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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灰蒙蒙的，犹如罩上了一层轻
薄的黑纱。 屋里黑漆漆的，好像每个人
都在独立的隔离区中。是不是在一起很
久的人都会感到厌倦？难道亲情血脉也
无法冲破时间的牢笼吗？

自上初二以后，我就很少与父亲说
话了。 记得小时候，他总是穿着一件白
领的蓝色衬衫。 那时的他皮肤白净，头
发黑浓，眼睛还很明亮。 我们经常骑单
车，那时我还小，不敢骑。每次我都坐在
后座，手紧紧地搂着他的腰，脸贴在他
厚实的背上。那时候，父亲的后背，是我
最坚实的依靠。

时间流逝，不知是我长大了，害羞
了，还是时间长了，冲淡了。我们竟成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 每次放学回家，我总

先吐口气， 然后将嗄吱作响的门推开。
父亲肯定是听到了，但却没有亲切的呼
喊，我等着回应，却始终没有等到，到后
来，也就不再奢望了。

初三的寒假，我们一如既往地回老
家过年， 唯一不同的是， 母亲身体不
适，只有我与父亲回老家。 起初，他开
着车，我玩着手机，车子里异常安静，
直到父亲吼了一句：“别玩手机”。 我放
下手机，没吭声，车子又陷入寂静。 后
来，父亲应该是觉得气氛太过尴尬，主
动找我聊起天来。 我不是不喜欢与父
亲说话，而是不知如何开口，听到父亲
询问，自然欣然回应。 我们聊了一路，
聊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 但可以
肯定的是， 这是一次久违而畅快的父

子谈话。
到了老家，我们的话明显多了些。

午后， 父亲问我要不要去看打糍粑，
我从未见过， 对新奇的事当然好奇。
只见两个强壮的男人， 拿着一对厚重
的木锤， 将木锤高高举起， 狠狠砸在
饭团上， 父亲见我看得入神， 拉着我
去试打。

我艰难地举起木锤，砸下，虽然力
道小，但却有着奇妙的感觉。 父亲带着
笑，穿着白领蓝色衬衫，和我一起打着
糍粑。门口，阳光绽放着光芒，我看到父
亲的脸上有光影掠过，锤饭团的声音此
起彼伏。

幸福，在那个午后，又一次绽放。
指导老师：杨国炳

幸福，在那一刻绽放
长沙市周南中学 1722 班 雷铭泉

亲情浓浓

我心手写

当床上的
毛绒玩具被收进衣

柜， 当小人书被珍藏
进书橱，我似乎意识到：
我长大了。

日历一天天翻过，名
著代替了小人书，跑步代替了
玩具。现在的我喜欢和哥哥一
起看激烈的 NBA， 喜欢陶醉
在书的世界里， 体味人情冷
暖，感受世态炎凉。

家中的被子不知何时被
叠起，要刷的碗也早已被刷得
干干净净，要扫的地也变得
纤尘不染。 父母诧异：这孩
子怎么了？ 这么勤快？ 破天
荒头一回呀！

我长大了吗？ 我问我
自己。 身体在一天天长

高，思想也在一天天成
熟，懂得树立远大

的理想了 ，
对一切事物充
满了求知欲。

现在的我， 总喜
欢望着星空，想着自己的
心事，却不愿再向父母诉
说，因为我懂得了人生的风
雨要自己承担。 我总喜欢在
父母闲暇时给他们讲笑话，让
他们脸上的愁云散去； 也爱帮
他们捶捶背，倾听他们的诉说，
因为我明白了孝敬父母， 让他
们开心就是让自己开心。我
总喜欢给别人最大的宽容，
因为我懂得了宽容方能和
谐，和谐才能成事。

细心的奶奶看到了这
一切， 抚摸着我的头说：

“孩子，你长大了！ ”
指导老师：罗煜卉

长大的感觉
隆回县三阁司镇中学小学部五（253）班� 黄思韬

太阳火辣辣地晒着我和妈妈， 我没精打
采地跟在妈妈身后。 不远处传来了卖西瓜的
吆喝声。“妈妈，天太热了，我们买个西瓜解解
渴吧！ ”“那你去挑一个吧！ ”妈妈爽快地说。

我飞快地跑到西瓜摊前，看了看后，抱着
一个最大的回家了。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喊
妈妈切西瓜， 妈妈用力一切， 西瓜裂成了两
半，“呀！怎么是白色的，还这么多籽？”我边说
边拿起一块尝了尝，“呸！ 真难吃！ 好酸。 ”妈
妈说：“看来要教你挑选西瓜的秘诀了。 ”

几天后，妈妈带着我去西瓜摊买西瓜，只
见她左选右挑，还时不时敲一敲，选了好几个
后，妈妈终于敲到了一个声音清脆的西瓜，抱
着它，说：“好了，就这个吧！ ”到了家，我自言
自语地嘀咕道：“这个西瓜真的会好吃么？ 我
可不想再吃一次白瓜了。 ”

只见妈妈拿起刀，才轻轻一碰，西瓜就裂
开了，瓜肉红通通的，就像西瓜皮里蹦出了一
个火红火红的太阳。我急忙拿起一小块：“呀！
真好吃，妈妈，你究竟怎么挑的呀？”“你听，这
个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很清脆， 那就是个好
瓜。”妈妈笑眯眯地告诉我。听了妈妈的话，我
半信半疑，总想着要快速去尝试下。

