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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成长

那雨，不曾停歇，仿佛浇入我心田，化
作一股股思念之泉。 我站在窗前，听这些雨
儿说话。 我愿相信，这些精灵，会将我的问
候寄给外婆； 也会将远在天国的外婆的话
捎来。

我静静地听着，迷迷糊糊，仿佛重返旧
时光。

春影
春风和煦，草长莺飞。 在一片由绿毯裹

着的地里，总会看见外婆在耕作。 泥土的芬
芳早已笼罩这世界，春影唤醒了万物。 外婆
的动作渐渐缓了， 背也渐渐没有那么挺直
了。“外婆！ ”我一边跳一边朝着地里跑去。
外婆急得忙把耙丢在地里：“慢点跑， 慢点
跑，小心跌倒！ ”我“咯咯咯”地笑着，忙着到
地里寻找春天的影子。

黄晕下的两个身影，渐趋模糊。 隐隐约
约，我看到外婆望着那耕种完的地，会心一
笑，而身旁的我仍抓着春影不放……

夏蒲
荷塘月色，繁星点点。 聒噪的夏蝉，早

已按捺不住，拼命地炫耀自己的本领。 树上

的小淘气们也已归巢，被夜幕裹着入睡。 树
下的我们，在月色中乘凉。 我睁大眼睛，望
着星空，忙着问外婆：“外婆，外婆，快看！ 好
多一闪一闪的小星星， 是有人点亮了它们
吗？ ”外婆却说：“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一
个生命，早晚有一天，她也会去那星空，点
亮一颗最闪的星。 ”

静夜星空下的两个身影，渐趋模糊。 而
外婆手中的蒲扇，扇了又停，停了又扇的场
景却是那么清楚。 身旁的我， 早已枕着月
色，沉沉入睡。

秋归
金色稻田，瓜果飘香。 稻草人与往常一

样，独自守望着那片土地。 我渐渐长大，外
婆习惯守在门口，向远处张望着什么。“外
婆，外婆！ 我回来了。 ”我狂奔过去。 外婆兴
奋得站了起来，像个孩子一般开心地笑着，
一把搂我入怀。 外婆朝着衣柜走去，只是她
的腿脚越来越不方便。 我三步并两步，可外
婆是一步当两步走。

外婆在衣柜翻找着， 动作熟练中带点
儿生硬，她又缓缓地移着脚步，将零食递给

我，一脸满意：“外婆专门给你留的，快吃！ ”
两个身影在日光下尽显姿态，而我的个

子早已比外婆高。 望着手中的零食，我泪眼
朦胧。 外婆藏的不是零食，而是一份爱。

冬暖
银装素裹，落梅舞雪。 炉火温暖了整个

屋子，照亮了每个角落。 外婆踮起脚，从碗
柜里拿出两个鸡蛋，像宝贝似地捧在手心，
又细心地用两张浸湿了的纸包裹着，放入火
炉中烤。 她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老半天
才站起来。

她的白发，如白雪那般纯；她的皱纹，在
光下更添岁月的痕迹；她的背，早已没有那
么挺直；她的手已失去了那份光泽……

炉火照亮的两个背影，映在墙上。寒冬似
乎是温暖的，我紧紧抱住外婆，可越发觉得外
婆远了，远了……我拼命追着，喊着……

猛地睁开眼，还是这场雨，我仍在窗前
听着这雨。 或许外婆并未走远，或许外婆已
化为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 好在，我与外婆
仍可在梦中相遇。

原来，这雨，是我思念外婆的泪水！

“不好啦，不好啦，小独角犀出车祸了，
平安镇不平安了。 ”快嘴鹦鹉在整个平安镇
反复传播着这一令大家惊讶的消息。 于是，
整个平安镇的空气就紧张起来，独角犀妈妈
听说这一消息后，当场晕了过去。

