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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跳舞、看书

理想：当明星

□ 韦良秀

“新买的书就被你弄成这样！ ”正在冷饮厅

的我，突然听到这样一声斥责。转头一看，一位

母正将目光狠狠地投向坐在她对面的女儿，手

里还敲打着那本被女儿撕坏了一角的新书。

女孩低着头，沉默不语。 母亲似乎还没有

达到自己的教育目的，又进一步说道：“下次什

么东西也不给你买了！ ”孩子咬着嘴唇，边擦眼

泪边说：“妈妈，你别生气了。 我以后再也不把

书弄破了。 ”就在母女两人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只听孩子进一步确认：“妈妈，你还生气吗？ ”母

亲并没有回应。 看着那个女孩的身影，我不禁

浮起一丝担忧，孩子那颗悬着的心，不知何时

才能落下。

我并没有责怪那位母亲的意思。 相反，我

非常理解她的苦衷———孩子犯了错误，作为家

长如果轻易原谅，自己以后在孩子心目中的威

严便可能逐步递减。 回忆起自己对儿子的教育

经历，我何尝不是像刚才那位母亲一样。 但就

在昨天，我和儿子在床上做游戏时，不小心把

儿子踢到了地上。 我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妈

妈不是有意的。 ”但脸上还挂着泪珠的儿子竟

然说了一句：“妈妈，我已经原谅你了。 ”我还没

回过神来，小家伙又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

不了的话：“妈妈， 就在你把我踢下去的时候，

我就已经原谅你啦！ ”

