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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面不寒杨柳风。是的，如清泉鸣涧，

透着清新，如山花映日，洋溢快乐，如凤竹萧

萧，盛满思情，春风总教人舒爽、惬意和眷

念。

她真是一位高明的画师，随性但不随

意，在精心调制好颜料之后，便展开发黄的

画纸，开始了天才的创作：那草儿只微微点

缀，便呈现出“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淡然；那

柳叶须得清浅，鹅黄最衬“绽黄摇绿嫩参差”

的初萌；那山林必得浓墨，才能彰显出“青山

横北郭”的厚重。倘若只有绿意，绝算不上

生动。于是，她又轻悄悄地拨开了百花的艳丽，使广

袤无垠的绿锦上增添了万紫千红的灿烂；她再笑吟吟

地点醒了沉睡的清泉，将浪花串联成翡翠项链，缠绕

在群山的玉颈上。这时，黄鹂的歌声也随之在山谷间

荡漾开来……她以清新画笔，描绘出一幅如画美景。

她本是一个稚气的孩子，好奇而又调皮。一会儿

越过河岸，伴舞垂柳，一会儿又溜至花园，轻摇花枝；

一会儿跃上书案，乱翻书籍；一会儿又潜入闺房，偷窥

娇娘。只须她一个唿哨，解除了城堡的魔咒，被拘禁

一冬的孩子顿如脱缰之马，冲出家门，奔向野外，或枝

头摘花，或林下采菌，或河滩拾贝，或草地踢球，无处

不是他们快乐的天地。如遇晴日，便不约而同地集结

广场，齐云放飞自己心爱的风筝；若逢阴雨，则身披雨

衣，手提钓竿，垂钓一江春色。她借轻盈风翅，将欢笑

传递千家万户。

她还是一名忧郁的诗人，总是多愁善感，像极了

林黛玉的小心眼，一不顺心，就梨花带雨，轻吟低叹。

斜风依托细雨，最能搅动游子心头的那池春水，使刚

刚沉淀的忧愁又风起云涌；晚风舞弄翠竹，最能拨动

男儿心间的那根琴弦，令一向冷峻的刚毅也酥软消

融。听吧，诗歌里有母亲细纺密缝的牵挂，有妻子耳

鬓厮磨的甜蜜，还有孩子投怀绕膝的依恋。她又用纤

纤雨丝，编织了游子的万般思绪。

在春风的世界里，爱是永恒的主题。

青石潭记
长沙市望城区前进小学 万意梅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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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杰出组织奖（26个）
长沙高新区雷锋小学
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大桥小学
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初中部
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博雅卫生中等专业学校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
长沙高新区教育局
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长沙市天心阁管理处
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机关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望城区分公
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市分公司
湘潭技师学院
益阳赫山区梓山湖学校
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益阳市分公司寄递
事业部
祁阳县教育局
冷水滩区教育局
隆回县第九中学
永兴县教育局
永兴县红旗实验小学

二、杰出导师奖（20名）
李丽娜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熊利君 长沙市雨花区

枫树山大桥小学
莫纯英 长沙高新区雷锋小学
段 婷 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
刘 璇 长沙市恒定高级中学
郑 敏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丑天舒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结合学院
赵彩依 湖南信息学院
李 梅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
何 亮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
唐 晖 益阳赫山区梓山湖学校
孟 琳 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张 灿 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唐 瀛 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姚建红 南县五小教育集团
何红美 祁阳县浯溪第一中学
周 姣 冷水滩区翠竹园小学
周艳飞 冷水滩区翠竹园小学
杨 庆 芷江县荷花池小学
胡 蝶 芷江县荷花池小学
三、金话筒奖（12名）
青少年组
邵梓嫣 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谢书琴 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高子晴 常德经开区莲花池小学
龙杨芷安 芷江县城南小学
李彦杨 靖州县乐群小学
易 灵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第二附属小学
成年组
叶宗文 长沙高新区雅礼麓谷中学
吴卡依 湖南省地质中学
曹 缘 湖南信息学院
尹 灿 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
张译心 湘南学联纪念馆
肖旗隆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祁东县分公司
四、银话筒奖（22名）
青少年组
张潇阳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小学
刘怡宁 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大桥小学
王梓萱 长沙市仰天湖赤岭小学
高逸舟 长沙高新区麓谷小学
龚烨梓 长沙高新区雷锋小学
尹加明 岳阳县职业中专
谢昀皓 益阳赫山区梓山湖学校
张有有 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蔡一言 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朱瑶瑶 常德武陵区甘露寺小学
唐梦婷 祁阳县浯溪第一中学
涂育歌 芷江县河西小学
成年组
王素素 浏阳市大瑶镇大瑶初级中学

刘亚楠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唐张阳 湖南信息学院
黄泽媛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谭 威 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
舒 俊 黄兴故居纪念馆暨许光达故居
沙 伟 长沙天心阁管理处文物科
刘惠琴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
陈智琴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望城区分公司
黄 卉 衡东县教育局
五、铜话筒奖（39名）
青少年组
魏煜桐 长沙市清水塘第二小学
肖 滔 长沙市育才第三小学
候思宇 长沙市育才第三小学
吴泊陈 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大桥小学
佘浩文 长沙市雨花区