平安镇是禽兽国里的一个交通平安示
范镇。这个镇四周环抱青山，风景宜人。两条
公路在镇中心交汇穿过，形成了一个特大的
十字路口。平安镇的两所中小学校在十字路
口的西部，孩子上学，十字路口为必经之道。
为了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镇长老虎专门招
聘了小猴子做交通安全员。小猴子发挥了他
的聪明才智， 在十字路口设置了红绿灯，并
规定“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的交通规则。
自从小猴子担任交通安全员后，平安镇名符
其实，很平安，从未出现过交通事故。禽兽国
的国王狮子大王知道后，特别地给平安镇颁

发了交通平安示范镇的奖牌。
但今天为什么小独角犀会出车祸呢？故

事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小独角犀不仅深度近视，而且还是

个色盲。 小独角犀每次上学过十字路口时，
背上总站着一只小犀鸟为他指路。在小犀鸟
的帮助下，小独角犀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地
上完了小学。

在小独角犀要上初中的那个暑假，小犀
鸟搬家了，要到繁华的城市去上学了。 小独
角犀很难过，怎么办呢？但初中还得上啊！小
独角犀只得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去上学。小独
角犀驾着自己的小汽车出发了，当他来到十
字路口时，不知道是红灯还是绿灯，但是路
上不见一个动物， 于是小独角犀加大油门，
猛冲过去。 就在这时，对面一只乌鸦驾着小
车飞来了，“嘭”的一声两车相撞了，乌鸦与
小独角犀都受了重伤。

乌鸦指责小独角犀说：“你怎么搞的？明
明知道是红灯，怎么还闯啊？ ”

“我要迟到了，自己又是个色盲，辨不清
红绿灯。”小独角犀解释道。乌鸦已无气力再
飞了，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着，小独角犀也为
此很难过。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后，交通安全员小猴
子急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后来他急中生
智，想到了修改十字路口的交通提示灯。 他
把红灯的形状改为圆形，把绿灯的形状改为
方形，把黄灯的形状改为三角形，并在十字
路口树立了一个巨大的交通安全警示牌，上
面写着：“圆形停，方形行，三角形等，新的交
通规则记心中。”这一改，就可以帮助那些色
盲司机辨别交通提示灯了。

从此， 平安镇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交
通事故， 又恢复了交通安全示范镇的荣誉
称号。 指导教师 罗乐洋

小独角犀平安上学记
邵阳县黄亭市镇中学 周石磊

拾贝忆海

每当我经过那条昏暗又略带黄晕的
地下通道时， 总能又想起那个嘤嘤成韵
的老人，和他那把落满尘埃的二胡……

凄风，苦雨；天昏，地暗。初冬的凉意
袭向人们心头，萧瑟的风呼呼掠过，我拉
了拉衣领快步走在喧闹的大街上， 小雨
笼罩着整个世界， 却掩盖不住城市的繁
华。商店播放的音乐，来往人们轻快的脚
步声演奏着一曲交响乐。 我裹着厚重的
围巾，搓揉着冻僵的手。 天桥更近，可我
却选择了那条平日鲜有踱步的地下通
道。

我一边打量四周被灯光渲染得惨白
的瓦墙，一边慢悠悠地走着。 这时，耳畔
突然传来断断续续的二胡声， 我循声望
去， 只见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蜷缩在墙
角，拉着音色凄婉的二胡。他衣服破烂不
堪，头发大片已发白，稀疏的发丝贴着脸

颊，雨水顺着发丝滑落，满脸皱纹像打褶
的纸，浊黄的双眼满是忧伤。

可能是我一瞬间的凌乱呼吸惊动了
他，他抬起头，稍稍摆正身子，裂开嘴，发
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儿：小仔，听歌吗？

