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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澜心灵

曾在这撒过眼泪，曾从这走向远

方，这一次我又驻足在这条路上。从

孩童到少年，时间，见证了我和这条路

的成长。

7岁那年，我被父母从外地送回老

家，见惯了城市街道的我，还真的被吓

了一跳——村头的路坑坑洼洼，下雨

天，尽管小心翼翼地走过，脚上还是无

法避免地沾上了黄泥。这是我与这条

路的初见，印象糟糕至极。

后来，我被安排在邻村的小学读

书。清晨，林鸟啼鸣，这条泥路送我离

开；傍晚，斜阳残照，它又在那里迎我

回来。但我的状态却不好，破旧的教

学楼，吱呀作响的木桌，甚至老师们的

家乡话，都让我的坏心情变本加厉。

而当我踏上那条路时，内心又一次负

伤，泪水决堤，滴在路上，湿了黄土，路

边野草瘦小，在晚风中瑟瑟发抖。

10岁时，我去城里念书，半个月才

得以回家。少年初离家，孤身一人很

容易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土。

内心虽是悲伤，但学习的机会难得，于

是在想家之中含泪前行。

终于盼来了回家的日子，回家时

竟发现那条曾经的泥路被铺上了砖块

和石子。没有了泥泞和坎坷，人们骑

车经过也更顺畅了。斜阳草树依旧，

但家乡的路却换了新颜，不再寻常。

路犹如此，这个小小的村庄亦在奋力

变化，我也和这个村庄一道砥砺向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今，我

在冲刺中考的路上满怀希冀，日夜兼

程。初二结束后短暂的暑假，我回老

家看望爷爷奶奶。再次踏上这条路，

却发现它已卸去旧妆，换上了明亮的

银白新装，摇身变成了水泥路。斜阳

依旧，杂草不在，货车载着农产品，载

着乡人的希望奔向远方。奶奶说，这

是村里脱贫攻坚的重点项目，她在这

里住了40多年，却从没想过会有今天。

焕然一新的路，在我的眼前铺展

开来。我仿佛看到孩提时的自己哭着

从泥地上爬起，看到少年的自己坚定

地走向远方，看到建设者筑路的场

面。原来，在我成长的路上，这片土地

上的人，以及这些人身后的祖国，都在

和我一同呼吸，一同努力。而我面前

的这条路，又何尝不是中国千万条路

的缩影？我所在的这个村庄，又何尝

不代表着中国几十万个村庄？我所经

历的变化，中国亿万人民又何尝不在

经历？

原来，我与这条路共成长，更与祖

国共成长。这条路越修越顺畅，连通

祖国的四面八方，而我也将会走过一

条又一条这样的路，向更远更宽广的

未来前行。

指导老师：吕阎华

我与祖国共成长
永州市第九中学初二1822班 周诗佳

犹记得去年 9 月 14 日晚 6 点，我正

在楼上做作业，突然，老爸的手机传来

一阵清脆的铃声，我立马放下作业，刚

要接听，忽又挂断了。

我立即告诉了老爸，他一查，原来

是波哥哥从长沙打来的。老爸迅速按

了回复键，但对方一直未接。“怪了，咋

回事呢？”老爸一直嘀咕着。

晚7点，手机铃声再次响了！老爸

嗖地从兜里掏出手机，里面响起了激动

而短促的声音：“爱舅舅，杜觅（我表嫂）

下午6点在医院生了个宝宝。”

“忒好啦！”老爸忙不迭一个劲说

好。满脸兴奋，像秋天的艳阳。

“等等，你对婆婆说说吧！”老爸飞

快地冲到厨房，手舞足蹈地大喊：“妈！

你做太外婆啦！海波来电话啦！”

奶奶倏地放下手中活计，颤巍巍

地拿着手机，紧贴耳根，双眼放出兴奋

的光芒。

“婆婆，杜觅下午6点生了个宝宝。”

电话里面的声音似乎有点颤抖。

“好啊。”奶奶不住叫好。

“是伢子还是妹子？”奶奶又啰嗦

道。

“是伢子，嘻嘻。”波哥哥激动得语

无伦次。

“什么，我听不清……”奶奶耳背，

重复着。

一旁的爸爸马上插嘴道：“是伢

子！”声音提高到100分贝，似炸雷一样

要把厨房顶掀翻。

“是伢子，太好啦！”奶奶笑着，满脸

皱纹舒展开来。

“哇……”手机里隐隐传来婴儿的

啼哭，仿佛天籁之音，萦绕厨房。

“婆婆，宝宝醒了。”电话匆匆挂断。

我们全家沉浸在喜悦之中，我也禁

不住一蹦三尺高，仿佛中了大奖，大呼：

“我可当表叔啦！”

