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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成长

我与草原有个约定
株洲市南方中学高二 1609班 易思旻

遥遥地参差相望的山间， 一条小船
悠悠地从这边的码头划向那边的码头。
山中间这条宽阔宁静的河叫酉水， 弯曲
地延伸着， 和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影融为
一处。 这是我尚在妈妈肚子里时生活的
地方，叫凤滩。 酉水顺势而下，汇入了沅
水。 在沅水中游有一座名叫沅陵的小县
城，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半岁时因为爸爸的工作调动， 我们
举家搬到了常德。 那时的我被养得白白
胖胖很是讨喜， 手臂和腿上软乎的肉挤
得关节都凹了进去，如同莲藕一般。 一次
妈妈用婴儿车推着我去买菜， 路过的老
太太看见我， 忍不住笑道：“这个儿水色
几多好！ ”我的圆脸和“莲藕”配上银手镯
脚环和长命锁，看着一定是喜庆吉利得如
同年画娃娃。

当我足周岁，妈妈的产假也结束了，

于是又带着我回到了凤滩的青山之中。
山水的灵气是真切流淌在空气里的，也
是真切渗透在山里人的骨血里的。 虽两
年后再次离开， 可对于青山绿水的亲切
感一直如影随形。 我做过最美的梦是在
竹林的大雾里穿行。

在我懵懵懂懂地进了幼儿园后。 爸
妈琢磨着是时候培养我的艺术细胞了，
将我送去学习电子琴。 或许是因为电子
琴中人的气息过重， 我一直没能真心喜
欢上它，后来恰逢老师停课养胎，我的
修习之路便无疾而终了。 直到十岁转学
到长沙，机缘巧合之下看见了一张琵琶
课招生的海报，只一眼便深深攫住了我。
树木、竹枝、动物骨、钢丝，琵琶的一切都
从自然中来， 我似乎又看见梦中的青山
了。

琵琶老师像是深山里的璞玉，含蓄、

温润而宁静。 一张精巧的鹅蛋脸，皮肤
白皙细腻，眼睛不算大，但配上高挺的
鼻子，别有一番清冷脱尘之风。 最妙的
是那一双手，有力而又柔软灵活，腕间
戴着碧绿的玉镯， 弹起琴来仿若明月青
松交相辉映。

陪伴我数年， 琵琶成为一个有独立
鲜活生命的知心人，我慢慢长大，而它在
年岁的消磨中逐渐黯淡了光泽， 或许是
将那自然的灵气大方赠予了我。 每一次
弹琴都是两个灵魂的交汇， 淌出的曲子
即是那山头霭霭白云，密密苍竹。

随着年纪的增长， 故土对我的召唤
也愈发强烈， 以至于时常在日记中描绘
一个世外桃源，那里有漫山遍野的桃花，
有苍翠的竹林……

后来我不再满足于文字表达， 又买
来一套做苏绣手帕的材料， 选了生机盎
然、挺拔的青竹作图样，一针针慢慢绣，
花费数月才完成。转动手帕，竹叶上明暗
交替，光泽流转，正是梦中的模样，只差
几声沙沙的轻响。

立在船艄的撑船人一下、 一下地摇
着撸，悠悠地，和那深青的山水融为一处
了。

竹林中沙沙作响的风声，市
场里的买卖吆喝声， 喝水的小鸭
嘎嘎地鸣叫……种种声音充斥于
生活中。 然而，世界上有一种特殊
的声音，它就在我身边。

今天的考试，我只考了 80 多
分，但还是得回家，我不由得叹了
口气。

走进家门， 我一眼就看到了
母亲那熟悉的、憔悴的脸。 妈妈的
胃病又犯了， 她无精打采地躺在
沙发上。 一见我，妈妈用无力的双
手支撑起身体， 抬起头说：“回家
了呀！ ”“今天作业多不多？ ”……我一连被唠叨
了十几个问题，心底的火一下子升起来，对着
妈妈大吼：“哎呀！别问了，真烦人！”一声一落，
整个家都安静了。 我提了书包进书房写作业。

