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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
我想您了！
从 2020 年 1

月 24 日涟源市启
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
起， 您和妈妈便在外奔波， 鲜少顾
家。 在全国人民都窝在家中的时候，
您和妈妈却义无反顾奔赴前线，为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默默奉献。

您和妈妈都是医生， 我从小就
明白医者仁心这个词的意义。 我知
道，作为一名医生，您应该尽自己最
大的力量救治患者，控制疫情；作为
一名父亲， 在事业与家庭不可兼顾
的时候，您最挂心的便是我和弟弟。
爸爸， 您不要担心！ 我们都会很乖
的， 会听爷爷奶奶的话， 会认真学
习。

爸爸，我
现在每天都
会看新闻，关
注新冠肺炎

疫情的动态。 每每看到和您一样逆
行的白衣天使，都令我们十分崇敬！
作为您的女儿， 我很想念您、 担心
您， 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休
息。

病毒危险，但我们不害怕！ 我们
坚信， 我们一定会漂亮地打赢这场
战争！

敬爱的爸爸， 最后我想对您说:
您是所有人的 superman， 是我的盖
世英雄！ 我们等您和妈妈一起凯
旋！

爱您的女儿
2020年 2月 27 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题记
飞机稳稳地落到了伦敦希思罗机

场，这是我参加学校研学之旅，第一次离
开祖国和父母的怀抱来到异国他乡。 我
的内心充满了激动，这一年我 13 岁。

我随团队来到了位于英国东部的一
个名叫诺丁汉的县城 ， 每天活跃于
Rushcliffe School 和寄宿家庭之间，融入
英式课堂学习，体验当地生活，但我总感
觉心中有些许的空虚与一种说不出的滋
味。

那是到达伦敦的第四天， 在回寄宿
家庭的路上， 我看到了衣衫褴褛的流浪
汉，看到了马路上随处可见的烟头、可乐
瓶。 我不由地陷入了深思，发达的资本主
义国家也有难民？ 也有不文明的乱扔垃

圾的行为？ 这与我想象中的发达国家大
相径庭。

我不由地想到了自己的祖国， 有井
然的社会秩序、完善的法律法规、优厚的
惠民政策和救助措施， 我不禁为祖国感
到骄傲和自豪， 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感
受到祖国的好。

几天后， 我到达法国， 参观了卢浮
宫，看到了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蒙娜
丽莎……这无一不是世界文化的瑰宝。
在卢浮宫门口等车期间， 我遇见了数十
组家庭一起拍照留影， 看着他们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
阵酸楚，年纪尚小的我第一次对“思乡”
这个词有了一些感觉。仿佛在无形之中，
有一根线在拉着我的心， 有一团火在燃
烧，向这片大陆的另一方延伸。

在比利时、荷兰，我品尝了美味的巧

克力和牛奶饼干， 看着一朵朵芬芳扑鼻
的郁金香随风摇曳， 风车伴随着落日的
余晖缓缓转动， 目光追逐地平线的那一
个消失点，脸上已被夕阳照得通红，我好
像知道了那根线的另一头是什么———是
祖国。 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召唤， 我知道
了，祖国是我心中无形的牵挂。

对祖国的思念、 对亲人的想念突如
其来， 促使平时一向坚强的我眼眶也不
禁湿润。

祖国的飞速发展， 是祖国越来越繁
荣的象征。 听外婆讲，她 13 岁时吃的是
野草、红薯，睡的是茅草屋；我的父母 13
岁时，还没有出过大山，住的是土砖房，
他们上大学之前连火车都没有见过；而
到了我 13 岁时，我已经坐上飞机漂洋过
海来游学，住的是高楼大厦，各类交通工
具我都坐了个遍。 时代的发展造就了物

质的丰盈， 需求的满足带来了生活的美
好。中国在进步，祖国变得越来越繁荣昌
盛！

外婆祖辈一代， 在艰难困苦中努力
奋斗， 物质生活得以改善， 他们站起来
了；父母一代，在知识改变命运中努力奋
斗， 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中迎来人生
的春天，他们富起来了；我们这一代，沐
浴新时代的阳光雨露要继续奋斗， 在民
族的伟大复兴中成就大我， 我们要强起
来！

“羡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
升”。 不论我走到哪，祖国始终会陪伴
着我，而我也会跟随着祖国步伐，在奋
斗中燃烧青春。 下了飞机，踩在祖国的
大地上，我心中又燃起了那一团火，随
口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

祖国是我心中的那团热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九年级 胡健坤

尖尖小荷

成长的方向是独立
人格， 进步的标志是自
由宽容。

———题记
每个人在年少时，

父母都会按照他们的想
法来为孩子安排人生。
有些孩子会乖巧地听从
父母的安排， 似安稳地
过一生； 有些孩子则会
反抗父母的安排， 跟着
自己的意愿度过充满个
性的一生。

那些听从父母安排度过一生的
孩子，可能也试图反抗过，但为什么
放弃了呢？

因为他们一直是孩子， 从未长
大过。他们已经习惯了父母的安排，
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人生， 缺乏
独立性和自主性。