枫树山鸿铭第二小学
石航一 长沙市砂子塘小学
朱厚霖 长沙市砂子塘小学
李 易 长沙市砂子塘小学
张子石 长沙市砂子塘小学
黄薇羽 长沙市砂子塘小学
郑舒桓 长沙市砂子塘小学
崔弘毅 长沙市砂子塘万境水岸小学
刘千阁 长沙高新区雷锋小学
李彦辰 长沙高新区金桥小学
李若兮 长沙市新竹第二小学

李屹成 岳阳县城南小学
马 婧 华容县实验小学
蔡晨研 南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曹永健 常德武陵区恒大华府小学
张文坤函 常德市北正街恒大华府小学
黄锦阳 永兴县胜利小学
曹千峰 永兴县胜利小学
卿雯珊 永州市珍珠小学
李雨灿 芷江县荷花池小学
龚柏源 芷江县荷花池小学
宁旭文 桑植县第一中学
杨 权 洞口县思源实验学校
成年组
李悦妍 长沙高新区雅礼麓谷中学
阮宇航 长沙博雅卫生中等专业学校
张沛霖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 蕊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胡梓叶 湖南信息学院
张 斐 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赵玛燕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邮区中心局
胡 蓉 华声红色教育学院
庞 阳 韶山学校
刘慧蕙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郴州市分公司
石惠文 芷江县第二中学
杨芳丽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洞口县分公司
（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由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湖南日报社、共青团湖南省委、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共同主办，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协办，交银康联人寿湖南省分公司、长沙国储电脑城特别支持的“邮政杯”2020湖南日报朗读者主题活动已圆满落幕。

经过层层选拔，由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的专家评委团进行公正评分，大赛组委会评选出
“金话筒奖”12名、“银话筒奖”22名、“铜话筒奖”39名，“杰出组织奖”26个、“杰出导师奖”20名，由湖南日报社、共青团湖南省委、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共同表彰。

特此公告。
“邮政杯”2020湖南日报朗读者主题活动组委会

2021年2月20日

时光流淌让青春褪去了颜色，

岁月悠悠让银丝悄悄钻过乌发。

记忆就像一把刷子一遍一遍扫过

脑海中的过往，渐渐模糊的场景想

抓也抓不住，可有些东西是不会随

时光流逝而越描越淡的。

一辆二八老式自行车，车架前

一个用竹枝条编织的儿童座椅，车

架后座一个木板制成的工具箱，里

面装着虎头锤，大棒槌，不同长度、

口尖、口扁的铁錾，一位身强体壮

的中年男子，一个扎着羊角辫、穿

着花布衣裳的小女孩，一条弯弯曲

曲、坑坑洼洼的小路，一串串自行

车的铃铛声。我想你肯定猜出来

了，那个中年男子是我沉默寡言的

父亲，那个小女孩自然是不懂事却

充满好奇的我。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幕，父亲

赶着去青石潭做工，我却吵着非要

去看看那个每天让父亲干净衣服

出门，一身灰尘到家的神秘地方。

母亲不让，说是很危险，我只好哭

闹着坐在地上不肯起来，父亲见我

态度坚决，也不多说，把我抱上座

椅踩着踏板就出发了。一路上父

亲不怎么说话，只是自行车明显跑

得快了起来。

穿过田间小路来到一户人家

院前，地上明显有了碎石屑，我猜

离青石潭不远了。可从自行车上

下来，左看右瞧，却找不到任何线

索。父亲看出来我的疑惑，牵着我

的手穿过竹篱笆，到达一片空旷的

场地，石块多了，大了。顺着父亲

手指的方向，石陡坡！似乎上面断

了层，难道要爬上去？正迟疑时，

父亲已经背着工具箱一个箭步爬

上了半坡。我内心害怕，不好意思

开口。父亲看出来我的心思：“崽，

上面有个漂亮的潭，你真的不上去

看看？爸爸牵着你走，莫怕！”我原

地不动，父亲不多言，继续向上

爬。“爸爸，我要回家。”“你自己要

来的，就回家？”父亲回头补一句。

我硬着头皮向上爬，刚爬几步，石

块向下滑，手失去了支撑物，这时

一双大手抓住了我。父亲的双手

布满老茧，被石块蹭伤无数，却养

活着我们一家五口人，我感受到了

它的力量，我感受到了父亲不多言

背后的艰辛。

终于上来了，拨开杂乱生长的

长草，一汪潭水映入眼帘，深深的

潭，绿绿的水，仿佛有着美丽的传

说，有着神奇的故事。我猜想着前

几天看的《新白娘子传奇》，那白蛇

是不是在潭底修炼呢？看得入神，

还没来得及反应，父亲已爬上了石

坡。

看着石錾敲打石头溅出的石

沫，听着嘈杂的石锤敲击声，这是

父亲做工的地方。父亲佝偻着身

躯，一双破旧的黄布鞋斜斜地、紧

紧地贴着石坡，不时传出“嘿呦、嘿

呦”的助力声，这是父亲做工的地

方。石坡很陡，阳光很难照射进

来，即使偶尔光顾，也是短短个把

小时，这是父亲做工的地方。好不

容易将石胚从整座石坡中一锤一

锤打出来，还要几个劳动力一起发

力小心翼翼扛下石坡，用各类大小

不一的錾子锤出漂亮的纹路。这

可是个细致活，一锤下去必须准确

无误，石匠们讲究美观，不允许丁

点破败，不然整块石胚就毁了，锤

了一两天等于白干。

我发现了父亲满身灰尘回家

的秘密，却高兴不起来。我去到了

心心念念许久的青石潭，却兴奋不

起来。青石潭里有太多我的回忆，

甜蜜的童年，酸楚的情愫，深深的

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