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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澜心灵 拾珠文海

心思少年

七十四年前，湖南省益阳市灰山港镇黎
家坪村，一个卢姓女婴呱呱坠地，名丽娥。她
就是我的奶奶。 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早早被
磨练成坚韧懂事的模样。 她八岁才上小学，
每天放学后必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而
是割猪草。

奶奶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赤脚与布鞋之
间度过的。 最难熬的是冬天，白雪皑皑的早
晨，趁着雪还没融化，她在布鞋外套上草鞋，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学校。 放学时，融化了
的雪水将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她只能脱下布
鞋，在寒冬腊月里打着赤脚回家。 可不论条
件多么艰苦，她从未间断过一天课。

上世纪 60年代，她在离家九里路的“河
溪水中学”上初中，天还没亮就要背上书包，
带上一天的饭菜， 一个人踏上崎岖的山路。
她记得路上的每一棵草、每一株花、每一声
鸟啼。

她一天天长大， 高中毕业后她未能如愿
考上大学，只得回家务农，挣些工分糊口。

1970 年，奶奶遇到了爷爷，虽然爷爷比
她大了十岁， 但爷爷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
从长沙来到灰山港镇电石厂工作，是厂里的
技术骨干。

1981 年， 奶奶因故牵着三个尚不懂事
的娃娃投奔爷爷。 十五里离乡路，从乡村到

小镇，从山路到水泥路，她的眼界也不再拘
泥于小小的一方土地，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
远的地方。

1983 年， 由于益阳地区需要大量的技
术骨干，爷爷调到了益阳地区化工局。 奶奶
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女， 坐上绿皮小火车，一
路六十里来到了益阳市。

劳累奔波的奶奶家里家外总是忙忙碌
碌，同龄妇女闲暇时消遣的扑克麻将她是丝
毫不沾。 奔波在上下班路上，忙碌在厨房灶
台的她，一心想把三个子女培养成才。

1988 年，父亲读高一，奶奶带他去看望
长沙的姑奶奶。 将近三小时的长途汽车，颠
簸一两百里路，一路辗转，来到湖南大学东
方红广场，那里有一座标志性建筑———毛主
席塑像。 奶奶久久地瞻仰，语重心长地对爸
爸说：“要是你也能来这儿上大学就好了！ ”
一句话蕴含了几多期许。

1990 年高考结束,父亲不负众望，如愿
考入湖南大学电气工程系；1991 年 9 月，姑
姑通过成人高考进入湖南师范大学继续深
造；1995 年 9 月， 叔叔跟随父亲的脚步，考
入湖南大学电气工程系。奶奶就这样一步一
步地将自己的三个儿女都送到了省城求学
并安家。

1944 年至今，七十四年的风雨飘摇，从
村里到镇上，再到省城，瘦弱的奶奶背着沉
甸甸的行囊，一路跋涉一路向前，一步一个
脚印，未曾停歇。 指导老师：徐桃夭

路
长沙市明德中学 K428班 陈佳闽

鲁迅说:“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
杜甫身上厚重的家国情怀让鲁迅先生动

容！ 诚然，仅盛唐时期就出产了无数杰出的、伟
大的诗人。 家喻户晓的天才诗人———李白，他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壮志让
人钦佩他的豪迈，他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
拂槛露华浓” 博得贵妃一笑。 诗论家胡应麟在
《诗薮》中说杜工部的诗有法可寻，可学，而“青
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这无疑也把李白的天
才式成就摆在了杜甫之上。 但为何鲁迅先生不
将李白称作“中华民族的脊梁”，而如是称杜甫
呢？ 何以李白落得“诗仙”的称号，而杜甫却堪称

“诗圣”呢？ 原因还是在两者的“家国情怀”上的
巨大差距。

难道李白没有国家意识和家国大志吗？ 有！
清高飘逸的他也曾放下身段谋求官职， 施展抱
负，为国效力。 但是，一生条件较为优渥的他却
从未像杜甫那样切身地体会到“民生之多艰”

“百姓之疾苦”。 李白的“家国情怀”确实不如杜
甫的“家国情怀”来的厚重与动人。

余光中先生说:“杜甫是比屈原更加关注民
众的人。 ”