反而那些自己安排人生的孩
子，他们真正地成长过，真正地思考
过人生。

我的父母就特别喜欢安排我的
事，大到学习，给我安排补习班，小
到我的衣服放在哪个格子里。

而我又是一个独立自主意识比
较强的人。久而久之，我开始和他们
讲道理，“三百回合”以后，他们终于
妥协了， 开始让我在一些事情上自
己拿主意。根据个人需要报补习班，
和父母讨论国际新闻， 大胆地发表
自己的想法……

从前的我乖巧地服从他们的安
排，现在的我从舒适圈走出来，不断
挑战自己。在安排自己的人生中，我
时而迷茫，时而欣喜，时而失落。 但
我在勇敢中成长， 在失败中培养和
完善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思想。

没有人能够替别人思考， 一如
没有人能够替别人饮食一样。 人生

是自己的， 不是父母的。
父母只有勇敢地放手一
搏，孩子才会真正成长。

长相思·
独卧桥头醉秋
攸县第二中学 378 班� �陈翔

梧桐自言几度秋，几点催归
雨，不觉已是旧黄昏。泪洗巾袖，
几次一人醉梦醒，空思绪！

萋草摇曳何所依 ， 河畔折
柳，一枝裁下谁心头。风褪妆残，
几时几夜畏夜深，恐君归！ 春观
凝露冬覆雪，身影慢；只是行也
思君，坐也思君。

画意诗情

那是一个我在梦里去过无数次的
地方。

八年前，我无意在书中看到一张照
片， 让我从此记住了那个诗一般的名
字———乌镇。 照片的中心是一座石桥。
照片上的黄昏，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
小镇已经上灯了， 宝蓝色的天空中夹杂
着些许玫瑰似的嫩粉， 和灯光一同倒映
在水中，为这座古镇抹上了几丝浪漫。

那个童话般的地方，有着 1300 年历
史的小镇，我等了八年。

八月的夜晚， 宝蓝的天宇没有一丝
云彩，地上灯火灿烂，映照在河面明明暗
暗。 我和父母行走于小镇，穿过挂着蓝色
印花布的染坊，穿过灯火通明的客栈，穿
过热闹非凡的商铺，穿过人流，穿过这一
切与古镇并不匹配的繁华， 我火热的心
情渐渐凉了下来。 晚风拂面，当喧嚣终于
在耳边隐去，灯火明灭，恍惚间唤醒了一
个沉睡的梦。 终于，接近小镇的尽头，水
面上静静地横着……那横着的， 是我儿
时的梦啊！

“就是那座桥！ ”我惊叫道。

父母疑惑的眼神，我来不及解释，向那座
桥，向我心中的梦奔去。 端详着，摩挲着
……八年过去，我已经长大，而你还是原
来的样子，我印象中的模样。夜深了，灯火
在眼中模糊、闪烁、回旋。 这一切恍如梦
中，小镇穿梭千年而来，似乎又把我带回
了那个天真烂漫的时代，心里充盈的竟是
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时的新奇而又单纯
的感觉。

那一晚于乌镇东栅而眠，没有彩灯，没有
行人，水面甚至没有一丝波纹。 繁星漫天，我
在古镇的怀抱里沉睡，恬静、安详……

唤醒我的，是那略显沧桑的鼓点。 在
这小镇，就连鼓乐都那么平和，带着看尽
千年的不悲不喜，还有淡淡的温柔。 我走
上街头，鼓乐队已经远去。清晨五点半，空
荡荡的街道，紧锁的老屋，熹微晨光洒在
光滑的青石板路上，没有一点声响。 青翠

的爬山虎爬满灰白的石壁，乌黑的木
墙上嵌着苔，残余着雨水冲刷和腐化
的痕迹。 小河不缓不急，平静地流着。
我走过小桥，在早开的小店买到了我
梦寐以求的油纸伞。

太阳出来了，我撑伞缓行。 几个
爷爷奶奶蹲在河边洗衣服，乌篷船摇摇晃
晃地穿梭在河道上。 景区的商铺还紧锁
着， 但住在小镇的老人们纷纷敞开家门，
摆出一些小商品， 招揽为数不多的顾客。
妈妈与住在对面的奶奶攀谈起来，原来小
镇东栅的原居民只剩下了这些老人。为了
保持古镇的原貌，景区不允许他们贩卖商
品，早上八点游客进东栅，他们就必须关
门，于是他们清早就起来，摆摊迎接稀稀
疏疏的游客。八点，小镇的宁静被打破，大
批大批的游客涌进本就不宽的街道。喧闹
中，我们一家离开了小镇。

江南归来，乌镇的印象已渐渐变得丰
盈、鲜明，融进记忆。 梦的河上搭起了水
阁，架起了石桥，乌篷船摇摆而过，橹声浅
吟低唱，梦的街道青石板上“哒哒”的脚步
声悠悠回荡……

乌镇，依旧是我的梦里水乡。

梦 里 水 乡
———乌镇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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