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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过油菜花呐喊吗你听过油菜花呐喊吗
长沙市一中双语实验学校1803班 梁一凡

14

春日的阳光，透过云层，照射到他的

脸上。他的笑容中透露着阳光的气息，

灿烂地绽放着。

他是我的父亲，平日里总是工作繁

忙，下班回家倒头就睡。可没想到，这个

周末，与我似乎没什么交流的他竟约我

到河边放风筝。

路上，俩人没有任何话语，不过春日

的阳光却令人心醉：似酒，将万物浸在飘

飘然中；似香，让人暖绵绵的阳光！

河堤，我埋头支好风筝的支架。他

在一旁看着我，那深邃的眼睛如一潭深

深的水，充满着慈爱。他的唇动了动，仿

佛将要打破此时的尴尬与寂静，可却欲

言又止。我望了望他，满脸尽显无奈。

也许，他不适合与我谈话吧。我在

心中叹了叹气。吹来的风并没将风筝托

起，风筝一次次掉到地上。终究，他还是

我印象中的那样，木讷，一板一眼。

他见我无精打采，眉头一皱，接过我

递给他的风筝。“你能放上去吗？”我问。

“能！”回答声音不大，却十分坚定，“一定

能。”他撸起衣袖，牵引着风筝线，不停地

试着风向。我坐在长椅上，看着他肥胖

的身影来来回回地跑动着。

终于，风筝被风托到空中，如一只击

破长空的雄鹰。他的衣服汗得透湿，但

脸上却闪着异样的光芒，露出久违的微

笑。他竟迫不及待地朝我喊：“小瑜！

看，风筝放上去了。我就说可以的……”

他当时真像一个孩子，笑得那样灿烂、自

豪。

我惊呆了，眼角竟湿润起来。原来，

他并不是我心中的那般麻木、那般一丝

不苟，他也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他也是一

名愿为孩子放飞风筝的父亲。他将我招

呼过来，语重心长地说：“小瑜，爸爸口

笨，不会与你聊天。下次不要再让妈妈

转述了，你陪我聊聊，好吗……”

我的眼角再次被泪浸湿。我一直认

为他对我的生活漠不关心，其实他一直

都关注着我，渴望融入我的生活。我紧

紧拥抱住了他——我的父亲。就这样，

温暖的阳光，一直都在这俩父女身边旋

转。

每每想起父亲对我说的话，脑海里

便浮现出他灿烂的微笑。他发出的灿烂

光芒，守护着风筝似的我直入云霄。

指导老师：阳慧萍

信念是有力量的。

美国纽约州州长罗尔斯小的时候并

不怎么受老师欢迎。他有许多不良习惯，

出口成脏、打架、逃课。刚上任的老师奥

里森煞费苦心地劝说却不见成效。于是，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因为当地人

比较迷信，他便给每个孩子看手相，对每

个孩子说了他们以后的命运。当看到罗

尔斯的手相时，他说罗尔斯以后是一名州

长。罗尔斯十分诧异，从那以后，他改掉

了许多缺点，因为在他心里，好州长是这

样的。当州长的信念从未停止，他时刻以

一名好州长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最终，

他成为了纽约州第一位黑人州长。

在我的人生之路上，也有一次经历，让

我深深体会到信念的力量。小学五年级

时，学校举行班级演讲比赛，我有幸被选中

参赛。虽然平常觉得自己的口才还不错，

可是真正上台前我还是很紧张的。毕竟有

200多人参加比赛，观众更多。我看到站在

身边的同桌一点也不紧张，便问他原因，他

淡定地说：“怕什么，演讲词我早就背得滚

瓜烂熟了，只等上台演讲。”特别自信！我

想了想，我也早就背熟了演讲词，而且连动

作、手势都记得清清楚楚，更何况我还参加

过小主持人的训练，我也不怕。于是我在

心里不停地鼓励自己，终于平静了心情，顺

利地完成了演讲。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罗尔斯说过：

“信念是不值钱的，但你一直坚持下去，

它就会迅速升值。”在这个世界上，任何

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信念，成功的人，最初

都是从一个坚定的信念开始的。

相信自己，你一定行！

指导老师：黄云芳

他顶着一个俏皮

的学生头，乌黑的头发

下一双丹凤三角眼，两

弯柳叶吊俏眉，嘴薄而

红润。他——我们有

趣可爱的老师阿史。

远处，飘来了一个

灵活的胖哥哥，飘着飘

着，他飘进了我们的教

室。“大家好，我是你们

的地理老师，我姓史，叫史博城。”