是啊，杜甫从未以“父母官”自居，因为他本
就是这疾苦民众中的一员。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身居
成都草堂的他穷困潦倒，年老多病。“床头屋漏
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这些都让他深切体会
到了战乱之中“寒士”的处境和百姓的遭遇。

但， 即使是自己如此困窘， 他依然在高喊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即便
是“吾庐独破”，受冻挨饿，他也心满意足。

这是怎样厚重的家国情怀！
杜甫的这种情怀绝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延

续于他的一生。 其他的诗作中亦有体现。 在《闻
官军收河南河北》中，他举家逃离战乱，也是困
顿不堪， 但他闻官军之胜利， 不禁忘却苦痛而

“漫卷诗书喜欲狂”了；登岳阳楼时，他看到了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壮景欣喜不已，但
一想到“戎马关山北”他又忍不住“凭轩涕泗流”
了。何以如此？因为“家国情怀”已经浸入到了杜
甫的骨髓之中！ 他对于民间的疾苦和国家的动
荡，不是远离式的抽离，也不是俯瞰式的悲悯，
而是置身其中， 这些造就他身上无人可比的家
国情怀！

我们不难发现，杜甫写景的句子十分壮阔。
比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无边落木萧
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五更鼓角声悲壮，三
峡星河影动摇”……

壮景往往抒发的是豪情， 但杜甫的诗为何
总是那般沉郁顿挫呢？ 我想，艾青的那句诗恰好
能说明缘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
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诚然，杜甫能够超脱于他个人的痛苦之外，
却永远也无法超高于国家的痛苦之外，因为，他
无论“穷”“达”都想要兼济天下！

指导教师：许超

杜甫厚重的家国情怀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高 1601班 潘力铭

一次英语口语课，老师要求我们用英语
说出自己的梦想。

有的说，我想当演员（actor）；有的说，我
想当画家（painter）；有的说，我要当科学家
（scientist）；还有的人沉默不语。轮到我发言，
我站直身子，自信地大声说道：“我的梦想是
成为一位……”。我的语气越来越弱，刚刚自
信的神情在我的脸上转瞬即逝。

我低下了头，小声地问道：“老，老师，翻
译官用英语怎么说？ ”教室里响起一片哄笑
声，我瞬间涨红了脸。老师走到我身边，小声
地告诉我：“translator,记住自己的梦想，并为
之努力学习！”然后，她用肯定的眼神看了我
一眼，让我坐下。

然而，我却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上课发
呆，讲小话，课后拖欠家庭作业。

一个月后， 第一次英语测试成绩出来
了。 我考了 58分，全班只有 5 个人不及格。
走进办公室， 老师和颜悦色地说：“我曾记
得，当时班上只有你一个人的梦想是当一名
翻译官，其实，我年轻时的梦想和你一样。只
不过由于某些原因， 我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心里一直非常后悔。梦想，是一种不显

山不露水的执着;是一种不惧风不畏雨的坚
忍。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就像雄鹰没有了
飞行的翅膀; 就像警犬没有了灵敏的嗅觉。
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学习英语，实现自己的梦
想。 ”说完，老师用鼓励的眼神望着我。

我看着老师的眼睛， 内心无比温暖，心
里涌出了一股无穷的力量……

从那以后，我一改过去的陋习。
上课认真听讲， 思路始终跟着老师走。

每天规定自己必须记 20 个单词。 有时候单
词记了、默写了，过了一天又不记得，怎么办
呢？ 于是，我每天再多花十分钟的时间复习
前面背过的单词，如此反复，单词记得滚瓜
烂熟。

当然，单词除了死记硬背，还要学会灵
活运用。 学语文的时候，我们每学一个新的
词语， 老师都要求我们用这个词语造句，学

英语也不例外，每当学了新单词，我都尝试
用这些新单词造句，或者写一篇短文。这样，
不仅加深了我对单词的记忆，还提高了我的
英语写作能力。

课余时间，我听英文歌、看英文电影、听
英语故事，我的听力水平因此突飞猛进。 周
末，早上起床后，我大声朗读英语半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期中考试，我以
119 分（总分 120 分）的成绩获得了英语全
校第一名。

