在过去
号》《血钻》等优秀作品？ 正是因为努力，才塑
的 20 多年间一味地抱怨奥斯卡的不公，而
造出更高的生命质量。
成功的路上，谁不会偏离轨道？ 不忘初 不为更好的作品努力， 又哪有现在的影帝
心，不怕失败，从头再来，这是生命质量的另 呢！
当生命更高的质量已经达到时，名利与
一彰显。 1997 年，《泰坦尼克号》的上映，为莱
昂纳多赢得了大量的关注。 在他大红大紫之 颜面反而成了身外之物。 2016 年奥斯卡颁奖
时，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显得有些受宠若 前，阿黛尔、Lady Gaga、章子怡等明星都为莱
惊。 当他携着《海滩》这部新作再见大众时， 昂纳多祈祷，但莱昂纳多接过奖杯时，却没
人们却始终保留着他在《泰坦尼克号》中那 有大家想象的那样激动，他只感谢了身边的
个温雅完美的少年形象，对新的形象难以接 人，并呼吁人们关注《荒野猎人》中表达的环
受。 因此，电影惨败。 莱昂纳多因此开始醉酒 境问题。 现在的他，已经不再迷茫，收敛起
笙歌、打架滋事，甚至惹上官司。 迷茫失意过 “我这么努力你知道吗”的那份过犹不及，用
后，他开始褪去奶油小生的外壳，给自己灌 眼神甚至背影来演戏，以克制的演绎包含丰
注沧桑沉重的气质，于 2002 年主演《纽约黑 富的情绪，征服了无数人。
努力，不忘初心，淡泊名利，造就了莱昂
帮》。 后来的《飞行者》《血钻》《华尔街之狼》
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却仍与奥斯卡“小 纳多更高的生命质量，让他“当仁不让”地拥
影帝”的称谓与海量观众的拥趸。
金人”频频擦肩而过。 当人们为他抱不平时， 有“

style

青春的日子， 在不经意中与我牵手，转
而又挥着手要挣脱我热切的怀抱。 一切似乎
只在那一刻间，而在这一刻，一切从此发生
了改变！ 风中的小孩，透过梦一般的日子，望
见了自己若干年后怅然若失的面容；相隔的
日子，任你怎样回首相牵，也只能在历史的
长河隔岸相望；一次次的回头，只换来一声
声的叹息！ 向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任何的
选择。 而那失去的，永远只能是一幅刻在内
心深处的壁画，只有些许轮廓，些许墨色；而
那鲜活、灵性的色彩，却永远遗留在灵魂的
最深处。 难道这就是青春的样子？
艺术家说青春是含苞欲放的花， 舞蹈家
说青春是最美的旋律， 诗人说青春是希望的
萌芽，庄稼人说青春是春天的第一场雨，饱含
着希望，蕴藏着硕果。 而我的青春，并不能用
一个词语概括。 我知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
于思毁于随。 可是面对各科复杂而又毫无关
联的知识，我就是不能坐下来好好地学习。 常
常有人把高考当成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可当诸如令人头疼的难题、做不完的试卷、记
不住的单词和公式等阻力来临时， 我只想退

答案在风中飘荡
长沙市明德中学 396 班
缩回到童年的游乐园。 难道这也是青春的模
样？
傍晚时分， 躺在操场的草坪中仰望天
空。 暮色四合，云彩把天空逼成淡淡的紫色，
镶有一层壮丽金边，既诡异又美丽。 远远看
见一个穿着白色球衣的男生朝这边走来，他
与同学说笑的样子仿佛天上的彩霞。 他运球
时的专注、投篮时的认真、进球时的窃喜、额
头的汗珠，吸引了我的目光。 趁着中场休息，
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小卖部买饮料，只
为了不错过他的每一个灿烂的瞬间。 终于结
束了，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接过我买的水，连
声说道：“谢谢你，同学。 ”其实他不知道，在
很多日子里，是他打球时的专注鼓舞着我认
真对待每一件事，也是他在我很多孤独无趣
的日子充斥了我的脑海。 我应该对他说：“谢
谢你，感谢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 ”

一寸光阴一盏茶
岳阳市汨罗市第二中学

鲁毅丹

就准备给莲子去皮，每天都要将一大桶莲子
加工完才能稍稍休息。 一个暑假，我们家大
概收了一百多斤干莲子， 拿到市场上卖掉，
换回这辆自行车。
那年，不但我们家买了自行车，全村人
只要家里有十几岁的孩子，都想办法买了自
行车。 一时间，每天一到上学、放学，路上就
会出现一支长长的自行车队伍，欢快的铃声
荡漾了山村好几年。
我的今天：摩托汽车交响曲
那时， 坎坷的泥路上只有自行车来回，
看不见一辆汽车影子。
我出生后，自行车在交通工具里已经逐
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摩托车和小
汽车。 爸爸说，我们家买摩托车就没买自行
车那么艰难了。 他在外地工作了半年，就买
了一辆摩托车。 后来，村里开始陆续出现小
汽车。 随着车辆的增多，山村掀起了修路热
潮。
但修路还真不容易。
每天大清早， 我在上学的路上总会碰到
村长骑着摩托车往外跑。 当时村里很多人还
不理解为什么要费田费土来修路， 老人们觉

