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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清 洁
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 海参也会
检查自身， 它有很多海产品没有的功
能——
—“
排脏”。
“
排脏”，顾名思义就是自我清洁，海参
知道自己中毒后将中毒的内脏排出体外，
再长出干净的内脏， 是一个排出毒素的过
程。 这种行为也被人称为
“
生产自救”。
毒素是缺点。 魏征，鞠躬尽瘁，为李氏
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他不断纠正唐太宗的
错误，使其感叹“君舟民水”。 唐太宗愿意
听取意见，改正错误，成为一代明君。 可雍
正皇帝却不愿意像海参一样反省自身排
出“脏物”，文字狱在雍正时期达到顶峰，
他怕听到世人责骂，却不知要想堵上悠悠
众口，还需自我反省，自我清洁。
毒素，亦是缺陷。 伤疤是上天给你最
好的礼物。 你必须要正视这些缺点，不能
气馁。 要努力将这些毒素转化为你前进的

不竭动力。 新疆，位于中国版图的最西端，
是离大海最远的地区。 曾经茫茫的戈壁和
漫天的黄沙，几代援疆人扎根奋斗，把异乡
当成故乡，挖出了天然气，建造了绿洲，铺
出了天路。 我们的大新疆， 她在不停地成
长，不停地自洁。
刘伟，一个双手截肢的年轻人，可偏偏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热爱上了钢琴，为了追
求他的钢琴梦，为了实现他的音乐梦，他开
始了梦想之旅。没有双手，只好用双脚来弹
奏乐曲，那是一般人不能做到的，但是，刘
伟却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练成了这个特殊
的本领。站在聚光灯下，他用双脚弹出了感
动的乐章。
海伦·凯勒双目失明、两耳失聪，却努
力从一个让人同情， 默默无闻的小女孩变
成让全世界尊敬的女强人。 她完全可以放
弃她的梦想，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放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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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 市 南 雅 中 学 高 二 1607 班

谭洪明

小心感冒！ ”“不会的！ 我这么大了，会照顾
自己的。 ”
次日， 上课时总是有那么一条“冰柱
子”挂在鼻梁下。 不料，下了课母亲竟然来
了，手里还提着个袋子。“赶紧擦擦鼻涕，感
冒了吧！ 叫你不听我的。 ”母亲顺势还从袋
子里掏出一个杯子，里边的药温温的。我喝
了一口，药是甜的，我笑着看着母亲。“知道
你喝药怕苦，给你加了糖，以后要听老妈的
话，不要觉得自己长大了就不要妈了。”“怎
么会呢，老妈我都听你的。”“嗯，乖孩子，把
药喝干净。 ”
十六年前，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含辛
茹苦独自将我抚养长大。 岁月的年轮不断
翻转，时过境迁，但我一直欣喜，还有你，陪
我度过每一天。
我从小便受到你的宠爱， 你容忍我顽
皮，宠我无忧。 童年的回忆里，你如暖阳般

世间 物语

一颗枯树的倾诉
龙山县塔泥乡中心小学五年级

我是一颗即将枯老的树木， 以前枝繁叶
茂，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在这里过着愉快的幸
福生活，我们每天唱着，跳着，小鸟在枝头歌
唱，就连小溪也在唱歌，我们每天生活在快乐
之中！
蟋蟀用它的六弦琴弹出优美动听的曲
子，蝴蝶们翩翩起舞，各种小生灵和我们一起
玩耍。
一到炎热的夏天， 我成了人们乘凉的好
地方， 成群结队的小朋友在我身边做着各种
各样的游戏，过往的行人在我身边休息，我为
自己能为人类做出贡献感到自豪。
可是，慢慢的，路过的行人觉得我长得枝
繁叶茂，可以用树叶来扇风，就这样，毫不留
情地一片、两片、三片……把我的叶子拿走，
小朋友觉得我的枝丫可以做他们的玩具，就
把我的枝丫从我身上拔下来了， 还有人拿小
刀或石头在我身上刻字，画画，如今的我，已

