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彭静 实习生：杨蕾
版式：姚慧 校对：杨红章

2020 年 4月 29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 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成长

道来娓娓

自从迈入初中校门，温馨、闲适
的小学时光不再，生活转瞬将我带进
了竞技场，我变成了一个飞速旋转的
陀螺。 稍微放松一下，又怕跟不上其
他人的步伐；提速追赶，又觉得那份
压力承受不来。 在反复的自我调试
中，我悟出一理：快也好慢也罢，总之
都是忙碌，还不如更快些稳些。 然而
在忙碌的生活中竟迎来了一场意外
的“中场休息”。

“刷刷刷……”一天，我正奋笔疾
书，写着课外作业。“晴晴！ ”妈妈的呼
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眉头紧蹙，不
耐烦地回头张望，只见妈妈手中拿了
两张门票！ 不等我开口先问，妈妈抢
先一步道：“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劳逸
结合……”我被妈妈劝说着来到了长
沙市音乐厅，在门口就感受到了音乐
对耳朵强有力的“攻击”。

彼时，困意来袭。 一坐定，我的
眼皮便在打架。 迷糊中，一阵雷鸣般
的掌声骤然响起， 惊得我差点跳起
来，睡意烟消云散。“还是听会儿音
乐会吧”，我嘟囔着。 随着乐队指挥
翘起的兰花指往下一沉， 耳畔传来
跌宕起伏的乐章。 那一刻我的心灵
被震撼了， 甚至觉得自己对音乐会
存在误解。

待到心情平复时，恰好演奏的是
轻快活泼的乐曲。 闭上眼再睁开，舞
台上， 乐手们变戏法似的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茂盛的松树林，几
只百灵鸟跳跃于枝头， 张开小嘴，细
细的乐声随之飞出， 在树林间徘徊；
突然，耳边风格又是一转，眼前景象，
也顺势变成了草色枯黄的大草原，一
只小象从远处奔来，一边跑一边用长
鼻子喷射出一串串晶莹透亮的水花。

伴着小象奔跑，地面微微震动，那水
珠也晃动不稳，像充满了灵气。 稍稍
闭了会儿眼，再睁眼时，眼前所现又
令人喜出望外，叮咚叮咚，一股山泉
顽皮地从岩石挤出来， 与同伴跑着、
笑着、闹着，一直奔着到了山脚方才
罢休，慢慢汇入安静的湖水中……一
幅又一幅惊艳无比的画面在眼前呈
现，虚实相映中，眼前的舞台又回来
了！ 观众们异常兴奋，为这场盛大的
视听宴会出自长沙而感到无比自豪。

演出已经结束， 我拼命睁大眼
睛，希望看清楚些，他们的面孔，他们
的弦乐、管乐、打击乐。 这些人看似平
凡，实则散发着一种执着、坚持不懈
的光芒。 他们随着乐声前后摇晃着身
体，面容肃穆，却早已让自己的心灵
走入了音乐！

指导老师：肖志

让心灵走入音乐
长沙市南雅中学初 1905班 王若晴

我有一特殊的朋友，她虽然不能
和我一起追逐嬉戏，却默默地陪着我
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我最爱春天时的她。 春暖大地，
许多可爱的生灵都慢慢地苏醒了，她
们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打探着这个奇
妙而又美好的世界。这时候，我的朋友
也抽出了碧绿的嫩芽，阵阵风儿吹过，
那柔软的枝条便随风飘荡， 恰似一条
条绿色的丝带在旷亮无比的空中翩翩
起舞。每当此时，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
贺知章的诗句“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
垂下绿丝绦”。 多美的画卷啊！

瞧，这便是我的植物朋友———柳
树。

每年的四五月是柳树长得最茂

盛的时候， 这时柳树的种子渐渐成
熟，慢慢地炸裂开来随风飘散。 智慧
的人们给了她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

“柳絮”。 柳絮飞舞着，给城市带来了
不一样的风景。 柳絮借助风力，飘到
适合自己的土壤，在合适的条件下便
会生根发芽。 多么神奇啊！

进入六月，柳絮逐渐消失了。 天
气越来越热， 花草树木都耷拉着，我
的植物朋友不惧酷暑， 依然高高伫
立。

秋风起，我的植物朋友抖落一身
树叶， 毫无保留地回赠给了大地母
亲。

寒冷的冬季，我的植物朋友虽然
没了春天的风采， 却依然傲立寒风
中，日夜守护着我们的大街小巷。

谢谢你！ 我的植物朋友。 你虽不
名贵，却用你的朴实无华陪伴着我们
一年又一年。

指导老师：黄劲霞

早两天， 爷爷
挖回了许多竹笋，
一下子吃不完。 爷
爷把竹笋的外衣剥
掉， 嫩黄色的竹笋
像小宝塔一样露出
来了。 他切掉竹笋
老的部分， 留下鲜
嫩的尖儿， 煮熟后
泡在一个大水 缸
里。

浸 泡 了 两 天
后， 爷爷借来了一
个奇怪的装置———
千斤顶。 爷爷把泡
好的笋子放在木板
上， 再用木板将笋
子完全盖住， 照这

样一层笋子一层木板放了三层
笋子。 爷爷说：“笋子要摆得匀
称，板子才会受力均匀。”接着他
放上木桩，将千斤顶置于木桩和
摆放好的笋子之间。千斤顶自带
一个手摇杆，是一根圆形的长铁
管。 摇杆时，我发现笋子里面的
水往外流，原本圆鼓鼓的笋子一
下就扁了很多。我问爷爷：“为什
么水都出来了呀？ ”爷爷说：“一
层木板一层笋子， 加上木桩，就
是为了增加压力。 你来试试，摇
这个摇杆。 ”我一摇，千斤顶没
动，爷爷教我用两只手拿着摇杆
从上往下使劲压。我学着爷爷的
样子，摇到千斤顶摇不下去才罢
休。 这时，木板边上有浅黄的水
流出来了。 爷爷告诉我，这样压
笋子， 可以更快地去除水分，留
住笋子的鲜味。

