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尖尖小荷

今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们
一行人来到了茶铺茶场体验采茶生
活。

去往茶场的路上,大家对于要去
的地方似乎有点不屑一顾：不就是一
个茶场么，无非是几棵矮矮的茶树，景
色会有多好看？可一到茶场，我们都被
眼前的景色惊呆了， 一片充满生命力
的绿色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们欢呼着、
跳跃着、奔跑着，一头扎进这片绿色。

曾阿姨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采
摘茶叶，我听得津津有味，暗暗记在
心里。随后，我们四个孩子分成两队，
我和覃丫丫一组，大象和老龙一组。

茶园里，满是青青的嫩茶，第一
次采茶的我，不知该如何下手，手也
不那么听使唤，采摘的速度实在是不
敢恭维。 遥望远处的阿姨们，双手在
枝叶间舞动，手指在枝上弹奏，一叶
叶细芽陆续飞入篓中。

本来，我们两队势均力敌，可到
了后来，我和覃丫丫掉以轻心，一不
小心让大象那队领先了。 到称重时，

大象那队有两斤，可我们这队只有一
斤。我沮丧极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这时，覃丫丫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没关系，还有下一轮，加油。 ”我
使劲地点头，赶紧擦掉快要掉下来的
眼泪。

第二轮比赛开始了，是大人组和
小朋友组比赛，大人有三个，小朋友
是四个，比的是采摘茶苞。 和大人比
赛，我们一点儿也不敢疏忽。 起初我
们都采得很有兴致，到后来我们都觉
得累了、倦了，就索性坐在地上休息。
采茶真的好辛苦！

我们把所有的茶叶拿来称重，一
共挣到了 30 块钱， 这钱赚得多么来
之不易。 转眼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了， 我们几个依依不舍地上了车，离
开了这个绿色的世界。

采茶，让我尝到了从未有过的成
就感。这次我用自己的双手挣来了我
人生的第一笔财富，也让我体会到了
大人挣钱的辛酸和艰苦。

指导老师 肖彬彬

第一次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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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以来， 我独自一人来到省城求
学。 因为工作，母亲一个星期只能来看我
一次，父亲因为在边远的山区扶贫，见我
的频率更是少之又少。 母亲每次见到我，
我都会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 诉说一个
星期的愉悦或烦恼， 而面对几个月才见
一次的父亲，除了一问一答式的闲聊外，
剩下的更多是沉默。

一天下午，门敲响了，开门一看，是

父亲，满头大汗，有些急促，看到是我，他
眼中划过一丝惊喜。“在家呢，好久不见！
现在怎么样了？ 学习压力大吗？ ”我不以
为然地回了一声：“还好吧。 ”然后默默地
走进了书房。

第二天的空气微微有些湿润， 还带
着昨晚未散的雾气。 父亲早早地就起来
了，执意要送我去上学。 我们一前一后地
走着，中间仿佛隔着冷凝的空气。 虽然是
早上，赶路的人却不少，马路上早已车来
车往。

随着一声刺耳的鸣笛， 一辆汽车从
拐角处闪出，毫无征兆地直面向我驶来，
我感觉背后被猛地拉了一把， 只见父亲

迅速地向前一步，把我护在身后。 我惊魂
未定地立在那里，从父亲挺直的背后，我
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紧张和慌乱。

他转身紧紧抓着我，手有点颤抖，眼
中满是担忧。“你走路一定要小心啊，这
个转角处是个盲区。 ”他用责备的语气对
我说。

“好了，我知道了，我下次会注意的！”
我在惊吓之余，有着丝丝感动。

他放缓了语气，说：“知道就好，下次
过马路要看清楚再走，不要走得太快。 ”