我笑了，老师也笑了。我的梦想，离我又
近了一步。

指导老师：林丽英

梦想的力量
洞口县城关中学167班 周晶晶

天气还是那个天气，仍旧十分炎热，热得
让人喘不过气来； 公交车还是那辆 2 路公交
车，乘客依旧十分稀少。

车上的人要么低着头玩手机， 要么在车
上打盹。 车里十分安静，没有一个人说话。 公
交车慢悠慢悠地前行着， 车上的乘客渐渐地
多了起来。

前门开了， 上来了一个身穿皮夹克的男
子。 他刚上车，就直奔后门，仿佛那里是专门
为他所留的空地，一直打量着周围的人。

车继续开动了，“皮夹克” 像一只猎犬在
寻找目标。 突然，他的眼睛一亮，目光停留在
了一个老太太身上。 老太太手里提着菜篮子，
盯着公交车上的无声电视看得津津有味。“皮
夹克”慢慢靠近老太太，他从口袋中抽出一个
刀片，夹在自己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娴熟地朝
老太太的口袋上一划， 衣服无声地开了一个
大的口子。“皮夹克”欣喜地从老太太的口袋
里顺出了她的钱包。 转身打开一看，钱包里都

是一元、 五元的纸币， 总金额没有超过五十
元。“真晦气”，“皮夹克”低声咒骂道，将钱包
悄无声息地“还”了回去。

“皮夹克” 倚在扶手上假装打盹， 暗中
继续观察着周围的人。 再次搜索后， 他将目
标放在了一个胖子身上。 胖子低着头， 身子
随着公交车的节奏摇摆着， 好像睡得很沉，
口袋中的钱包被紧身的牛仔裤勾勒出了显眼
的轮廓。 “皮夹克” 慢慢地靠近目标， 口袋
中的手夹着刀刃， 手心也沁出了汗水。 他先
假装无意地在胖子的腿旁边蹭了两下， 见胖
子没有反应， 便放心大胆地将手伸进了胖子
的口袋里。 忽然， 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
“皮夹克” 的手。 这时， “皮夹克” 才发现
胖子并没有睡着， 从胖子的力道也可以看出

这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主。 “皮夹克” 花了好
大的劲才将手抽出来， 悻悻地走开了， 嘴里
还不住地嘟囔着。

车门又开了， 从前门上来了一个穿着西
装的男子，他的手中还提着一个公文包。 西装
男一上车直奔后门而去，站在了“皮夹克”的
身旁。 车上越来越拥挤，见西装男一直靠在扶
手旁低头玩手机，“皮夹克” 的手中不知何时

“变”出来一把镊子，将西装男的公文包拉链
拉开了。 他看着公文包里鼓鼓的钱包，眼睛发
光。 他慢慢地将镊子靠近钱包，身体微倾，一
副很不自然的样子。 终于他夹到了钱包，正准
备将它缓缓拿出。

“老同学！ 好久不见啊！ 没想到会在这里
遇见你啊！ ”一个陌生男子朝“皮夹克”大喊

道。 车厢中本来就十分安静，他这样一喊，几
乎将所有人的目光汇聚了过来。 陌生男子向

“皮夹克”伸出了手。
“皮夹克”被他这么一喊，吓得一哆嗦，赶

紧将镊子往公文包里一扔， 上前握住了陌生
男子的手。“好久不见啊。 ”他回答道，但眼神
中明显有一丝不悦。

“父母和孩子们都还好吧！ ”
“他们都在等着你回家吧！ ”
“真的挺羡慕你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

啊！ ”
……
陌生人的一个个问题触动着“皮夹克”的

心，他们在车上聊了很久，坐在一旁的胖子仿
佛也做了个美梦一般，嘴角露出了微笑。

下车后， “皮夹克” 果断地走向了回家
的方向， 公交车站前只留下了公交车排出的
黑烟和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一分为二的碎刀
片。

“皮夹克”行窃记
长沙市长郡中学 1616班 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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