彭月

没有人会责怪她， 她也完全可以躺在床上
或坐在轮椅上， 像一个植物人一样由人服
侍。 可是这一切，她都没有做，她只是吃力
地在老师的帮助下学习盲语，触摸着事物，
仅仅凭着她永不言弃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
意志。 她把她理想的天空涂上了人生最亮
的色彩。
只要我们不放弃，不断地自我清洁，一
定能在伤口上长出翅膀。
然而，在如今的快捷时代，却有人愿意
当坏掉的海参。 在一个团队里，总有那么几
个人愿意将毒素留在体内， 可他们不知积
少成多，害的是自己。
我们不追求尽善尽美， 世间也没有任
何完美的故事，总会有遗憾。 那么，我们要
做的就是像海参一样不断成长， 不断“排
脏”，成为最好的自己。 不要忘记在你的成
长路上，检查自身，成为“
海鲜”中的王者。

伴我成长。
还记得，你离开家去新疆出差的那天，
我蜷缩着被子，哭了好久。 打电话给你，又
跟你哭着唠叨了很久，第一次不在你身边，
原来是那样的煎熬。
后来你调到长沙上班， 却每天往返湘
潭和长沙两个城市，一百多公里，可你说
“
不
累， 这样既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又
能天天回家陪儿子说说话”。我告诉自己，中
学我一定要考上你工作的那个城市的学
校。 终于，我考上了，那是你给我的力量。
许多个夜晚，在学生宿舍，我想着你，
想你做的饭菜，想你的叮咛嘱咐，想你的温
暖。 我唯有努力学习，妥帖安放这份思念。
感谢你，多年来，一直有你的温暖陪伴，让
我健康成长。
想要登月，是摆脱不了引力的，反而要
有引力才能稳得住， 就像我们在母亲的照
顾下成长，感受母亲对我们爱的滋润，一步
步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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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在地球上，正是因为有引力，
才能脚踏实地地行走。 可人们又得摆脱引
力，因为这样才能飞得更高，飞向那梦想中
的皓月，飞向那充满无限奥秘的宇宙。引力
使苹果从树上往下掉， 才有了牛顿奇妙的
万有引力定律。引力是万有的，包括母亲对
我的爱。
小时候，在母亲的照顾下，我学会了走
路，用筷子夹菜，自己穿衣服。稍稍大一点，
我又学会了认路，自己走路上学，不过母亲
不放心，总是开车接送，陪着我。 我们无话
不说，成为了这世上最默契的朋友。母亲的
关心照顾总是无处不在。
上小学时，母亲开始慢慢地放手，让我
学会独立。可是没有了引力，走路怎么踏实
呢？我并不理解，仍然期待有母亲时刻护着
的日子。 到了初中， 或许是因为在外地上
学，引力变得大了起来。
有一次，冬天快结束时，我开始迫不及
待地要减衣服了。不料刚减衣服，母亲的电
宝贝，天气还很冷，你现在穿
话就响起了。“
的什么啊？有没有穿羽绒服？晚上睡觉会不
会冷？ ”电话那头的母亲很是担心，看着床
边那件刚脱下的衣服，我说:“没事，怎么会
冷呢，我还减了一件。”“
那不行，赶快穿上，

周佳沂

是伤痕累累。
不爱护环境的人类总是把垃圾乱丢，我
的脚边全是果皮纸屑，苍蝇、蚊虫满天飞。 慢
慢的，再也没有行人来乘凉，也再没有小朋友
来玩耍， 我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变成了
一个满目疮痍的老人，人类加速了我的衰老。
小鸟不来我的枝头唱歌了， 蝴蝶不来我
的身边跳舞了，蟋蟀也不来弹琴了，就连小溪
唱的歌也变得混浊了！ 我很伤心，也很难过，
我很想念以前的生活，可是回不去了，我已经
慢慢枯萎了， 渐渐老去。 是谁剥夺了我的青
春，是谁加速了我的衰老，是他们，是那些不
爱护环境的人类。
我是一颗枯树，我想哭却哭不出来，我希
望人类能善待我们， 我们生长在一个共同的
—地球！ 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家园，爱
家——
护环境，人人有责！
（指导教师 彭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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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 G1603 班