我任由父亲紧紧地牵着，迎着朝阳，
踩着薄雾，向学校走去，嘴里不停地“嗯
嗯”，回应着父亲的絮叨。 到了学校门口，

我抱了一下父亲。
父亲立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从眼角

的余光里，看见他开心地笑了，是那种熟
悉的笑。 正如他看到一条条正在建设的
水泥马路在山间蜿蜒的时候一样， 正如
他看到一车车的金秋梨从山区送到超市
的时候一样， 正如他看到我假期时跟他
结对的贫困小孩一起愉快玩耍的时候一
样，满是欢心和释然。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若我们中
间有 100 步距离，我愿走 99 步，你只需
走一步。 ”这正如我和父亲，只需向前一
步，便能即刻拥抱对方。 我知道，父亲向
前一步，知晓了我的忧愁和迷茫，挡住了
我的危险。 我向前一步，亦理解了父亲的
苦衷和为山区人民脱贫工作的辛劳。 他
将他的爱献于山区人民， 把对家的爱深
藏在心里。 为了人民，他甘愿如此。 为了
父亲，我甘愿向前一步。

指导老师 屈鸾娇

向前一步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1610 班 吴家琛

心思少年

我家楼下来了个奇怪的老头。
他穿着过时的旧外套， 戴着棕黑色的

圆筒帽，岁月的痕迹刻在他那黝黑的脸上。
令人奇怪的是套在外套上的一副白袖套，
白的发亮，显然是多次洗过的，与他身上的
穿着格格不入。

每次放学回家， 我都会看到他佝偻着
身子，在大门前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旁人
对他指指点点，他却毫不在意。 我注意到，
他每次翻完之后， 手中拿着的都是一些钉
子、木料和瓶子，我心生疑惑：他要这些东
西干什么？ 难道是拿去卖钱？

之后的几天，老头一直没有再出现。 直
到有一天，放学回来的我远远的就看到一个
老人被一群孩子围着，走近一看，是那个老
头。 他依旧穿着过时的旧外套，戴着棕黑色
的圆筒帽，那副白袖套白得发亮。 与以往不
同的是，这次他的眼神里洋溢着一种幸福。

我这才注意到， 老头的前面摆放着一
张大桌子，桌子上放着洗好的红果、海棠、
青丝和玫瑰，铜锅里正煮着冰糖，那桌子是
用木头、钉子和矿泉水瓶做的，几个制作好
的冰糖葫芦摆在面前，阳光下，糖浆凝固在
冰糖葫芦上发出耀眼的光彩， 引得一旁的
孩子们垂涎欲滴。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做
冰糖葫芦的。

一轮的冰糖葫芦很快就做完了， 他又
开始很认真地做下一轮。 我惊讶地望着老
头———如今还有谁会像他这样， 在大庭广
众之下如此用心地现做冰糖葫芦呢？

老头在人群中看到了我， 冲我笑了笑，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地去做冰糖葫芦，
老头停下手中的活，回答道：“做冰糖葫芦是
我的爱好，我喜欢它，并愿意为它努力。 ”老
头说这话时，眼神里充满自信和坚定。 我的
心好像被敲了一下，朦胧间，我仿佛看到了
春日里的万物，都在茁壮、昂扬地生长着，每
一个事物都在认真对待它的生命。

又一个上午， 妈妈买完菜回到家对我
说：“今天早上我又见到那个卖冰糖葫芦的
老头了，他每天都那么早去买材料。 隔壁王
奶奶还跟我说她要买的干玫瑰都被老头选
走了。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我知道，那个
老头把爱和执着都藏在了冰糖葫芦里。

长大这样

藏在冰糖葫芦里的爱
雅礼实验梅溪湖中学 1809 班 李曼嘉

去年五月的一个傍晚， 爸妈和我一回到
家，就听见阳台上传来鸟儿的声声嘶鸣。拉灯
一看，发现一只小鸟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翅
膀有点下垂， 头部还有血迹。 原来小鸟受伤
了，怪不得叫声听起来那么让人揪心呢。