仔细想来，作为家长，我犯了一个多么严

重的错误， 可是儿子却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

思。 但是，每次面对儿子的错误，为什么我总是

不依不饶呢？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不管孩子以

后犯了什么错误，首先我要向他明确表示：“妈

妈不会责怪你。 ”因为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家

长的威严与教育，绝不会和宽容与谅解发生冲

突。

孩子的度量

家教

管窥

少年

心事

益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赵诗雅

校 门

那道校门本该被时光埋葬， 然而与

她相伴的影像、声音、湿湿淡淡的衣香总

让它在我心中一次又一次复活。

其实， 在任何人眼中我和鹤都不曾

是挚友。 鹤很出众，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

在。 高挑白皙五官精致的她成绩优异，是

老师的宠儿， 却也因此受到女同学们的

议论。 她完美地周旋， 得体地与他人交

谈、 微笑———尽管这是他人口中的做作

和心机，但我依然仰慕着她。

学校的升学率很高， 然而老旧的设

备与此很不相称。 校门窄且低矮，朱红的

油漆脱落了不少， 镀上霞光和残阳的它

别具温和古旧的韵味。 每当我走在通向

校门的坡道上，都会有难以言说的心境。

寂寞有多长，这条坡道就有多长。 我

总是一个人走在上学的路上，鹤也一样。

好几次她竟然用那种寂寞又殷切的眼神

望着我，仿佛对我说：“一起走吧。 ”鹤到

底是个怎样的人？ 我想我从不曾真正了

解她。 一遍又一遍描绘着她的形态，总有

些地方是模糊的，散碎的，永远无法连成

整体。 但即便如此，我仍愿意与她同行。

我们开心地聊着学校、颜色、音乐，鹤总

能洞穿我的一切， 可我们的交情似乎只

到校门为止，在校园里，我们仍是互不相

干的两个人。

又窄又小的校门在我眼里开始变得

可怕可恨。 我变得沉默，即使与鹤同行，

也摆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了？”她

关切地问，很担心的样子。 我突然歇斯底

里起来， 哽咽地把我对她的看法和幼稚

的情绪全都倒了出来。 鹤认真严肃地听

着， 她并没有像我料想的那样说几句辩

解的话，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背脊，牵住

我的手，走进了校门。

也许我一生也做不到那么坦率了。

当我们共同迈出校门之后，我回望它，一

点一滴都令人怀念而感伤。

（指导老师 钟飞）

衡阳市成章实验小学六（一）班 肖凯文

猫妈妈

去年秋天的晚上， 我家的后院里经常传

来猫叫声，我既害怕又好奇，到后院一看，发

现一个废纸盒里竟躺着三只小猫。 它们身上

毛绒绒的， 黑白相间， 两只眼睛都还没有睁

开。

这些小猫是从哪里来的？ 我正疑惑不解

时， 突然看见院墙上一只流浪的大花猫死死

地盯着我， 好像在说：“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

小宝宝啊！ ”爸爸告诉我，猫妈妈为了孩子们

健康成长，天天给它们喂奶，可是小猫们吃不

饱，每天“喵喵”地叫，猫妈妈实在没办法了，

只好拼命地抓我们家的门窗， 想到我们家来

找一点食物给孩子们吃。

为了帮助猫妈妈， 爸爸一大清早特意到

菜市场买了一条鱼，妈妈把鱼剁成小块，放在

纸盒子里面，好让猫妈妈和猫宝宝美餐一顿。

可是傍晚，妈妈却发现小猫不见了，她四处寻

找， 才发现小猫们被转移到了另一个隐蔽的

纸盒里。

妈妈把那个纸盒移到阳光明媚的地方，

想让猫宝宝出来晒太阳。可这一幕被猫妈妈

看见了，它以为我们会伤害它的孩子，站在

高高的院墙上，弓着腰咧着嘴像要扑过来似

的……

那天晚上，小猫依旧叫个不停，我站起来

看看窗外， 只见猫妈妈用嘴叼住一只小猫的

背爬上了院墙，它的身子很瘦弱，走路一摇一

晃，将小猫安顿好后，它又吃力地翻墙进来叼

走了剩下的两只……

当我看到这一幕，心里难过极了！天气预

报说，这几天会下暴雨，不知道小猫们能否躲

过这场暴雨？它们的新家又会在哪里呢？但愿

老天爷保佑它们母子平安……

小荷

尖尖

上官弘健是个挺安静的男孩，眼睛

里带着淡淡的忧郁。 这或许与他爱好艺

术有关。 他已经吹了七八年竹笛，并连

续三年获得桃源县和常德市“三独”比赛

一等奖。

弘健就读于桃源市文昌中学初三年

级（91）班，同学们都喜欢叫他“首席”，因

为他经常邀上一群乐团朋友合奏，比谁

的乐声更有感染力，而他的笛声总是那

样独特，充满激情，令人感动。

弘健说，之所以学习竹笛是受父亲

的影响。 小时侯，每当悦耳的笛声响起，

他就会侧耳倾听，陶醉在美妙的笛声中。

小学六年级时，父母将弘健送到音乐培

训班， 开始系统学习各种曲谱和技法。

为了练好曲子，小弘健经常吹得手麻嘴

疼，但他毫不退缩。“我觉得吹笛子是一

种享受，一吹就没完没了，有时嘴疼得都

说不出话来，也不休息。 ”

吹竹笛看似容易，但要想吹出美妙

的曲子，弘健可没少下苦功。 吹笛子对

肺活量要求很高，一般人连续吹一分钟

就会感觉胸闷头晕。 刚开始训练时，弘

健经常吹到满脸通红，头晕目眩。 他每

天坚持快跑上下学，到学校后还要先绕

教学楼跑三圈才进教室。 现在他不换气

连续吹一个音也能持续三四分钟， 而且

还学会了循环换气。

吹笛需要激情。 弘健经常会通过看

一些感人的故事与电影来培养情感。 每

次碰到一首新曲子他都会先试着去理解

曲子背后的故事，先感动自己。“好笛声

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你的听众哭出来。”

弘健说， 现在自己早已习惯性地将这种

最感人的情感埋在心里， 吹奏时再将感

情释放出来，这样就能真情流露。

“为了吹笛， 我还做了不少疯狂事

呢。 ”弘健笑着说。 他经常跑到父亲的单

位吹笛给叔叔阿姨们听， 再听取他们的

意见。 他也曾跟随一起学笛子的大师兄

到桃源最热闹的广场锻炼胆量， 结果引

来不少围观者，“有人以为我们是卖艺

的，还给我们钱呢。 ”就这样练习了几个

星期， 比赛时弘健面对观众和评委再不

会慌张了。

“吹笛磨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的性

格变得更加坚定，能真正沉下心，安静下

来。 ”采访结束时，弘健说吹笛让自己成

熟了，上课不再胡思乱想，课后不再到处

捣蛋， 而且有了清晰的目标———考上中

央音乐学院，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吹出

更多感动人的曲子。

“首席”上官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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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伟丹

儿子上六年级，成绩优秀，体格强壮，最

爱打篮球、玩电脑和看书。

每天儿子一做完功课， 就去篮球场，到

天黑才回家。 我和丈夫等他回家才能吃晚

饭，有时等得饭菜都凉了。于是，我们和他约

定，每天下午最多打半个小时篮球，但他却

不同意，说至少要打 40 分钟。

一天吃饭时，他对我说：“妈妈，幸亏我

喜欢打篮球，你看我个子比同龄人高，身体

比同龄人壮实， 打球水平也比同龄人要好。

隔壁彭希杰感冒了就会头痛、呕吐，我一般

不会感冒。上次在学校打篮球，我跳得最高，

我投进的球最多。 ”我听了，脸上露出了笑

容，心想：让儿子有他自己的爱好吧。

每个周末儿子都要玩电脑，为保护他的

视力，防止上瘾，我规定他双休日每天只能

玩 1 个小时。 他现在会上网查找资料，还经

常帮我发送邮件，打印文章。 我想网络并不

全是洪水猛兽， 孩子懂点网络知识也好，与

时俱进。

儿子晚上睡觉前， 都要在床上坐着看

书，可他爸却总是催他睡觉，我劝他爸：“喜

欢看书是好事，就怕他不爱看书，只要是看

健康的书就行，让他看吧。 ”现在，他的作文

写得比较好，有时甚至讲出一些出人意料的

道理和典故。

儿子的这些成长经历告诉我，做家长的

应该给孩子一些自由空间，让他有自己的业

余爱好和特长，这样孩子才能快乐成长。

双峰县印塘中心学校 张促

留一点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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