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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 望 长 大

我是个成绩很不错的农村女孩，

但我不渴望上高中，不渴望考大学，只

渴望快快长大。长大了去打工赚钱，把

我家那快塌的房屋修一修， 把爸爸的

腰痛病治好，把妹妹送进学堂。

我家很贫困， 但父母的爱让我觉

得很幸福。我写作业时，他们几乎没有

看过电视；我胃口不好，他们总想办法

给我弄点好吃的；我不开心时，他们会

千方百计地逗我笑。是啊，父母爱我胜

过爱他们自己。

每到夏日， 是爸爸妈妈最忙最辛

苦的时候。 毒辣的太阳烤得大地直

冒烟，他们却还在田里劳动着。 我

只能蹲在门前，手托着下巴，默默

地看着爸爸妈妈忙碌的身影。 突

然， 正在挑谷的爸爸左腿一软，右

腿随着跪了下去。 我看见了，心就

像被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赶忙跑

到爸爸跟前。只见他脸上淌着豆

大的汗珠，嘴唇紧紧地咬着。 我

知道他的腰痛病又犯了。我苦苦

哀求，要求帮他挑，但爸爸用严

厉的目光制止了我。“那我帮您

抱。 ”我仍不灰心。“不行，快

回屋去！ ”爸爸厉声吼道。 我

失望极了。 为什么我不能帮

爸爸？原因是我没长大。我又

要求去帮妈妈割稻谷， 妈妈

抚摸着我的头， 慈爱地说 :�

“乖， 你割不好， 进屋去

吧。 ”我只好回家。 此时，

我恨不得化作一朵云，为

爸妈遮挡那毒辣的阳光。

家里太穷了，供不起

我和妹妹同时读书。不

久前， 爸爸狠了狠心，

要妹妹退学了。我分明

看到了爸爸脸上的无

奈，看到了妹妹眼里噙

着的泪花， 看到了

妈妈红红的眼眶，

我的心碎了。 这一

切都是为了我啊！

而我却不能给这一

贫如洗的家做点什

么。

我渴望长大！

科教新报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111@163.com

编辑：姚瑶 版式：夏艳辉

2011 年 8 月 3 日 星期三

成长

/A7

儿子小时候，什么时间理发，都是我

说了算。 那时他一直理个小平头，直到有

一次我给他五元钱让他去理发，他委屈地

说：“给我十元吧，我要换个发型，同学都

笑话我，说我的头发太难看。 ”我才明白，

儿子爱美了。

我笑着问他想剪个什么样，他不耐烦

地说：“您就别管了， 我想弄成我想要的，

您同意学校还不让呢。 ”

一个多小时后，儿子回来了，他在我

面前秀了秀他的秀发，告诉我这是现在最

流行的“毛儿寸”。 我仔细一看，用词还挺

形象的，比平头稍长一点点，看上去毛毛

糙糙的。

说实话挺好看的，时尚了不少。 不过

一到假期，儿子的发型就变了，任头发长

到遮住了眼也不肯剪。 你说他，他就把前

额的头发用手捋一下， 再白上你一眼，每

次为了理发的事，家里气氛总是搞得很紧

张。 中考完的日子里，儿子居然把头发染

成了红颜色，活像一只火鸡。

和朋友就此事交流时，朋友说男孩的

叛逆是从头发开始的，随他好了，等上了

高中，自有学校规矩他。我释然，想起自己

初中的时候，不也是把个马尾辫梳来梳去

的，慑于学校的管理，才没搞出大动静。

其实不论男孩女孩，在学校里每天都

穿着同样校服， 能体现出个性的地方，也

只有头发了，不在头发上动动脑筋，岂不

是显得太平庸。 只要他的心没有迷失方

向，表面的叛逆也是一种成长的表现。

三年的高中生涯，紧张的学习容不得

儿子有片刻的喘息，头发，也早已恢复到

平头的时代。在我刚刚觉得孩子成熟了的

时候， 还没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手，

儿子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头发烫卷

了。

我第一次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真正

长大，不再拿头发做文章，是需要一点时

间的。 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人在成长的过

程里， 如果缺少了这些任意而为的之作，

或许也是一种遗憾吧。

□ 青衫

斗“发 ”

余娅�摄

高港军

宁乡县玉潭中学初二 091班

爱好：读书、听歌、看电视

金色

年华

我希望

能像比尔·盖

茨一样，挣很多

钱，让爸爸妈

妈过上幸福

的日子。

女儿六岁时，我把她送去学舞蹈。 开头那

几周，女儿兴致很高，每天回来都表演给我看，

还按老师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完成家庭练习。

可有一天放学后，女儿看动画片看得不愿

意挪窝。 我催她去练习，她慢腾腾地挪到我身

边，问：“妈妈，我是不是很浪费你的钱啊？学舞

蹈要那么多钱，还是不去学了，把钱存起来买

房子吧。”我笑了，这小人儿心里肯定有其它的

想法。问她许久，她终于道出了实

情：学舞蹈太累，不想

学了。

我跟舞

蹈学校的老师说了女儿的想法，老师说一般的

孩子都有这个过程，当学习舞蹈的新鲜感过去

后，每天重复的练习，会让孩子产生倦怠。家长

这时不要着急，慢慢引导就是。 每天下午的练

功时间，妈妈可以陪着孩子练，协助她把动作

做规范。这样，孩子就好像是在跟妈妈做游戏，

平时多鼓励孩子，孩子学习舞蹈的兴趣就会提

高。

我觉得老师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安排好了

时间，下午陪女儿练舞。 女儿压腿、劈叉、滚西

瓜……腰肢柔软、动作轻盈。 我在一旁拍手叫

好，女儿兴致勃勃地练着，还指点我跟她一起

练：“绷脚外开，身子朝前，两手轻轻撑地……”