古韵 悠长

刘佳期

每个夜晚，我将头靠在枕头上时，一天
的所有复杂情绪逐渐消失。 有种声音会震撼
我的灵魂：“生活不仅是这样，我的人生可以
更加灿烂。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
份无声的渴望， 一种创造辉煌人生的渴望。
我们会听到那个遥远的呼唤，呼唤着一种充
实、有目标、有激情、有意义的生活。 它是我
们骨子里的一团火焰，永远不会熄灭。 现实
确实有很多阻力，可是追求梦想的脚步不会
停止，青春的初心不会丢失，时刻提醒自己
继续前进！
人生的故事可以更加精彩，一个人一生
所为应该在人类永恒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
我这样想着，空气突然变得安静起来，唯有
春风如青春一般灵动。 可是，青春到底是什
么呢？ 青春如春风般看不见摸不着，只是飞
快地奔跑着，答案在风中飘荡。

毛语童

那一晚，清风明月，万籁无声，小院庭阶
寂寂。 梅枝为柴，舀山泉清冽之水，煮一壶清
茶。 思绪刹时广阔而辽远，这便是人间至味，
一片闲逸，几许清欢，皆付与悠悠茶香。
华夏民族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发扬光大。 作为草木中最具灵性，又得日月精
华滋养的茶，仿佛看遍浮生百态，尘世纷繁。
每当品尝，总有剥离了时光的喧嚣之感。 似雨
后彩虹，又如雪后潋滟晴天，洗尽铅华，归于
本真自我。 任无声岁月，千秋百代静静熬煮，
依旧风骨不徙，清香如故。
茶的起源固然美丽。 相传神农氏偶然在
水中拾到一片绿叶， 放入口中品尝， 入口微
涩，品后回甘， 芬芳深远持久，唇齿留香。 后
渐知其可以解七十二毒， 茶的辉煌之路并自
此开始。 但茶道的创始者，为《茶经》的作者陆
羽。 后人由此尊他为茶圣。 此后茶风靡全国，
让许多禅道之人寻觅到了一种清寂而不为外
物所动的境界， 也让普天下的芸芸众生体味
到了人生五味，学会波澜不惊与自我沉淀。 生
于京淄临国之人，也决意将往事尘封，归于自
然， 俯首于天地草木， 与之展开一段深刻邂
逅。
正是因为茶性本真， 将一切纷扰的世事
和所有与世俗牵绊的年华溶于馥郁茶汤。 初
入沸水，经历辗转沉浮，翻腾回旋，最终由水
面沉至水底，可见阅历的积淀，可使一个人将
琐事与烦忧置于身外，淡看庭前花开花落。 看
那茶叶如云霞舒展，茶水亦由淡至浓，犹如水
墨晕染，由简至繁。 再历经一次次的冲沏，由
浓转淡，散尽了所有色泽与芬芳，历尽了世间
所有味道，终于只剩一壶清水，又由繁至简，
一如那返璞归真，洗尽尘埃的人生。
茶，虽看似苦涩清浅，却清明澄澈，代表
着一种不与人争，心境豁达的人生态度。 不同
的人对茶始终有不同的看法。 儒家的礼，道家
的禅，隐士的高雅，百姓的热情好客，从汉朝
开始，茶不断地被人赋予新的意味，深化潜在
的内涵，却始终如一，承担着历代迁客骚人，
文人墨客的共同心声。 以茶论剑，以茶谈诗，
以茶吟歌， 以茶待客……茶的用途又何止这
寥寥几处？
“
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 ”试想清
风月下，明月半墙，风摇影动，煮一壶茶，暗香
浮动，琴声悠远，赏心乐事，不亦快哉？ 此刻有
茶为伴，逍遥林下，品尽了人生真味，又如苏
轼的“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以
月喻茶，一种清沁肺腑的意味油然而生，明月
照着山间泉水，而清茶又泡在泉水里，仿佛月
之柔和与水之甘醇皆蕴藉于茶中， 制造了些
许神秘梦幻的意境， 又抒发了惠山泉水泡小
龙团茶的闲情雅致， 清冽口感充盈口中挥之
不去，真可谓绝妙搭配。 于是茶又得以升华，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桩美事。
虽身在一片熙攘喧闹之中， 浮躁的心却
得以沉淀，这是茶所能带给我们的绝妙体验。
洗去尘埃，遗以洁净；省略繁芜，留下至简。 这
是茶给我们最难以消散的影响。 你若静下心
来， 细心寻找， 品茶之路任何时候都不算太
晚。 每个人总有适合自己的一款茶，若你早已
看破红尘，厌倦了世俗风物，不如与茶结缘，
于茶中悟人生至理，品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茶，从遥远的古代踱步而来，却从未被封
存在岁月深处， 只因它代表着各个时代的历
史沉淀，永远用甘露温润着人们的心田，才得
以千秋不绝，安然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