几天后，妈妈又说要买西瓜，我自告奋勇
地说：“我去买，我去买。”来到西瓜摊前，老爷
爷急忙递给我一个西瓜，说：“这个挺好的！ ”
我拿起来轻轻敲了敲，又放下了，然后重新选
起一个轻轻敲了敲，直到挑到声音清脆的瓜，
我才付了钱。

一到家，我立马把西瓜抱去“洗个澡”，才
一碰到水，西瓜就开裂了：“哇！真的是鲜红的
西瓜瓤哦！ ” 我大喊着，“快来吃好吃的西瓜
哟！ ”妈妈听到了我的喊声，连忙拿来水果刀
将西瓜切成一块一块的，那西瓜又红又沙，我
忍不住多吃了好几块！

指导老师：夏琼 罗婕婷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 美丽的生命
体，需要我们挖掘出各种美丽，与更美的
自己相遇。

我以前是一个不着调的人， 成绩虽
然是班级前五，但是经常会被老师批评，
有着各种外号，如“粗心大王”“插嘴王”
等。 在老师眼里，我就是个吊儿郎当且不
靠谱的人。

那时，我刚进一所新的小学，对一切
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在我读四年级时，我
的班主任是位非常严厉的老师， 他曾经
是一名军人，可想而知，他对我们要求有
多严格。 但我似乎并不惧怕他的威严，在
他上课时，我表现得特别积极，不等他批
准，总是大声抢着回答问题，为此，我被
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同学们还赐予我

“插嘴王”的名号。 那时候的我根本不懂
学习的重要性， 每天上完课就是拼命地
玩。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 我升入初中
后，学习的科目越来越多了，学习压力也
渐渐增大了，经过几年的磨练，现在的我
已经不再是四年级那个不着调的我了。
初中即将毕业的我， 真正明白了学习的
重要性，开始思考人生了，课堂上，我会
专心听讲，认真完成每道习题，插嘴的习
惯也慢慢改好了。 我从不着调变得沉稳
踏实，从心浮气躁变得安分守纪，从粗心
大意变得细致入微， 从班级前五变成学
校前五。

不错，每个人都是一只潜力股，自身
的力量只能自己挖掘。 我们每个人都是
一个独特、美丽的生命体，有着无穷的力
量，我们要善于发现，善于开启自己的智
慧，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本该奋斗的年龄， 我们绝对不能
选择安逸， 只要我们坚定信念， 明确目
标， 发奋学习， 就一定能将梦想变成现
实，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

指导老师：黄一宽

爷爷出生于湘南山区。 年近古稀
的他，回忆起那段靠野菜充饥的岁月，
总是感慨万千。

在爷爷的记忆里， 用马兰头等野
菜煮的粥，吃起来不觉得苦，反而认为
是无上美味。野菜，给爷爷年轻时的岁
月增添了一种享受， 也多了很多苦尽
甘来的期盼。

现在，务农了大半辈子的爷爷“退
休”进城了。 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会出
门散步。 他不去闹市，也很少进公园，
所走的更多是通往城郊的道路。

前不久， 他在常德大道姻缘桥附
近，发现了一丛非常鲜嫩的马兰头。见
周围没人， 爷爷小心翼翼地掐下一小
棵一小棵带着几片叶子的嫩芽。 那模
样，不像是摘野菜，倒像是发现了失而
复得的宝贝。 爷爷将马兰头装进随身

携带的环保袋里带回了家， 用开
水焯一次，冷水浸泡起来，用餐时
就可以凉拌或清炒着吃了。

以前， 每次吃饭爷爷都会给
我夹野菜吃， 我的内心都有一种
抵触情绪。我心想，现在生活条件
都这么好了，还吃什么野菜？但看着他
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我也就大胆尝
试了。

夹上一根，吮吸几口，苦。 吮吸多
了，偶尔也嚼几口。 渐渐地，我发现那
苦中其实也带着新鲜、 带着泥土的芬
芳。有时，爷爷会给我讲他那个年代的
故事，听得入迷时，和着柔软的米饭，
我也能吃上几口野菜了。 我在野菜里
竟嚼出了老故事的味道。

最近，爸爸向爷爷提出意见：不能
只吃一种野菜，其它野菜也要尝试，而

且不能天天吃野菜，像菠菜、白菜等时
令蔬菜也应该搭配起来。 有了品种丰
富的青菜搭配，我吃得更欢了。一段时
间不吃，还想它呢！

每次吃野菜时， 爷爷就会念叨：
“多吃点，这个吃了对身体好！”这时的
我，便会夹上一筷子塞进嘴里，大嚼特
嚼起来。见我这般，爷爷在一旁乐呵起
来。

渐渐地，爷爷采野菜的身后，多了
一个提篮子的我。

指导老师：吴雅林

与更美的自己相遇
安化县龙塘乡中学九（154）班 黄攀

我会选西瓜了
邵阳市北塔区协鑫阳光小学 69 班 马卓越

悠悠野菜香
常德市武陵区北正街恒大华府小学 13 班 李梓迪

尖尖小荷

漪澜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