可是小鸟为什么会受伤呢？ 又怎么会掉
到我们家阳台上呢？爸爸过来检查发现，我们
家阳台的一扇玻璃是半开着的， 另有三块玻
璃上有血迹，阳台地面上还有几片羽毛。爸爸
立马明白了， 这只小鸟显然是通过打开的那
扇玻璃飞进了我们家，一进来发现，这里不是
它自由飞翔的天空，于是急着飞出去，但是，
它飞进来的那扇玻璃开启的面积并不大，阳
台玻璃洁净透明，它很难识别玻璃内外，也很
难找准那个小出口。

真是无法想象， 小鸟一次次想冲出这道
透明的玻璃，又一次次狠狠地撞到玻璃上，直
到筋疲力尽，再也无力起飞。它该是怎样的痛
苦和绝望？

我们讨论了帮助这只小鸟的计划。 爸爸
连夜去亲戚家借来了一只鸟笼， 妈妈带着我
给小鸟受伤的部位涂了紫药水。 把鸟儿安顿
好，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此后两个多星期， 照顾这只小鸟就成了
我学习之外的主要任务， 也是学习之外最牵
挂的事情。 小鸟通人性， 三天后就不躲着我
了；一星期后，给它喂食时，就敢轻啄我的手
指头了。 小鸟的叫声越来越欢快， 开始唱歌
了。我越来越喜欢和它在一起了，我要求把小
鸟留下来，但是爸爸妈妈不同意。两个多星期
后，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放飞了小鸟。 看到
小鸟振翅高飞， 又回到我们家阳台附近欢快
绕飞，我们依依不舍又倍感欣慰。

这件事情以后，爸爸带着我查阅了一些资
料，明白了很多道理。现代化的城市里，高楼大
厦华美气派，对鸟类却可能是灾难。 白天鸟儿
可能误撞大楼玻璃幕墙而丧命，而夜晚大楼的
照明、灯饰则可能干扰鸟类的迁徙飞行。

青藏铁路专门建设了野生动物的迁徙通
道， 三峡工程专门建设了鱼儿洄游通道，可
是， 怎样保护鸟类不被现代城市里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所伤害呢？

房子不仅是人们温馨的家，也应该是鸟儿
自由的避风港。 白天，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
力工作学习， 鸟儿也在野外辛勤地捕捉害虫。
夜晚，鸟儿或者围着主人欢快歌唱，或者陪着
主人安享清静。 这就是我梦想的房子，我要为
这个梦想而努力，为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

指导老师 陈丹

漪澜心灵

小鸟需要我
衡阳市高新区华新小学五（1）班 罗湘婷

长桌宴是
少数民族特有
的宴席，大家应
该都有所耳闻。

在六一儿
童节这天，我们
班也办了一回
长桌宴，61个同
学，61道不同的美食， 让这个六一儿
童节与众不同。

六一前夕，老师就和我们商量儿
童节举行什么活动，在大家的群力群
策下，最后决定举办美食汇。 这个消
息一宣布， 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都
想在大家面前秀一秀各家的厨艺。

第二天，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端着
美食来到学校。大家齐心协力将课桌
搬出教室， 在走廊上摆成一条长龙，
桌子上整齐地摆着餐具、 一次性手
套、纸巾等。 大家把各自做的美食一

一摆好，还将美食
推荐词制作成精
美的卡片，真是颇
费心思。

香喷喷的南
瓜饼、浇满鲜汁的
烧鸡翅、饱含鸡汤
的小鸡腿、土特产

猪血丸子、唇齿留香的香香酥……看
着这些美食，大家都垂涎欲滴。

我舀勺蛋炒饭，抓把炒肉，塞进口
里，那真是享受。看我们美丽的科学老
师，左手一个鸡腿，右手一块牛轧糖，
完全不顾平时的淑女形象，在那狂吃。
看那位同学，正在攻克龙虾钳，吃完还
不忘吸吮手指……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之余，还不忘夸奖美食味道佳。

六十一道美食，在大家的齐心协
力下，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指导老师 胡念芬

美 食 汇 长 桌 宴
湘潭县天易金霞小学五年级 14 班 张艺嘉

我心手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