天色渐渐黑了，外面传来蛙鸣声，我的作
业还没写完。“咚咚咚”叩门声打破了黑夜的寂
静，是妈妈。 妈妈轻声说：“作业有困难吗？ ”我
一声不吭。妈妈轻轻地关上了房门。不一会，我
的作业完成了。 刚走出房门，妈妈就吃力地端
给我一杯热腾腾的牛奶， 说：“作业这么多，累
了吧！ ”我接过牛奶，喝一口，心境慢慢平静。

几个月后，学校组织我们去益阳开展为期
五天的军训活动。 在最后一天汇报演出的晚
上，教官语重心长地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那看似烦心又唠叨的言语，实际上是对你们的
关心与爱护。 爷爷奶奶每次的叮咛，有的孩子
会说‘你们老了，不懂’；爸爸妈妈的唠叨，有的
人会说‘真烦人’……”

听到这儿， 我想起了对妈妈的大吼大叫。
心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禁流下了眼泪。 这眼泪
是什么？ 是自责？ 是后悔？ 我也不知道。 那一
句句发人深省的话敲打着我的心扉，让我不由
得和全体同学大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我怀着愧疚的心回到了家。 妈妈
高兴地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 我猛然扑进妈妈
的怀中。

“妈妈，对不起，我以前很任性，常常对您
发脾气，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我噙着泪说。 妈
妈用那熟悉而又柔和的声音说：“好了， 宝贝，
知错能改，你还是妈妈的宝贝！ ”

现在，妈妈那熟悉的唠叨，是我听到的最
特殊、最温暖的声音。

指导老师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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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旅游的主题自然是避暑， 庐山是
全国四大避暑名山之一， 也就成了我的首
选。 接下来做攻略时发现自己学识浅薄，
庐山远不止有“疑是银河落九天” 的瀑布
和“不识庐山真面目” 的困惑， 从司马迁
“南登庐山” 开始， 这座名山就在中国文学
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也让我对它增添了一
份向往。

出了九江高铁站， 一股热浪迎面扑来，
并不比湘中地区凉快。 我们随后换乘大巴上
山。 大巴车在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行驶
着，没多久，牯岭到了。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这
个地名是起源于一个放牛娃的传说，听导游
说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文 cooling（清凉）
的音译，确实一下车就感觉置身于一个巨大
的天然空调，凉爽宜人。

接下来的游览， 几乎就是一场穿越大
戏。 在花径碰到了白居易，跟我诉说“长恨

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在御碑亭
被朱元璋扯住问大师到底在何方云游；在
山顶上，远望鄱阳湖，似乎又看到老乡曾
国藩率领他的湘军正在苦战； 隐约之间，
书生王勃执卷高吟“星分翼轸， 地接衡
庐”；转过圆门，来到仙人洞，吕洞宾果真是
在这里登仙羽化的吗？ 他的诗也安然自在，

“不脱蓑衣卧月明”。 一代伟人毛主席也朝
我招手了，“看，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
在险峰。 ”

远处山腰上的西林寺里， 东坡居士正
在与友人喝茶谈经， 而五老峰的山崖云雾
间， 周敦颐和朱熹应该是在进行哲学的思
考吧？ 站在瀑布下面的李白，感叹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久久不肯离去……文章千古事，
这些文人墨客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搭建
起中华文化的璀璨星空。

胡适说，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

国的大趋势。 这从离牯岭镇不远的别墅区可
窥一斑。 据说从英国传教士李德开始，先后
有 22 个国家的人在这里建别墅。 这些别墅
风格迥异，有原主人本土文化的特征，也注
入了他的审美趣味、爱好乃至宗教，被人评
为“万国建筑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 在庐山召开的三次会
议，关系国家的政治和前途。 站在会议旧址
旁边的桥上， 似乎能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参
加会议的匆匆身影。 庐山，虽然清静优雅，
却见证了明代以来的殷殷血火，经历了当代
的政治路线斗争。

我爱庐山的美景，用笔来描绘难免拾人
牙慧；我爱庐山的松涛声，那是一曲曲雄浑
激越的乐章；我爱庐山的历史，那是探寻中
华文化的一把钥匙，是了解国家和民族进程
的一个知识链接。