说着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

三个字。

这时，一个带着匿笑味道的声

音响道：“老师，你怎么不去教历

史？”阿史笑了一下说：“谁说姓史

就非要教历史的？”全班同学笑得

东倒西歪，我逐步刷新了对老师的

认知。

阿史两手叉腰，脸气得通红，

胀鼓鼓的。他拖长了声音，慢悠悠

却气势十足地说：“我——在隔壁

班就听见——你们班的吵闹声，这

——是怎么回事？”边说边踏着猫

步走了过来。

我们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低着

头看着书。说罢，他又像跳舞一

般，在教室里飘过来飘过去，还带

起一阵冷风。

阿史也是一个爱讲题外话的

老师，而代号“马桶”的同学就负责

将话题聊得更开。这不，又来了，

地理老师说：“我以前学过心理学，

所以请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招。”“马

桶”同学上线：“老师，那你和王老

师是怎么回事？”全班的笑声冲破

了屋顶，老师笑了一下：“也没什

么，就是兄弟。”全班不以为然地怪

叫道：“咦——”，于是，全班同学就

学着王老师叫他阿史了。

阿史，有趣可爱，改变我们平

淡无奇的学习生活。

指导老师：伍卉

生命实在是太大太大的一个词汇，里

头包含着多少细琐的泪呢？有新生的喜

悦的泪，有逝去的苦涩的泪，混在一起，构

成所谓“生命”的集合。

姑姑的逝去让我惊讶，我不禁感慨人

的生命竟是那样的脆弱，不论你有多爱那

个曾经饱满的生命，也只能看着她一天天

消瘦，最终无奈地离去。

那样脆弱，生命有什么意义呢？连用

“爱”这样博大的情感都挽留不住，我害怕

去思考。

我一个人回到老家看油菜花，眼前这

片花田开得热烈。两年前，我和姑姑一块

看，如今只有我。触景生情，我眼眶湿润

起来，泪珠被花瓣映成金色。

忽然，我听见一阵响动。赶紧拭了眼

泪抬头看。一个背着一筐柴的男孩子从

田埂上跳下，朝我走来。

大概是在山里遇见了同龄人的缘故，

他很高兴，不住地向我挥着手。我只木木

地望着他，等他来到我面前，我才开口问：

“你是谁？”

他张了张嘴，用手指了指嘴巴，摆了

摆手，示意我他不能说话。

这个兴高采烈的男孩，居然是个哑

巴。这个生来就有着残缺的生命的男孩，

又居然这么快乐！

他指指我，指指花田，张开双臂，眯起

眼睛，然后做了一个听声音的动作，接着

示意我也这样做。

我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地听，耳边只

有呼呼的风声和鸟叫声。

他戳戳我，指了一朵最灿烂的油菜

花，把手围成喇叭状，夸张地喊起来——

但没发出一点声音，然后，他咧嘴笑了。

明明没有听见过一句话、一个词语，

但我分明听见他问我：“你听过油菜花的

呐喊吗？像这样。”

我看着眼前阳光下灿烂的花田，每一

朵花都尽力地开放着，明亮的嫩黄花瓣在

蓝得通透的天空中折射出一道道金光。

风刮过的时候，我分明听见一阵喧闹的、

生机勃勃的花瓣摇曳的声音，碧绿的枝叶

留下一道道绿影。哑巴男孩笑了，露出一

口白牙。

我听见了油菜花的呐喊，我听见了生

命的声音！

我也笑了，学他喊着，我俩在喧闹的

花田里喊着。

油菜花是生命，他是生命，我也是生

命；油菜花在呐喊，他在呐喊，我为什么不

呐喊？

生命从来不脆弱，生命能痛快地喊出

声来，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我不再害怕思

考生命。

我总算明白，我们都有热热烈烈的生

命，只要头顶着蓝天，脚下是泥土，生命就

应该像油菜花那样，痛痛快快地呐喊，我

们也要灿灿烂烂地活着。

指导老师：石翠芬

初中生活，说长

不长说短不短，但却

决定着对前途命运的

抉择。可是八年级的

我却被外界乱了心

神，学弟学妹们在操

场上响起的笑声，篮

球入框的胜利与欢呼

声让我渐渐迷失了自

我，而生地的第一次

模考也给了我当头一

棒。考场上我似游戏

人间般草草了事地答

完了试卷，心思便神

游到不知名的远方去

了。

几天后，成绩一出，拿到试

卷，满眼都是刺目的鲜红，不仅刺

痛了我的眼，更刺痛了我的心，我

浑浑噩噩地望着窗外，窗外正下

着瓢泼大雨，我气愤地埋怨，这雨

难道是在为我的失败伴奏？天真

是不遂人愿啊！

因为这次的失败，我变得努

力起来，以前枯燥烦闷的习题，我

耐心地解着，从前的课间喧闹变

得与我无关，连朋友也发现了我

的不对，“你咋了啊？这么努力”，

我只是笑笑。

考场上，我不似从前，认真书

写下每一个字，每一分每一秒，我

都不敢懈怠，因为我知道，我所写

的，并不是单纯的汉字，而是我未

来快意人生的向往，我必须认真。

也许是真的努力了，也许是

老天很仁慈，成绩出来的时候，鲜

红的叉叉变成了鲜红的勾勾。窗

外，太阳耀眼地挂在天空，似乎是

在对我咧嘴笑，我忍俊不禁，莞尔

一笑。

风雨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挫败

与凛冽，还有风雨过后的一片明

媚。“润物细无声”它们也许只是

在滋润万物的同时，又对万物实

施了一场“考试”，让它们学会如

何坚强与成长！

星辰因天空而璀璨，鲜花因

绿叶而娇美，海洋因河流而汇

聚。所以，不经历风雨，如何能看

见彩虹？风雨“有声”亦“无声”。

指导老师：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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