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尖尖小荷

在常德繁忙的都市中， 有一条
商业街颇为有名， 能随四季变换不
同的颜色。 它就是高山街。

春天的高山街是粉色的。 积雪
刚刚融化， 街道两边的樱花树陆续
脱掉了身上的“白棉袄”，长出花苞，
在晴朗的春日里绽放出她美丽的容
颜。远看，满树粉红的樱花像一朵朵
绯云，又像粉红色的棉花糖，如梦如
幻。 风一吹， 花瓣便纷纷扬扬地飞
起。 这时，假如你站在树下，准会沐
浴一场轻柔的“花瓣雨”。 春天的高
山街在樱花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迷
人，也因此吸引来许多游客，把原本
就不大的街道堵了个水泄不通。

夏天的高山街是绿色的。 街道
两边的樟树、银杏树枝繁叶茂，好像
一顶顶遮阳伞为购物的人们遮住炎

热，送来清凉。这时的高山街最有活
力， 满街的绿色让人赏心悦目，购
物、逛街的人更多了，街边的各个小
店也进入销售旺季。

秋天的高山街是黄色的。 街道
两边的银杏树叶子由绿转黄， 黄得
纯粹，黄得灿烂，黄得耀眼。 秋风吹
过，树下便像铺上了金黄的地毯，满
树满地像扇子一样的黄叶让高山街
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美。

冬天的高山街是白色的。一片片
晶莹的雪花落下，压在枝干上，铺在
街道上，高山街也随之变为白茫茫的
一片了，显得格外纯净。

这就是我们常德的高山街，她
四季变幻不同的色彩，而不变的，是
常德人的从容、淡定、自信以及温暖
的微笑。

高山街的四季
常德市育英德景园小学六年级 游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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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看着窗外的雨，发起了呆。 她还
会来吗？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就跟那
天一样。

少年所在的国家是丝绸之路的沿线
国之一。 得益于丝绸之路，少年的国家迅
速发展，他住的小镇也日新月异，来此贸

易的商人越来越多，就连音乐节也更加隆
重起来，各地的人们都赶来参加。

少年正在用颜料画一面墙， 就在他
想用哪种颜料装饰墙壁会更漂亮时，一
滴水落在了头上。下雨了。他急忙拿起颜
料，往旁边的咖啡店跑去。

咖啡店里开了暖气，很暖。 少年的头
发和衣服有些湿了， 他急忙看看怀里的
东西。 还好，没被淋湿。

咖啡店的门又被推开。
少年应声看去， 是一个穿着蓝色裙

子的女孩，身上还穿了一件水晶披肩，很
漂亮。 那个女孩在当地人中显得与众不
同，即使是坐得老远，少年也能一眼就看
见她。

少年想走过去跟她说说话， 却又找

不到什么理由。
忽然， 他听到一个声音。 他回过神

来，是那个女孩。
她说：“这是你画的吗？ 真漂亮！ ”那

是他为装饰墙壁画的设计草图。
“谢谢”，少年有些紧张，却又兴奋，

“你好……嗯……你的蓝裙子真漂亮。 ”
女孩笑了，她说，那叫旗袍，是她们

的民族服装。 她告诉少年，她是来参加音
乐节的。 少年随后问了她好多问题，女孩
慢慢回答他。

少年问，你从哪儿来？ 女孩说，她来
自中国。 那是一个让人民安居乐业、百姓
幸福安康的地方。 少年问，你一个人来的
吗？ 女孩告诉他， 她是和合唱团一起来
的。

那天，他们聊了很多。 他们约好，在
音乐节后，还在这里见面。

少年知道这次见面意味着什么。 女孩
说，音乐节过后，她就要和父母回国了。

雨声滴滴答答，女孩来了。 这次，她
穿的一件淡蓝色的短袖和一条黑色的裙
子，还扎了两只麻花儿辫。 她送了少年一
盒录音带，那是她合唱的录音，她特地要
人录下的，并用一个精致的盒子装好。 她
告诉少年，那首曲子叫《茉莉花》。 少年则
送了她一幅画，那是他最好的作品，平时
不轻易让人看。 他用精美的画框装好，那
是他花一个下午去商店里选的。

中国，女孩口中那个美丽而富饶的
国家。 他一定会去看看的，少年想。

耳畔，一支东方的歌曲响起。

东方之声
株洲市九方中学 1707 班 陶阳阳

心思少年

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正如那句名
言：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
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

临近期中考试， 老师给我们每个人
发了一张试卷，并告诉我们，这是考前一
张重要的摸拟试卷，大家要认真做。下午
放学时， 我整理书包却怎么也找不到那
张试卷。我心急如焚：没有试卷完不成作
业怎么办？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里。

我进到房间，关上了房门。也许是我
的反常表现引起了妈妈的注意， 妈妈跑
过来询问：“孩子你不舒服吗？ 还是今天
在学校发生什么事了？ ”