爷爷每次去翻笋子，我都要
跟去，当揭开板子的时候，原本
圆形的竹笋成了扁平的竹笋。爷
爷说压两三天，等天晴了就可以
晒笋干了，晒干的笋子好保管。

指导老师：龙点睛

前段时间，学校安排了种大蒜的宅家
劳动实践课，这是我第一次种大蒜。

在妈妈的指导下， 我找来几个塑料
瓶，剪成种大蒜的器皿，挑选了三头蒜，把
蒜的外衣剥开， 放到装了清水的器皿里。
晚上我梦见大蒜长大了，跟我招手呢。

第二天一大早， 我赶紧爬起来跑去
阳台看大蒜。 失望的是，大蒜好像一点
变化也没有。 妈妈告诉我说，别急，大蒜
现在正在发芽呢。 耐心地等待了一天
后，第三天清早，我又跑到阳台上去，发
现有的蒜瓣上长出了青青的芽尖，就像
一只只小眼睛在打量外面的世界。 我高
兴得喊了起来：“妈妈快来，大蒜长出来

了！”我在日记本上记下：3 月 9 日，大蒜
长芽了。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都要给它换水，怕

它冻着，晚上还要移到暖和的地方，仔细量
它的长度，1厘米、2厘米、3厘米、5厘米、7
厘米……到第十天的时候，它居然长到 14
厘米了，还长出了三片叶子。当大蒜完全长
大了的时候，妈妈说可以食用了。 于是，我
剪下每瓣蒜外面最大的两片叶子， 炒了一
碗鸡蛋。 亲手种的大蒜，亲手炒的菜，吃起
来格外香。

通过这次劳动实践， 我体会到了劳动
的乐趣，也感知了爸爸妈妈平时的辛苦。我
暗下决定：今后，我要爱惜粮食，珍惜别人
的劳动成果，还要学会更多的劳动本领，帮
爸爸妈妈分担家务，做一个劳动小能手。

指导老师：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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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植物朋友
常德市武陵区紫桥小学三年级 戴梓涵

种大蒜
□ 冯嘉轩

尖尖小荷
空间生活

我心手写

漪澜心灵

升入初中， 学业的压力逐渐
加大，烦恼自然如影相随。 幸而识
字以来， 母亲促我养成的读书习
惯， 让我有了一个静心独乐的好
去处。 书读多了，竟也在书中品出
些味道。

读书有境，爱从心生。 很早，
我便发现自己爱上了名著导读
课， 因为语文老师常常领着我们
来到学校的图书阅览室。 无论室
外骄阳似火或白雪纷飞， 室内总
有书香萦绕。 顺着窄窄的书架夹
道，在琳琅满目的书籍中徜徉，内
心渐趋平静。 俯仰平视， 摩挲逡
巡，还未曾抽出书页，心却早已在
那些高高低低、 厚厚薄薄的队列
里迷失了自我。《西游记》《水浒传》自是我的
最爱，徐志摩、汪国真，也是我在此境的初识。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 诗歌、散
文、小说等不同题材的经典佳作，在这一片书
的寂静中与我神往，让我的心灵充实通明，对
书的爱从心渐升。

书须静品，自有妙趣。 读书须读好书，须
静心品味，才会品出其趣，悟出其妙。 现在想
来，春日清风拂面，夏天蝉儿聒噪，秋日桂香
盈鼻，冬天暖阳轻拢，手捧爱书，缓步轻踱，生
怕搅了这一片宁静、自然，分外珍惜这一方难
得的妙趣。 读书久了，就有了自己的偏爱，我
最喜欢的作家是东野圭吾， 欣赏他妙趣横生
的文章内容，更着迷于那冷峻、老辣、惜墨如
金的文风。 这些书中的妙趣，都是在午后悠长
寂静的走廊和静谧温馨的阅览室里细品顿悟
的。 难怪人云：“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
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翻着略带皱褶的
泛黄书页，闻着书卷的香气，斟词酌句，静心
思考，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

书有千千，贵在有得。 午自习一过，就得
回教室， 我总是会把还未看完的书小心翼翼
地放回书架，再拿张纸抄上它的索书号，才恋
恋不舍地离开。 回到教室，我还会想起刚刚那
本书的内容，想象故事接下来会怎样发展，会
有一个多么美好的结尾。 每天中午那节短短
的午自习是我最期盼的时刻，短暂的时光，却
足以让我浸润在心爱的书籍中。 无尽的书页，
闪现着万千形象，承载着绵绵情思。 我享受到

“思无邪”的深邃，懵懂感知到了仁义礼智信
的厚重。 正是在阅读中， 我初识了坚强的保
尔，笑骂了贪心的八戒，为葬花的黛玉落泪，
为早逝的诸葛扼腕。 读书的时光总是过得那
么快，但是不管阳光、风雨，生活总有诗意、惬
意。 合上书，突然想起余秋雨的话：“阅读的最
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 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
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至此，
我终于明白：读书了，也就觉得自己的精神变
得积极向上，轻松愉悦了。

有爱、有趣、有得，这就是读书带给我的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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