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诗吧

青青子衿

今年是我进入幼教行业的第四个年头， 我的同学们
大多已转行，他们说：“幼教工作太辛苦，每天像陀螺不停
地运转,而且还要面对个别胡搅蛮缠的家长。”之前我也有
过放弃的念头， 可经过这几年的沉淀， 我的心性逐渐平
和，慢慢学会了享受这份工作。

你是一个坏蛋
我的班上有个叫文文的小男孩，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是

用手当作“枪”玩。 这一天，捣蛋的他又开始“开枪”影响其
他小朋友上课了，我条件反射地责怪他：“怎么又是你？ ”

放学时， 接车老师在门外喊：“3 号车的小朋友回家
啦！ ”他背起小书包，站在门外排队，我挥手跟他说“再
见”，他生气地说：“你是一个坏蛋，我要拿炸弹炸掉幼儿
园。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的愤怒与不开心，也开始反思
我不经意的批评是否伤害到他的心灵？

第二天，他依旧重复他的“开枪”游戏，乐此不疲。 班
上其他的孩子正在安静认真地看动画片， 就他在那不停
地摆着姿势准备开枪。“文文，你把椅子搬过来。”我说。只

见他两手端着冲锋枪的姿势走了过来。“去书架拿本书来
看。”就这样我和他一起开始了阅读。看书的他，时而安静
沉思，时而抬头和我交流。 在这期间他很专注，看得很开
心，甚至看完后还主动要求和我再看一本。“下次吧，下次
我再陪你一起看，好吗？ ”我说。 他笑着点点头，还亲了亲
我的脸颊。 那一刻， 我想，老师的爱是陪伴，而不是批评
与责怪。

刘老师很喜欢我
应学校要求，老师们要到本班学生家里进行家访。 我

来到了文文家里。 刚进门，文文的爷爷就笑呵呵地说：“我
们家文文回家总说，‘刘老师很喜欢我’。 ” 我笑了笑说：

“文文，你怎么知道刘老师喜欢你呀？ ”“因为
我哭的时候你会抱我呀！”那一刻，我知道，
其实爱很简单，一个拥抱就够了。

幼儿园是一个播撒爱、收获爱的地方，
愿所有坚守在幼教一线的你我， 每天都能
收获满满的爱。

爱 的 坚 守

火花

香港多高楼，无大树。
中环一带，高楼林立，车如流水。 楼多在

五六十层以上。 因为都很高，所以也显不出哪
一座特别突出。 建筑材料钢筋水泥已经少见
了。 飞机钢、合金铝、透亮的玻璃、纯黑的大理
石。香港马路窄，无林阴树。寸土如金，无隙地
可种树也。

这个城市，五光十色，只是缺少必要的、
足够的绿。

半山有树。
山顶有树。
只是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些树。 树被人忽

略了。
海洋公园有树，都修剪得很整洁。 这里有

从世界各地移植来的植物。 扶桑花皆如碗大，
有深红、浅红，白色的，内地少见。 但是游人极
少在这些过于鲜明的花木之间留连。 到这里
来的目的是乘坐“疯狂飞天车”、浪船、“八角

鱼”之类的富于刺激性的、使人晕眩的游乐玩
意。

我对这些玩意全都不敢领教， 只是吮吸
着可口可乐， 看看年轻人乘坐这些玩意的兴
奋紧张的神情， 听他们在危险的瞬间发出的
惊呼。 我老了。

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想起北京的大树，
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的柏树，北
海的白皮松。

渡海到大屿岛梅窝参加大陆和香港作家
的交流营， 住了两天。 这是香港人度假的地
方，很安静。海、沙滩、礁石。错错落落，不很高
的建筑。 上山的小道。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
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 他
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
需要清闲。

古华看看大屿山， 两次提出疑问：“为什
么山上没有大树？ ” 他说：“如果有十棵大松

树，不要多，有十棵，就大不一样了！ ”山上是
有树的。 台湾相思树，枝叶都很美。 只是大树
确实是没有。

没有古华家乡的大松树， 也没有北京的
大柏树、白皮松。

“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 ”然而没
有乔木，是不成其为故国的。《金瓶梅》潘金莲
有言：“南京的沈万三， 北京的大树， 人的名
儿，树的影儿。 ”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大
树就有了名了。 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
京。 回北京，下了飞机，坐在“的士”里，与同车
作家谈起香港的速度。 司机在前面搭话：“北
京将来也会有那样的速度的！ ”他的话不错，
北京也是要高度现代化的，会有高速度的。 现
代化、高速度以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 想
起那些大树，我就觉得安心了。 现代化之后的
北京，还会是北京。