“妈妈，我把今天老师发的试卷弄丢
了………”我自责地回答。

“孩子，这不是什么大事，我去重新
打印一张就好啦！”妈妈一边说一边往门
外走。

外面狂风暴雨， 妈妈没有听我的劝
说， 带上雨伞匆匆关上大门就去给我打
印试卷。

我来到阳台上， 看到妈妈打着雨伞
在狂风暴雨中行走， 风一会把妈妈的伞
刮向左边，一会刮向右边，豆大的雨点打
在妈妈的身上。看着妈妈远去的背影，我
的眼睛模糊了。

我在家心不在焉地看了几篇作文，
就听到有钥匙开门的声音。 妈妈语气轻
松地叫我：“希希，试卷打印好了，拿去做
吧！ ”妈妈递给我一张试卷。 尽管妈妈的
衣服、头发、鞋子都湿透了，可我的试卷
却是干的、完好的，我悄悄转过背，热泪
盈眶。

大爱无言，母爱如水，这种爱温柔而
深沉，这种爱无私而伟大！

指导老师 左琦

亲情浓浓

母 爱 柔情似水
长沙市望城区星城实验第二小学 1304 班

彭芷希

天空最珍贵的礼物是白云，小
草最珍贵的礼物是春雨， 而我最珍
贵的礼物是家乡。

我曾经深深自卑于自己生活在
农村， 但是当我外出就学再次返回
家乡时， 我才明白家乡才是上苍恩
赐予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的家乡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
华， 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宁静
与平凡。 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屋后的
山间蜿蜒而来，尽情地奔跑嬉戏。一
路叮叮咚咚，自成天籁。一座座房屋
蹲踞在山脚，黑黑的瓦，红红的墙，
宽宽的门，大大的窗。虽然近年来出
现了几栋别墅式的花园洋房， 但依
然抢不走属于老屋的风采。 古朴温
馨的老屋仍然是家乡的主旋律。

东家有棵梨，西家有棵橘，村头
有棵柚子树， 村尾有棵柿子树……
果实成熟的季节，只要你喜欢，尽可
以摘下最中意的那颗，细细品尝，不
用担心挨骂， 村民反而会因为你的
赏脸而倍感开心。

我的家乡没有什么华丽的风
景，也没有什么蝇营狗苟，有的只是
清澈宁静的溪水， 有的只是朴实无
华的村民。 当我阔别两年之后重回
家乡，再次看到家乡的山山水水，再
次感受到家乡的乡情乡音， 我不再
为此自卑反而以此为豪。

家乡是如此的美丽， 她已闯入
了我的心怀， 成为了我最珍贵的礼
物！

指导老师 蒋秋亮

漪澜心灵

最珍贵的礼物
邵阳市双清区火车中心完小 80 班 卿媛媛

期中考试之后，成绩出来了。 原以为会
考一个满意的成绩，结果却出人意料，极不
理想。 看到分数的一刹那，我的大脑一片空
白，心乱如麻。 唉，回家该怎么向妈妈交待
啊！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时间， 我背上书包，
拖着沉重的步子， 慢腾腾地走在回家的路
上。 进了小区，平时那些生机勃勃的花花草
草也好像在替我难过似的， 纷纷低下头，失
去了亮丽的光泽。 到了家门口，我停留了半
天，才鼓起勇气敲响家门。

“哐啷”一声，门开了。 妈妈一脸焦急地
埋怨：“以前只要二十多分钟就到家了，今天
怎么回来这么迟？”我的嘴角动了一下，但话
却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我不敢看妈妈的眼
睛，侧过身子，走进了书房。

妈妈可能看透了我的心思，脸上挤出一
丝笑容：“成绩出来了吧， 考得怎么样？ ”半
晌，我才吞吞吐吐地说：“还行。 ”妈妈急了，
大声地问：“还行，究竟是多少分？”我半天不
敢吭声。见我这般，妈妈不再勉强我，语气也
缓和了许多， 说：“自己把试卷好好看一看，
找出失误原因，争取下一次考个好成绩！”妈
妈的话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洒进我的心田，暖
暖的，又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心头，无比
疼痛。

此时此刻，我的脑海浮现出一幕幕画面：
一次，我感冒发烧，妈妈半夜开车去药店为我
买药。回来后，又给我量体温、喂药，一直照顾
我到天亮；又一次，贪玩的我把衣服弄得脏兮
兮的， 妈妈一遍接一遍地刷洗， 直到干净为
止；还有每天给我做可口的饭菜，不厌其烦地
辅导我的学习， 抽空带我去旅游……想到这
些，我暗暗告诉自己：加油，不能辜负妈妈对
我的期望。考试之后，我感受到一份深深的失
落，但失落的同时也收获了许多。

考 试 之 后
慈利县金慈实验小学五年级 218 班 周铁程

我心手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