指导教师 张茁然

庐 山
娄底市双峰县第一中学 555班 李畅

“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
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
诗。 ”我轻轻地关上了书，闭上了眼，细腻的
品味着老舍的《草原》带给我的感受，我想
这应该就是每个人对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的
最初印象吧。 在这个夏天，我怀着激动、好
奇的心情和同学们一起来到美丽的内蒙古
大草原。

一下车，牧羊姑娘动听、悦耳的歌声就在
这广阔的大草原上回荡， 我们那与大自然隔
绝太久的、冷漠的心被她们的热情悄悄融化。
我站在草原上， 眼前像是一块天工织就的绿
色巨毯。 步行绿茵上，那种柔软而富有弹性的
感觉非常美妙，绚丽的风景令人陶醉。

一场激烈的赛马开始了。 马儿们高扬着
头颅，抖着优美的鬃毛，合着这宏大的旋律，

在海一样宽阔的草原上奔跑。 大地在摇动，
时空的概念在消失，这奔腾的马群简直就是
一部历史的缩影，一个悲壮巍峨的造型。 它
们在草原上奔驰， 草原就是他们的主宰场，
它们早与那天地结成了最好的伙伴。“蓝蓝
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所描
绘的应该就是此情此景吧。

摔跤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娱乐活动之
一。 我看见一个敦实、强壮的大汉子与一个
身材瘦小的小平头走上了比赛场。比赛前，
这两个搏克手双方互相致意，向周围观众
致敬后，开始竞技较量。 顷刻间，一场龙争
虎斗的场面呈现在大家面前，互相争夺有
利部位，抢抓合适位置，你来我往，争斗相
扑，盘旋相持，腿膝相击……不一会，瘦小
的小平头处于弱势， 大汉子突然间向小平

头发起了凌厉的攻势， 眼看小平头就要倒
下去了，可他俯身一把揽住大汉的腰带，巧
妙地一转身，双腿叉开，身姿挺直，两手一
拽， 大汉倒在了草地上， 小平头取得了胜
利。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太阳慢慢地
落山了。 夕阳照在我们身上，照在美丽的大
草原上，一种幸福感瞬间传遍全身。 微风抚
着泥土散发出芬芳，把大片大片的绿草吹得
如涟波荡漾，荡漾在我们的心头。 张开双臂，
闭目，贪婪地深吸一口气，我陶醉于大自然
的美中。 蓝天白云，宽广的草原，洁白的羊
群，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我，也已成为
大自然中的一员。

大草原，我爱你———美丽的天堂！ 期待
与你下一次的相遇。

尖尖小荷

童语童言

一岁一大步
长沙市大同小学六甲班 徐羿周

新的一年来到， 我知道自己又大了一岁，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屁孩了，而是
长大懂事、努力克服困难的少年了。

“时代在进步，如果你现在不努力，今后跟
不上时代的脚步， 那你连工作都难以找到，你
就会被人嘲笑， 没有尊严， 就像行尸走肉一
般活着。 ”父亲几乎每天都这么对我说，在我
脑海深深地刻下优胜劣汰的理念。

从十一岁到十二岁，不仅是人生中的一大
步，更是学业上的一大步。 十二岁，我将面临小
升初的压力。 由于之前我一心只想着玩，不愿
过多地利用课外时间去学习，导致我读六年级
才开始后悔。 我开始疯狂地学习，我知道现在
努力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从十一岁到十二岁， 我知道离我的人生目
标又迈出了一大步。 小时候我曾自信满满地说：

“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名出色的企业家！”长大后
亲眼见证父母创业的艰辛，就再也无法那么自信
地说出自己的梦想，但这个梦想从未动摇。 每当
遇到困难，我就会想：我将来可是要成为大企业
家的人，怎么能被这样的小困难打倒！

在我长大一岁的时间里， 我收获了友谊、
知识、鼓励，也遭遇了困难、讥讽、不被相信，但
这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说人生像一个阶梯
的话，这些使我前进的动力让我在阶梯上跨了
一大步！

一岁一大步， 不仅是年龄上的一大步，更
是人生、学业和梦想上的一大步！

指导教师 柳杨

千山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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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山
中南民族大学 李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