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实力与魅力完美融为一体，

将会以令人无可抵御的风华姿态

汇聚所有目光。 然而，成大器者应

不以惊叹自封， 更不为巅峰止步。

对人而言，这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

界，而对于笔记本产品，则意味着

全面的挑战与变革。 变革需要勇

气，挑战需要实力，以凌厉的高调

姿态显示其超然的地位。

近日，联想 ThinkPad� Edge 精

锐版正式在中国市场重装亮相。 这

款专为高端商务个人用户倾心打造的

旗舰型商务笔记本， 不仅传承了

ThinkPad 家族产品一贯的高品质和稳

定性，同时在外观设计和应用体验方面

实现了全新突破，为高端商务个人用户

带来非凡的应用体验，助力他们驾驭思

考，成就全新自我。

ThinkPad� Edge 精锐

版首次采用无界金刚屏以

及镀铬的边框设计，配备具有细腻触感的磨砂质地外壳，在

融入时尚气息的同时， 更搭载了全新的第二代英特尔酷睿

处理器，以及 APS 硬盘保护、生物指纹识别技术、防泼溅键

盘等 ThinkPad经典的核心技术，为用户提供 ThinkPad 家族

始终如一的高品质及可靠性。

□ 孔雀

“我小时候，特不爱刷牙。 我妈天天晚上拿着牙

刷追着我刷牙，我围着沙发满屋子跑，嘻嘻嘻……”

“我小时候不爱吃菠菜，可我妈老是逼着我吃。 有一

次吃饭时我趁他们不注意， 把妈妈夹给我的菠菜偷

偷装进了衣服的小口袋里。等过两天妈妈洗衣服时，

一翻口袋，竟翻出一个菠菜团，呵呵呵……”

说起小时候与父母的斗智斗勇， 几个现如今都

30多岁的朋友满脸的快乐。 当初父母是如何的火冒

三丈，只成了回忆中的点缀，甚至觉得父母当时没有

必要那么大动肝火啊，害得自己还担惊受怕的。因为

长大了，自然就知道每天要刷牙的道理；就是这辈子

不吃菠菜， 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衣服弄脏

了，就是多洗一次嘛，何必管得那么死，什么都不许

干。

那么，轮到我们自己养小孩时，我们是否真能做

到不动那些不必要的肝火呢？ 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

对待小朋友五花八门的成长问题呢？ 是不是还会懊

恼地认为孩子就是和自己对着干呢？ 那就多想想自

己小时候吧， 想想自己的苦恼和与父母的武斗与智

斗，也许就能理解小朋友的很多行为了。 其实，还是

那句可以一语惊醒糊涂人的至理明言：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不妨在被宝宝气得肺快炸了或者沮丧到抑郁的