我放下几个零散的硬币， 老人如同
孩童般兴奋， 视若珍宝般瞟了好几眼，缓
缓地拿起二胡，长叹一口气：“就给你拉一
首最好的曲儿！”说罢慢慢地拉动起来，曲
调缓慢且狭长，音韵中带有无法忘怀的悲
凉：“不悔当年出湘关， 凌云壮志几时还。
花甲未曾把家还，一重江水一重山。 ”

这悲凉的曲调和着这寒冷的空气，
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渐渐的，曲调忽然
变得欢快明朗起来， 老人开始回忆起曾
经的欢乐：“千杯美酒夜光醉， 娘子美艳
无能比。口吐幽兰暗香来，面似桃花始盛
开。 掀起盖头来，掀起盖头来。 ”

老人似乎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回忆
中，浊黄的双眼也变得澄清起来。他偶尔
闭着眼睛，十分投入，早已忘却身边的一
切，或许也忘了身在红尘。

曲未终，人先散。我不忍打扰老人对
于美好的回忆，离开了。

当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梦中，我
梦见了老人的二胡， 梦见了老人年轻时
的豪情万丈……

此后，每当我经过那条地下通道时，
总能想起那个追忆往昔的老人， 和他那
把落满尘埃的二胡……

又想起了这个人
长沙市雅礼中学 1719班 罗琮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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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县第二中学 罗伟志

是流年似水吧
那个少年已褪去了稚嫩
那个姑娘也不复当初的模样

是岁月匆匆吧
不经意便已长大
站在人生抉择的路口

是物是人非吧
泛了黄的老照片还锁在抽屉里呢
照片上的人却早已咫尺天涯

终究是时光无情啊
带去了想挽留的美好
捎走了满怀憧憬的赤子之心
所有的爱与不爱
一切的停留或离去
渐渐变淡直至消散
只留下了风和孤独
维持着那份年少的悸动

指导老师 刘剑

style青春

思念之泪
益阳市箴言中学 1602班 夏禧年

危险来临时， 龙虾
能够举起大钳子与敌人搏
斗，以坚硬的壳防御，而寄居
蟹只能躲在自己“借居” 的壳
里，听天由命……

龙虾和寄居蟹都善于利用
“保护壳” 保护自己不受天敌与
自然的侵害。 但这“保护壳”却不
一样， 寄居蟹总是借用螺壳，不
断地更换。 龙虾则是在成长中，
脱下旧壳， 等待坚硬的新壳长
出，龙虾的一生中会有两次甚至
多次换壳。

换壳期，龙虾们娇嫩的身体
可能面临被大鱼吃掉、被急流冲走，砸到岩石上
粉身碎骨等危险。但它们没有像寄居蟹那样随遇
而安，随波逐流，而是不断硬化外壳，让自己不停
地壮大，使自己更有力地与天敌、自然作斗争。

孟子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古人
的智慧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业，
必先在困境中磨练，在不断的自我提高中，不断
进步。这与龙虾一样啊！所谓的“曾益其所不能”，
就是增强自己的能力，坚强自己的意志。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龙虾”和“寄居
蟹”，同样一个公司同样一个部门里，有着“龙虾”
与“寄居蟹”两类人。“龙虾”们能在下班后看书学
习，或是为提高业绩想办法，努力朝更高的方向
奔去，而“寄居蟹”们不思进取，放纵自己；“龙虾”
们在失败后会更加努力，而“寄居蟹”们失败后会
萎靡，失去斗志；“龙虾”们会无所畏惧，他心里有
准备，相信自己经历磨练后长出的“壳”，而“寄居
蟹”们的信心源于别人的“螺壳”，不是自己。

马云曾说过:“当你不去旅行， 不去冒险，不
去拼一份奖学金，不过没试过的生活，整天挂着
QQ，刷着微博，逛着淘宝，玩着网游。 干着我 80
岁都能做的事，你要青春干嘛。”是啊！真正的勇
士，敢于自我超越，挑战未曾有过的困难，依靠
的是自己，而不是环境；经历的是磨练，而不是
安逸。

指导老师 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