最情时
人生在世，选择无处不在。
相信谁都很清楚“选择”的重要性，有的

时候，只要一步选错，就可能导致终身的遗
憾。因此，我们谨小慎微，生怕自己走错人生
之路，无论做什么都思考再三，才作出选择。
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保证自己所作出的
选择就一定正确。 生活中就不乏这样的例
子，有的选择，在当时看来，是对的，然而若
干年以后呢？ 我们还敢肯定地说，我当时的
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有一位朋友，当年
考大学时，报考了财会专业，别人都说这是
好专业，将来好找工作，可如今学习成绩与
交际能力都不错的他， 工作都找得很艰
难———学这个专业的人实在太多了。倒是另
一位学地理专业的朋友，大学毕业后，不但
找了一个好工作，而且在地理专业上还颇有
建树。 记得他当初选择报考地理专业时，身
边的亲朋好友都反对，可多年后，大家都说
他的专业选得好。

选择总是困扰着我们，它让我们心生向
往，又使我们倍感为难。在现实生活中，有些
时候有些事情，是由不得我们选择的。 没有
选择权或者面对众多选择而无法抉择时，我
们就顺其自然，跟随自己的心吧。

选择
□ 宜章县第四完全小学 毛自平

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
□ 汪曾祺

每年清明时节，绿柳吐烟，陌上花开，我
总要去家乡田野上看那清丽秀雅的野豌豆
花。

以前，奶奶带着我寻找野豌豆的时候，她
并不知道这种年年可见的植物在《诗经》里叫

“薇”，也不知首阳山上伯夷、叔齐采薇而食的
故事。 在奶奶的记忆里，她幼时被贫穷的父母
丢弃时， 是野豌豆甘甜的嫩荚抚慰了她饥饿
的胃。 奶奶九岁当了童养媳，生养七个子女。

今年的清明节，奶奶走了。 奶奶临走前的
半年，她总问我：“何时送我回家？ ”父亲是长
子，我们在城里的家难道不是奶奶的家？ 奶奶
像个执拗的孩子，吵着说：“我要回乡下，若不
送我，我爬也要爬回去。 ”

奶奶想着、念着、牵挂的是装满了她一生
苦难与记忆的老屋。 城里的光阴是停滞的，时
间被抽象成日历和数字。 人类的根，要在乡村
去寻找，那里的人们皮肤是乡土的颜色，眼眸
是乡土的深沉，那里有春天的融雪，归来的候
鸟，井沿的绿苔，田野上的炊烟，篱笆墙外的
蛙声……送奶奶回去的那天， 我悲哀地意识
到我要彻底失去奶奶了， 我无法想象一个近
九十高龄的老人怎么度过即将到来的严冬？

奶奶清醒而决绝地回到自己破旧的老屋
去了。 她和很多的乡下老人一样， 在垂暮之
年，预感到大限将至，便把自己如落叶的生命
交付给秋风。 那天，大雨滂沱，我与活着的奶
奶诀别，泪落如雨。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人生中，耕耘的光
景叫岁月，其他的，只能算作广阔人生画卷中
空泛淡远的留白。

奶奶的葬礼上，我思念的忧伤逆流成河。
奶奶成了挂在墙上的照片， 只剩下采薇的传
说在时间和生命的河流里激起辽远而空旷的
回音。 奶奶说，人就像一枝柳，随便插到地上，
就能生长成树。 奶奶就是一棵自然生长的树，
在她的身上， 我看到了祖先力量的传承和人
类顽强的精神。 乡村保存了土地， 苦难了劳
作，诱惑了游子，留住了乡愁。 只愿这乡村里
每一个辛勤耕耘的人， 都可以被岁月温柔以
待。

文字家

梦中的西风岭
□ 蓝山县宣传部 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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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舜帝南巡吟诵大风歌的地方；
在大雁南飞寻觅新家的地方；
在日出日落光芒万丈的地方；
在云卷云舒洁白纯粹的地方；
这就是梦中的天堂，西风岭。

西风岭海拔 1400余米，扼“湘尾粤头”；
西风岭空气优良，长千年苔藓；
西风岭风云变幻，与天地同辉；
这就是南岭山脉最低的垭口， 内地连接
沿海的山海关。

是的，西风岭就在那等待了万年；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喜欢不喜欢；
她就在那里默默地，为你守候了一万年；
一万年不算长，却从远古走到了今天。

一万年前，舜帝巡过西风岭；
一万年前的岁月里哟，二妃追舜传为美谈；
世间爱情啊，哪能有如此坚贞凄凉？

几千年前，秦始皇曾在西风岭驻兵；
士兵们与西风岭一道， 筑就了捍卫中华
的铁壁铜墙；
有人说，蓝山人的先祖可追溯到秦汉；
有人说，蓝山人就是镇南将军的后裔；
怪不得，蓝山人骨子里透着敢为人先；
没有错，这就是湘江源头神美蓝山。

西风岭是挑盐的古道，
古代衡阳零陵等地客商，
他们抬着猪羊入粤，
回来时肩上都挑着盐。

西风岭是红色的摇篮，
红军把革命的旗帜高高地举起，
身躯却永远地躺在了这座山。

有人说，这就是西风岭最神奇的地方；
虽然身处南方，却留住北方的冰雪奇观；
西风岭说，这才是对革命先烈永远的怀念。

□ 安乡县唐家铺中心幼儿园 刘佳

明年花开柳陌时
□ 宁远县第三中学 李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