指导老师：谭喜爱

亲情浓浓

我当表叔啦
邵东市火厂坪二小 谭畅

淡淡的山茶花香穿

过厚厚的口罩，混入我的

鼻息中，芬芳馥郁。这，

大概就是春天的味道吧。

我抬头看看窗外的

景色。春天应该不远了：

初生的草芽揉着惺松的

睡眼；枝头的花苞里藏着

无限的生机；肆虐的风里

隐约躲着久违的暖意；蓬

勃生长的绿叶似乎在爆

发蓄积了一整个冬天的

力量……这苏醒了的一

切都是春的代名词。

在我眼中，草地里欣

然绽放的小野花是春天

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虽然在万千

苏醒的灵魂之中，这些小野花看起

来有些微不足道，但是它们的苏醒

最能说明春天的脚步近了。你看，

田野里、草丛间，早已在不知不觉中

遍布了它们的身影。浅粉、深蓝、鹅

黄、深红……像从苍穹坠落在绿茵

中的星星，装点着平平无奇的绿草

地。在地下藏了一整个冬天的它

们，似乎格外向往春天，在春天生长

得格外迅速。它们是春天的使者。

在这春天脚步接近之际，我尤

其喜欢亲近自然、观察生活。我喜

欢观察草丛里蜇伏了一冬的蜘蛛快

乐地织网；端详夜里新生的三叶草

收拢心形的叶；欣赏雨中顽强的树

苗迎接春雨的洗礼……春天每一帧

动人的画面里都有一个美丽的故

事。

春天的脚步近了，又是一个新

的起点。“一年之际在于春”，看着计

划本上去年一大堆未完成的计划，

像是有什么东西激起了我的动力。

这么美好的春光，可不能再浪费。

是时候努力一把，完成未完成的梦

想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新一年的希

望也踏着轻快的脚步向我们走来!

指导老师：文柳英

他的手因常年的风吹日照

变得黝黑，青筋爬满手背，有些

地方还出现了裂痕，摸上去凹

凸不平，使人想到荒芜的土地，

这就是我父亲的手。

也就是这双手，曾将我高

高举起，为我遮风挡雨，给我撑

起一片成长的天空，是我遇到

危险后最温暖、最安全的港湾。

小时候，父亲的手就是我

的避难所，无论我犯了什么错，

回头他总在

身 后 ，我 总

会奶声奶气

地 喊 一 声 ：

“爸爸！”，然

后跑向他敞

开 的 怀 抱 ，

他用粗糙的

大手抚摸着

我 的 头 ，再

把我的小手

放在他温暖

的手心里，这一刻，父亲就是我的港湾。

长大了后，不知是自尊心作祟还是什

么，我开始疏远父亲的手，开始嫌弃、厌

恶。

有一次家长会，老师要求家长必须参

加不准请假，那时妈妈又正好在外地出

差，这说明只能爸爸去。可爸爸的手！当

天晚上，我把学校开家长会的事情告诉爸

爸，然后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狠狠地

关上门大哭起来，爸爸听到我的哭声，好

像明白了什么。写完作业，我来到爸爸的

房间门口，悄悄地推开门，发现他正在使

劲地涂抹着护手霜，本来满满一瓶被用得

干净见底，他转过头望向我，像个做错事

的孩子，连忙把手和霜藏在身后，尴尬地

笑笑。我什么也没说，轻轻带上门离开

了。

开会那天，我竭力控制自己不去看爸

爸那双粗糙的大手。当时正值夏天，我往

下一看，却发现爸爸带了一双白色的棉手

套。顿时，仿佛有千百根小针在刺痛我的

心，我感到十分自责与愧疚，同时也深深

感受到父亲的伟大。父爱，是为了女儿的

一滴眼泪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父爱，是当

女儿为难时想尽一切办法却又无能为力

地自责。谁说父亲没有爱？父亲只是不

善于表达自己的爱，一个动作、一句话都

包含父亲满满的爱。回到家后，我紧紧地

抱住了爸爸，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小手心

里。

从前，爸爸用他那双温暖的大手温暖

我；往后，我会用我这双小手去温暖爸爸

的心。

指导老师：陈晓

天空掏出乌云袋子，向人间大

片大片洒满甜润的甘露。一颗颗的

水珠熠熠生辉，映出春天生机盎然

的图画。雨后天晴，阳光就像人世

间最好的肥料，花草们都使劲吸收

养分，一个劲向上钻，就属那大草坪

的草最绿最长。草叶仿佛编成一条

锁链，把小朋友的心牵引着。这不，

几十个人正在草地上放着风筝呢！

一个身穿绿衣服的男孩把绕线

轴抓得紧紧的，把银白的蛛丝般的

线拉长，抓住一小段线，后面有一个

身穿紫衣服的男孩高举一只和线连

在一起的风筝，他们跑得像要飞起

来似的。紫衣男孩手一松，风筝愉

快地放飞了，在和微风惬意地跳着

舞。“飞了，飞了！快看呐，我的风筝

飞得多高，它会到天上帮我采一朵

棉花糖一样的云吗？”一个女孩逗

他：“当然了，他还会取下棒棒糖一

样的太阳，摘下白巧克力味的月亮，

载着一满船爆米花似的星辉，飞到

茫茫银河里舀一碗清泉，去看牛郎

织女会鹊桥呢！”人们听着都笑了。

与此同时，其它风筝也都纷纷

投入天空的怀抱，有长长身子的蜈

蚣，有扇着绚丽花翅膀的蝴蝶，有黑

衣裳白肚皮的燕子，有活泼可爱的

金鱼，还有雄伟霸气的老鹰。白云

像是灌木丛，动物们互相嬉笑打闹，

在一团团云朵里飞进飞出，倒像个

大森林了。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从一片欢声

笑语中悄然流逝。大人不见了，孩子

不见了，风筝不见了，可孩子们活泼

的笑声却久久在草地上蹦跳着。

指导老师：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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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风筝
南县实验学校四年级 曹书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