勉勉强强地，我劈下腿去了，可动作总不

能达到女儿的要求。 女儿说：“算

了， 第一次能这样就不

错了， 每天练练，

总会有

进步的！ ”她可真神气啊，一副小老师的模样。

前不久的六一儿童节， 女儿要表演独舞

《小燕子》。每天回来，都放音乐拉我一起跳。合

着音乐的节拍，我跟着女儿一起蹦蹦跳跳。 老

公听到音乐，伸进脑袋来一看：“哟，老燕子和

小燕子都飞到我家来了啊！”女儿快嘴地答道：

“我和妈妈就是一对双飞燕！ ”

自从陪女儿双飞后，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好

多了，女儿也没再说学舞蹈很累很苦。 她信心

满满地上好每节舞蹈课， 回家练习也从不间

断。 即使有时摔了跤，忍不住掉下两颗泪豆豆

来，可她擦干后又继续练。

苦也好，累也好，只要有恒心，坚持下去，

我相信女儿会像燕子一样越飞越高。

我是文森特·梵高。

很多人都说， 我是一个只醉心自己世

界的疯子。 的确，我言语少得可怜，行为脱

离逻辑，成天沉浸在创作的幻象里。 除了作

画，生活中没有一件事不令我窘迫。 我没有工作，

只有提奥自始至终不曾抛下我。 简陋的居室内，

横七竖八地堆着我的画板与画卷。 我不在乎物质

的贫困，在我眼里，画是我的生命，我生来就只为

作画而存在。

我最爱画的是向日葵， 它是我的心脏和灵

魂。 一笔一笔地画着它，仿佛要跳脱出来一般，鲜

明的颜料尽情地调和着，犹如钢琴协奏曲。 在奥

维尔，我找到了最灿烂的向日葵。 平原上，一大片

金黄的向日葵夺目地开着，浓烈而耀眼的颜色令

人心弦激荡，我决心画出一幅最完美的画。 我把

颜料挤在调色盘上，拿起画笔，把所有的热量都

融在画里。 向日葵迎着阳光生长，生命的张力体

现在画的每一根线条上。

然而，我并不满意，金黄的向日葵固然耀眼，

但表达不出我想要的那种璀璨绚烂。 我躺在向日

葵中，看着它们迎着太阳徐徐招展，感受着它们

的色彩和瑰丽。 一瞬间，我突然想到用我的鲜血

来染红画中的向日葵，这样火红的向日葵才是最

辉煌的。 而我，则用我的生命追求最完美的画的

境界。 我掏出枪，对准自己的头部，迷蒙中，只看

到鲜红的颜料注进画中，成就了最炽热最耀眼的

向日葵……

我这一生，都在作画，都在追求作画时自得

的心境，如同向日葵追求阳光般不悔不怠。 如果

有一天，你来到奥维尔，看到一株火红的向日葵，

那就是我———文森特·梵高。

2011 年 7 月 18 日，联想集团以“微公

益 做不凡”为主题启动了微公益大赛。 从

即日起到 2011 年 9 月初，联想将通过微博

平台面向全国青年公开征集微公益行动，

公益领域聚焦在缩小数字鸿沟、环保、教育

和社区发展。 优秀选手将获得联想提供的

公益培训、知名公益组织实习、公益资金、

志愿服务等关键支持。 公众可登陆活动官

网 www.lenovo.com.cn/csr报名参赛。

本届大赛由联想集团发起， 教育

部高校学生司担任指导单位， 中国扶

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北京光华

慈善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VSO

（英国海外志愿者服务社）、 网络希望

（Net� Hope）等国内外公益组织担任协

办机构。

活动从 2011 年 7 月 18 日持

续到 2011 年 9 月初， 分为微公益

征集、集训、实践、成果展示暨颁奖

典礼等阶段。 其中，7 月 18 日到 8

月 8日为微公益征集阶段。参赛者

可通过新浪微博账号发送“# 微公

益 #� +� # 项目名称 #� + 微公益行动”报

名。活动组委会将根据专家评审团意见，以

及网友对选手微公益行动的评论和转发量

进行综合评审。

联想将为优秀的选手提供全方位的关

键支持。 联想将为最终胜出的“微公益之

星”每人将获得 3~10 万的公益资金，全国

20 强 每 人 将 获 得 一 套 “乐 Pad+ 乐

PhoneS1+ideapad� Y470”的公益伙伴组合。

此外， 联想还将为优秀团队提供进入联想

工作或实习的机会。在专业培训方面，联想

邀请了多位商界领袖、 媒体精英和公益专

家，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导师团，为优秀选手

提供专业指导。

微公益 做不凡

联想启动微公益大赛

倡导微公益理念 支持草根公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