时候，想想自己的小时候，也许你目前最担心的发生

在宝宝身上的问题也曾出现在你的童年中， 也许你

也是屡教不改，直到现在，而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影响

你以后人生的美好。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长舒一口

气， 不要再逼宝宝了， 因为当你像宝宝那么大的时

候，也不喜欢听到父母的斥责，并且父母当初的斥责

确实让你的性格里有了一些悲观的情绪，所以，由己

推宝，学会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宝吧！

琴棋书

画我可是样样都

爱！

余娅�摄

许敏之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绿洲小学四年级

爱好：书法、画画

金色

年华

己曾不欲 勿施于儿

少年

心事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初一 1012 班 旷恺琳

渴望爸爸的一小时

夜深人静时， 总喜欢来到窗

边，仰望星空，那深邃迷人的诱惑，

看不清，猜不透，却是我心里最美

丽的一道风景……

那些日子， 还铭刻在我心

上———春的温馨，夏的奔放，秋的

清新，冬的深沉。 成长的风儿总能

不经意地吹来， 抚去我的稚嫩，抹

去你的溺爱，却始终消不去我们的

记忆……

现在的你， 比以前更忙碌了。

看着你为工作奔波劳累、无奈发愁

的样子， 我多恨自己不能为您分

忧，您是否也明白女儿的心呢？

妈妈告诉我，每天晚上你都要

坐在办公室批改文件， 但不管多

忙，你都会看看手机，盼着家里的

“小笨蛋”来电。

是啊，有多长时间，我没有拨

打您的电话了？ 不曾忘记，我们以

前快乐的时光， 还有您的谆谆教

诲。 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对您呼

喊，回到过去可好？

昔日情景重现： 明亮的灯光

下，我正寒窗苦读，站在一旁的

您指导着我写作，是那样温馨难

忘……爸爸， 女儿不贪心， 只渴

望您的一小时！

祁阳大忠桥中心学校 97班 罗志辉

蛙 鸣

记忆里， 总有这样一幅画面，

挥之不去———

夜深了，皎洁的月光拨开夜空

的薄雾，映在静谧的田野上。 大地

在柔和的月夜中静静地酣睡。一两

个矫健的身影跃过水面，在荷叶上

唱起交响曲。 它们是夜晚的歌唱

家，清脆婉转的声音，响彻了整个

夜空。

它们的歌声，充满了喜悦和希

望，叮叮咚咚的音符，躲在硕果累

累的树枝上，藏在了弯着腰的穗谷

里，那音符溢出了田野，蔓延到了

一切。 跟着蛙声，夜风变得轻柔起

来，亭亭玉立的花儿随着轻风欢快

地跳着、唱着，自然界中一个个可

爱的生命被这歌声绘上了绿色，在

一簇簇绿叶中跃动着。纤纤的细草

也在乐声中成了青黛色的中国画，

那浓郁的墨绿是流动的颜料，点缀

着千姿百态的世界。

如今，大自然的歌唱家却再也不

能唱出曾经熟悉悦耳的歌声了。妈妈

说这是因为人们捕杀大量青蛙、使用

农药、抢占它们家园的缘故。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生

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多希望能再次

听见青蛙唱响的那一首希望之歌。

（指导老师 倪鸿飞）

小荷

尖尖

刚进高中的第一个周末，刘茜雅拉着严冰说，我

想参加学校的女子合唱团， 你也一起来参加吧。 宿

舍 8 个人，歌唱得都不错，刘茜雅打算一一鼓动。 不

等刘茜雅说完，严冰赶紧拒绝。 合唱团？ 开玩笑，这

多耽误时间啊，听说高中学习十分紧张，要是影响了

成绩，老妈饶不了自己。

不料第二天课间， 广播里传来团委负责人的声

音， 通知严冰等人来活动中心报到。 一头雾水的严

冰如约而至，她惊奇地发现，校级合唱团约 120 多名

同学，而自己寝室的 8 名同学竟然全部榜上有名。原

来，刘茜雅帮大家全报了名。

不想加入也不行了， 严冰就这样成了校合唱团

的一员。 在老师的带领下， 合唱团的成员们变得无

比忙碌。 像刘茜雅这样学过声乐又热爱唱歌的还

好，严冰这样的“野路子”可就苦了，为了不拖队伍

后腿， 她们硬是坚持每天六点就到音乐室去练声。

当然，拉她们“上船”的刘茜雅也责无旁贷，她尽职

尽责地充当起了教练的角色。 慢慢地， 两年的时光

就在她们咬牙坚持的过程中熬了过来。“因为害怕

被淘汰，只能催着自己努力。 ”

女孩们的努力显而易见， 校合唱队的风头日渐

高涨。 先是在学校文化节中大放异彩， 接着便开始

受邀参加县里的各种文艺表演。 有一次演出， 女孩

们每人分得了 50 元奖金。 跑回宿舍，拿着这笔“巨

款”，大家兴奋得不得了。 贪吃的苏苏建议合起伙来

大吃一顿，节俭的帅儿想积攒起来买个 MP3，严冰

则想买个台灯装在床头……向来活泼的刘茜雅听大

家七嘴八舌了半天，才插进来说：“这钱我们每人买

份礼物，寄回家给妈妈吧。 ”她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

赞同。

校园合唱团风光无限， 而刘茜雅和严冰住的寝

室也跟着沾了光，成了名寝室。 虽然八个人个性、爱

好不尽相同，偶尔也会遇上意见分歧的时候，但总能

在最后达成和解。 因为有了合唱团， 有了一个共同

努力的集体，所有的纠纷似乎都能烟消云散。

高中生活，跟着合唱团，变得健康而积极。 也因

有了这样健康而积极的生活， 合唱团里百余颗稚嫩

而青涩的少女心，也在旋律激昂的歌声里，各自褪去

青涩，慢慢走向成熟。

徜 徉 于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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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凭

父子

之间

我出生在农村，打小就没坐过车。 在我的记忆

里， 是那弯曲的脊背背我走过了大山的每个角落，

直到离开大山。

还记得那个大雨滂沱的晚上，“难……受……”

午夜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嘀哒的雨声中显得更加微

弱，但父亲的听力似乎出奇的好。“娃，咋了？ ”父亲

的声音有些急促，他用宽厚的大手把我抱起，还没

来得及穿鞋，就熟练地拿了雨伞往外跑。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了父亲那极有节奏的脚步

声，就像军人一样，强劲有力，一步步奔向目的地。

但不同的是爸没有挺起胸膛，他被一个孩子压弯了

脊梁。 我把手慢慢移向父亲的胸口，砰砰的心跳声

似乎已超出了大山里的一切，我感觉有一种巨大的

力量在这儿释放，我想那就是父爱吧。

背上的我越来越重，爸的脊梁也越来越低。 终

于他的脊梁弯了，成了佝偻的背，再也背不起重重

的我。

那是大二的寒假，天飘着鹅毛大雪，病了好几

个月的爸在烤火，一不小心就栽在了火坑里。 我背

着他走在那条熟悉的山路上，然而那熟悉的佝偻的

背却已经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感觉自己的胸膛挺

得很直，背上的父亲却越来越轻，似乎变成了一片

雪花飞走了，融化在这熟悉的山路里。

今天在公交车上，我又看到了那熟悉的佝偻的

背。

“好恶心啦，知道孩子晕车也不注意一点！ ”周

围的人议论纷纷，捂着鼻子直往车子后面挤，只有

我站在那儿，一直没动。那位父亲一边说着对不起，

一边扫着那一堆呕吐的东西，弯着腰。

顿时我的鼻子一酸，不同的父亲，却用同样的

姿势，诠释着相同的爱。

中南大学 郭超群

父爱的姿势

家有

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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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溆浦一中合唱团的故事

ThinkPad� Edge精锐版 E220s/E420s

———大成者的精锐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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