生活在长沙这座城市， 我似乎
没有留意过，长沙为什么叫“长沙”？
长沙有多久的历史？ 长沙有什么文
物宝藏？ 直到我参加“一座城一个故
事”的历史游学活动，全面了解到了 长
沙
长沙的悠久历史和各种传统文化。
据说，“长沙” 是因长沙星得名 市
青
的。 2400 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被封 园
为“长沙城”，到现在一直没有改过 小
学
名， 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在同一
陆
地址建城的城市之一。
琦
我们游学的第一站是船舶厂， 月
没想到，我们竟是 50 年来第一批进
去参观的小朋友，真是太荣幸了！ 在
古代， 人们贸易往来的主要交通工
具是船，“
黑石号”就是把长沙铜官窑的瓷器运到
海外的一艘船。 可这艘船后来在印度尼西亚海域
撞上了暗礁，从此被沉没在海底。 飞鱼老师还拿
出了珍藏已久的千年铜官窑瓷器残片，让我们体
验了一次文物修复。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都正街，采访了小巷里的
居民， 可发现大部分人对巷子名字的由来都不
了解。 最后有一位老爷爷告诉了我们很多巷子
名字的由来， 香铺巷是因为以前巷子里有个城
隍庙，有很多卖香的；铁铺巷是巷子里面有个打
铁的店子……
走进省博物馆，比起四羊方尊、人面铜方鼎
和重量仅有 49 克的素纱禅衣， 我更喜欢画工精
致的非衣帛画。 衣上绘制了天（上天）、人（人间）、
水（水界）三界的景象。 当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
要数辛追 娭毑 ，虽然距今 2000 多年了，还能保存
得如此完好，让人惊叹！ 博物馆讲解员说她的皮
肤按下去还有弹性， 之所以保存得如此完好，跟
身上裹的素纱衣有很大的关系。
你们知道火宫殿的八大小吃是哪些吗？ 臭豆
腐、姊妹团子、八宝果饭、龙脂猪血、红烧猪脚、荷
兰粉、三角豆腐、馓子，看到这里有没有口水直流
呀！ 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长沙，一定要记得带他
们去吃哦！
5 天的参观时间很短，但收获很大，我深深
地爱上了这座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文化之都——
—
长沙！

原色 空间

家乡的名片
岳 阳 市 弘 毅 中 学 196 班 黎 思 豪

太阳从天边一绺绺的云层挤了出来，
清晨的薄雾飘飘悠悠地渐渐消散，若隐若
现地弥漫在空气中， 在阳光的驱赶下，直
到消散殆尽，于是，视野清晰起来。
“到了，到了!”远远地就望见了她——
—
广袤无垠的东洞庭湖，安然地躺着。 湖面，
微波荡漾，突起的细浪一排接一排，像一
个方阵，奔流不息地向前推进着，即使没
有尽头，他们也坚定不移勇敢地前进。 湖
面一直不肯屈服地平静下来，我隔着车窗
也能感受到她的刚强。
推开车门，我与清风撞了个满怀。 踩
上柔软而厚实的草地，呼吸着从湖面吹来
的新鲜空气，真是沁人心脾，回味无穷，全
身上下都能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舒畅。
走在柔软的草地上， 我有点于心不
忍，害怕踩疼了小草，每一步都放得很轻。
走到湖边的浅滩上，那水陆交界处奇丽的
老树引起了我的注意， 它扎根在水中，粗
壮的树干弯曲着伸出水面，舒展着婀娜多
姿的臂膀，枝叶稀疏。 也许只有洞庭湖的
水才能蕴育出这样的树吧！
此时，东洞庭湖就在我眼前，我能清
晰地看见水面的阵阵涟漪，也能看见清澈

的水面下一群群鱼儿在自由快活地追逐、
嬉戏。 抬起头，眺望远方水天交界处模糊
不清的光晕，水天一色，让人分不清哪里
是水，哪里是天。 此时已是午日当头，太阳
丝丝缕缕的金光照耀着微波荡漾的湖面，
波光粼粼， 也暖融融地照耀在我身上，使
我不禁遐想联翩。
一位白发苍苍的仙人从那水天交接
的光晕处向我徐徐飘来， 亲切和蔼地问
我：“
孩子，你说东洞庭湖美吗？ ”“
美，当然
美啦！ ”我全身心都为这壮美的大湖风范
所陶醉。
突然，旁边的树叶沙沙作响，一只洁
白的鸟窜了出来，打破了我的幻想。 它挥
动着翅膀，像离弦的箭一般飞上天空。 原
来，东洞庭湖还是重要的国际湿地，是鸟
儿的天堂，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年复一年，东洞庭湖一直是家乡的一
张名片。 这张名片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 她以广阔的胸襟、生机勃勃的面容以
及独特的大湖魅力，吸引了众多五湖四海
的朋友，令每一个岳阳人为之骄傲，为之
自豪！
（指导教师 傅小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