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廊诗歌
道来娓娓

时光，
你从小小的巷子里走过去，
跑啊，跑啊，
离去时还带来一阵阵微风，
树叶被吹了下来，
小草被吹得非常凌乱，
小动物也被你吓跑。
时光，时光……

时光，
你为什么跑得那么快？
跑慢一点，再慢一点，
让我快乐的时间再长一点，
让我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再久一点，
让我的童年再长一点。
时光，时光……

时光，
你从我的梦中走过去，
我若想追上你，
你便会停下来，让我追上
好像是故意停下来，
嘲笑我多么地慢。
时光，时光……

时光，
你能让我开心的时间无穷无尽，
悲伤的时间大大减少吗？
走慢一点，哪怕一秒也好，
我不想这么快长大，
我还想陪伴爸爸妈妈久一点。

啊，时光，时光!

时光，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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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女，来梳头啦！ ”清晨，妈妈满面
春风，拿着梳子走到我身旁，轻轻蹲下，
爱怜地抚着我的头发：“早上起来， 头发
乱糟糟的，很难看哦！ 来，妈妈帮你理一
理。 ”我不喜欢梳头，嘟囔着小嘴：“妈妈，
梳头疼， 不要……” 妈妈的笑容依旧不
变，反而笑得更灿烂。 她拉过我的手，放
在我的头发上，说道：“头发不梳会坏，坏
了呢，会掉光光，变成光头哟！ ”“光头？
哇！不要！我要梳头，妈妈快给我梳头，我
不要变成光头！ ”我边说边拉着手。 妈妈
笑了。 妈妈轻抚我的头发丝，用梳子认真
地梳了起来。

阳光透入屋内， 照耀着我们母女二
人，时间将画面定格在这一瞬间，只剩下
我“咯咯”的笑声。 这一年，我 5 岁。

“闺女，梳头啦！ ”此时，妈妈来到我
身边。 我因为起得太晚， 正在慌乱整理
中，不耐烦地回了一句：“我自己梳！ ”妈
妈停止了动作，笑容也停止了，但我毫不

理睬，收拾完东西，越过妈妈。走出门时，
我手里拿着把小梳子， 而妈妈则在发愣
中缓过神来， 跑到门前说道：“把头发梳
好！”慈爱的眼神让我转身：“知道了。”前
行中，妈妈一直盯着我的背影，我渐行渐
远……这一年，我 9 岁。

“妈妈，我来梳头啦！ ”我拿着梳子，
笑嘻嘻地跑到妈妈面前，要求梳头发，可
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缓缓说道：“多
大个人了，自己不会梳吗？ ”我在妈妈心
中不一直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吗？ 我不禁
感到沮丧。 见妈妈爱理不理， 我只好作
罢。

出门闲逛，漫无目的地走着，无意间
瞥见一名中学生， 手里拿着梳子为她的
母亲梳头，“妈妈， 你看女儿为你梳头不
疼，女儿对你好吧！ ”中年妇女笑了，没有
回复。

突然，我明白了什么。
时间流逝，爱不停息，相伴，相陪，只

因有你。
我立即转身跑回家，喘着气说：“妈，

我帮你梳头！ ”妈妈怔住了。缓过神，眼底
尽是笑意。“妈妈， 我为你梳头绝不会
痛！ ”有时候我知道梳痛了，但她没出声
只是笑了笑， 时不时来一句“女儿长大
了”。 我心里暖暖的。

钟表的滴答声停止了，夕阳西下，橘
红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母女二人， 定格不
动，只剩下母亲“呵呵”的笑声。 这一年，
我 11 岁。

指导老师：刘剑

梳 头
隆回县第二中学 172 班 胡雅婕

身披一身金色的“盔甲”，头上长
了几个红泡泡， 下身还穿着一条长长
的纱裙。你们猜，它是谁？猜到了吗？它
就是我的好朋友，名字叫小金鱼。

它的家是一口玻璃缸， 就放在我
的书桌上。

我正做着家庭作业， 一道题难住
了我，我冥思苦想。 猛一抬头，发现它
游到我面前，用期盼的眼神望着我，好
像对我说：“好朋友，我好孤独呀，你能
来和我玩吗？ ”我多想玩呀，可是还有

那么多作业没写完，难题也还没解决，
我只好用遗憾的眼神望着它， 算是对
它的回答。它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开
心地说：“没关系，你有事要做，我就不
打扰你了。”说着，就游到另一边去了。

看着小金鱼独自游来游去，我想，
小金鱼孤独地待在鱼缸里， 没有伙伴
和它玩耍嬉戏，多无聊呀！ 并且，主人
每天又要上学，不能按时给它喂食，总
是饿着肚子。看着小金鱼，再看看我自
己，我们都想有个人来陪呀!

� � �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下次去市
场时，一定要买两株海藻放在鱼缸里，
再去买几条小金鱼给它作伴，这样，它
就不会再感到孤独了!
� � � �小金鱼，我相信你不会孤单太久，
我也要学会面对孤独， 更加认真地学
习。

指导老师：辛显才

孤独的小金鱼
□ 张欣悦

尖尖小荷

亲情浓浓

我的天啊！ 这是哪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我不是在
家睡觉吗？ 我想动一下，却
发现已动弹不得。 怎么回
事？ 我打量四周，旁边是如
织的行人和一座座高楼，垂
下的几条花枝上，花朵鲜红
似血，应该是海棠花，难道
我变成了一棵海棠树？

以前看《变形记》时总
是被逗笑， 现在轮到自己
了，心里有点小郁闷。

我真糟心呢，身边来了
个小丑， 他画着滑稽的笑
妆，穿着夸张的连衣裤，拿着几个小球
轻松地抛着，引得路人围观。 随后，他
又骑起独轮车，一边维持平衡，一边双
手交替着抛接小球。 突然，一个游人无
端地冲过来，狠狠地撞上去。 小丑重重
地摔在地上，众人哈哈大笑。 小丑强装
笑颜， 艰难地爬起来， 拍拍身上的尘
土，又开始了滑稽的表演。

中午，人们都回家吃饭了，小丑蜷
坐在我身旁， 脸上的妆因为刚刚那一
摔已经花了，露出触目的伤痕。 他欲哭
无泪， 把头埋在手臂里。“悲伤的小
丑”，真是让人难忘。 我伸出一根花枝，
想拍拍他的肩，安慰他，可够不着。 他
抬起头，看了看当空的烈日，嘴角闪过
一丝苦笑，疲惫地转身离开了。

这时，来了个画家，英俊的脸上带
着沧桑， 他架起画板， 对着我描画起
来。 一个面容和善的老者驻足， 瞅了
瞅，“你画的真好啊， 能帮我画一幅
吗？ ”“总裁，需要的话，我去帮你找知
名画家，这街边的，恐怕……”后面跟
着的那个人恭恭敬敬、一脸媚笑，还白
了画家一眼。“别这么说， 高手在民
间！ ”总裁回道。“对不起啊，别放在心
上。 ”总裁赶紧替随从道歉。 那人欲言
又止， 丢下句：“今天可是我高升的好
机会，你要敢坏我好事，我饶不了你！ ”
画家鄙夷地瞥了他一眼，不再理会，手
中的笔“唰刷刷”挥动地更快了。

画像很快完成了， 画家递交给总
裁时，轻声耳语：“不懂尊重之人，不可
取。 ”“很抱歉，麻烦了！ ”总裁道谢，转
身离去，那家伙谄媚地跟随其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月亮升上半空，
我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变回原样， 还是
继续当棵树。 我挡不住困意， 沉沉睡
去。

指导老师：桂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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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奇幻

那个夜晚，那个夜深人静的
夜晚，恐惧把我团团包围，七八
岁的我紧紧蜷缩在被子里，依偎
着呼呼大睡的妈妈久久不能入
睡……

不记得是哪个季节， 只记得
全家人去乡下外婆家玩。 那时附
近常有野猫出没，全身乌黑的，黑
白相间的， 灰不溜秋的……看着
可爱极了。 我逮住野猫就往怀里
抱，野猫挣扎着，利爪在我的手臂
上挠了几下，没破皮，但火辣辣地
痛。 我下意识地松开手，野猫趁机
逃走了。

晚饭时间，大人们谈论着家长里短，突然
谈到附近多出了几只野猫。“今儿我在楼上打
扫卫生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只黑野猫……”听
到这句话时，我心中一惊。 我和妈妈晚上是在
楼上过夜的，“要是我睡觉时，野猫上楼来挠我
怎么办？ ” 我顿时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
“一定得想个办法才好”。

“妈妈，晚上我可不可以不在楼上睡？ ”“为
什么？ ”“我……”我紧紧地揪着自己的衣角，眼
神闪躲，“我……”我迟疑了半天，还是没能把
话说出口，看来必定要在楼上睡了。

我壮士断腕般走上二楼，心中反复念着一
句话：“用被子蒙住头，野猫就挠不到我了”。 一
上床，我立马钻入被窝，用被子将自己盖得密
不透风。 过了很久很久，身边传来了妈妈均匀
的呼吸声，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
被子里的空气越来越少，闷得我有些难受。 我
想探出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又害怕只要一
探头，“埋伏已久”的野猫就立马来挠我。

被窝里越来越闷热了。 我紧紧攥着被角，
额头、手心不知不觉沁出了许多汗珠。 身上那
层厚重的被子似乎也越来越重了，压得我有些
喘不过气来。 突然，我敏锐地捕捉到床上传出
的“沙沙”的摩擦声。 是野猫来了吗？ 我猛地睁
大了眼睛，苍白的脸颊上满是惊恐，心脏疯狂
跳动。 我不禁将被子捂得更紧了，心惊胆战，瑟
瑟发抖。 寂静之中，床上又传来一阵轻微的声
音，细辨之下，才发觉是妈妈在睡梦中翻了个
身。

因为一只野猫，折腾了半夜，衣服都汗湿
了。 如今想起这件事仍会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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