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滴来自岳麓山顶轻盈的水。

有一天，我醒来，发现自己缓缓向下

流动。在许多年的沉睡里，我变成了岳

麓山的一部分。我望见了山下绿意涌动

的森林。我从土壤中钻进了一棵大树的

根中，顺着导管进入了一片嫩芽中。第

二天的凌晨，我成为了一颗晶莹剔透的

露珠，顺着坎坷不平的这片土地扑向长

沙的母亲河湘江，开始了我的旅程。

白天的长沙，美丽又热闹，岳麓山层

林尽染，美景尽收眼底。俯瞰长沙城区，

弯弯曲曲的湘江绕城而流，穿城而过，然

后汇入长江流往大海。一栋栋高楼大厦

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纵

横交错的大街上，车水马龙，小街小巷人

来人往，好一派繁荣景象！

顺着水流，我来到了橘子洲头。太阳

在上空，映得这湘江波光粼粼，绿水中又

映着那天空的湛蓝在河床里荡漾。不知

是谁，撒下这闪闪银辉。江中有一个叶状

的岛，那便是橘子洲。作为一滴水，我也

曾听过“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这就是毛主席的诗句。看，他正

屹立在湘江之上，掩映在漫山丛

中，看着这一派繁荣景象。

我绕岛游玩，绿草茵茵杨柳

轻轻。岛的那头，橘子洲大桥一

头连着东岸，一边连着西陆。它

横卧江水，屹然不动，如同一条

天路，连接两岸。

逛着逛着，夜幕已然降临，碰巧橘子

洲头在燃放烟花，烟花在黑夜中蜿蜒窜

上天空瞬间绽放，流光溢彩。有的像千

万棵树上绽放的玫瑰；有的像流星划落

夜空；还有的像大海中翻涌的浪花，让观

赏的游人流连忘返。这时，些许小舴驶

过江岸，抚过橘子洲，我随着它们流离，

心中有些许期待。

流着流着，我一边观赏夜景，顺便在

大河上睡了一觉，醒来已是天亮，不知被

伙伴们挤到了何地。我被一位老奶奶舀

起，她把我倒入浇水壶中，带到一个饭馆

的花盆中，将我浇灌了下去。我呆在一

瓣花瓣上，看着人们用餐，正午的太阳燃

得正火热，一盆盆小龙虾上桌，不锈钢的

小盆里装着深红的花椒与龙虾，色香味

俱全。原来，这是位于长沙老街太平街

中的火宫殿。抛弃了那一盆盆小龙虾，

我从二楼跳到了一楼，太阳炙烤着大地，

我感觉就要被晒干了……

好热，好热……

就在我要干了时，没错，是那位老奶

奶，她端着一盆水倒了出来，我和伙伴们

翻腾喧哗着跳开了。别了，我还欢快地

冲着那位奶奶吹了一声口哨致谢。

作为一滴水，我来到了喧腾奔流的江

边，跃入江流，奔向大海。我知道，作为一

滴水，我终于以水的方式走过了长江。

指导老师：赵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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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澜心灵

心思少年

道来娓娓

尖尖小荷

每当想起我把小狗叮当摔伤的

事，我就浑身不自在。

那是暑假的一天，因为一件事妈

妈把我臭骂了一顿。我耍着性子跑进

自己的房间，趴在床上号啕大哭。这

时，叮当走了过来，摇摆着尾巴，“汪

汪”地叫着，似乎和妈妈一样也在说

我。我当时头脑被任性所控制，不管

三七二十一，走到叮当面前，用仇恨的

眼光瞪着它。

叮当好像知道我的心思，摇了摇

尾巴准备开溜。我猛地抓住它的脖

子，把它提在半空中。叮当顿时变得

紧张起来，“汪汪汪”地乱叫不停，四肢

疯狂地乱蹬，想摆脱我的控制。然而，

我就像是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把它

当成了出气筒，狠狠地摔在地上，它的

叫声完全走了样，发疯似地逃走了。

看着叮当远去的背影，我突然冷

静下来，想起刚才做的傻事。立即焦

虑起来：叮当呢？它在哪里？我要去

把它找回来！

找了好久，终于在我家门前的草地

上看见了叮当，它正躺在地上，用舌头

舔着爪子。我用温柔的语调喊着“叮当

叮当”，并试图去抓住它，可它总是跑，

最后还是用排骨才把它哄到怀里。然

而，在我怀中的叮当显得很紧张，不停

地动着。我抚摸着叮当，亲了它好一会

儿，才把它哄得温顺了些。

看着叮当，我潜然泪下：我实在是

太任性了！但以后我绝不会再做这样

的傻事了。

指导老师：周争

腊月的风呼呼地吹过，挟

带着记忆中熟悉的腊味，慢慢

地吹开了我的记忆之门。

这熟悉的腊味香来自那个

山清水秀的小乡村，奶奶的小

院里。十二月的故乡，腊味成

了一道风景。家家户户必定在

腊月初旬熏制腊肉，好在除夕

之夜端上年夜饭的餐桌，因此，

我整个童年中的寒冬都浸满了

这项风俗的气息。

肉在腊月初旬经过腌制、

风干以后，就会用铁钩挂在火

屋里。冬天取暖，奶奶不喜欢

用电器，而是在火屋中烧柴

火。木柴一点燃，整个屋子便被火光照

亮。烟火的热情也一点一点地感染着火

堆上方悬吊着的腊肉。

历经一个多月的烟熏火燎，腊肉变成

深沉的黑褐色，味道才会正宗。所以火屋

里一个月的“修炼”，是腊肉制作的关键。

即使在一个村里，每户人家熏烤的腊肉味

道也各不相同。奶奶的腊肉比较干燥，熏

烤时间也更长。

冬天的火屋里，一团团火像春天怒放

的鲜花一样绽开，火花四溅，像陨落凡间

的星辰，将严寒驱散开来。小小的我坐在

火旁，痴痴地看着腊肉发呆。腊肉的光影

在火中不停地变换着，在时间的催化下逐

渐失去鲜肉红白的本色，着上了内敛的深

褐色。我端详着它的模样，想象着它的味

道，不知不觉间，嘴角已挂上一串晶莹的

口水……

等待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年夜饭。

伴着鞭炮的喧嚣声，我迫不及待地吃上一

大口腊肉，咸鲜味立刻充满了整个口腔。

接着，牙齿不断与嚼劲抗衡，每咀嚼一下，

都有一股烟火的气息从齿间涌出，直到咽

下最后一口，鲜味才缓缓散尽。

那口至今难忘的腊味，渐渐变成记忆

中冬天的味道、年的味道、家的味道、爱的

味道，温暖了我家无数个寒风凛凛的腊

月。 指导老师：刘珍 文柳英

去年元月，期末考试刚

结束，小学同班的那群密友

就在群里活跃起来，相约着

组织一期一次的聚会。晚

上，爸爸带来一个好消息，

班主任单老师主动提出要

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很快，聚会的日子到

了，我迫不及待地催着爸爸

出发。没想到，一进门就看

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单老

师，是那位小学六年每天都

比我们到得早的单老师！不知为什

么，才一年半没见，单老师的脸上却写

满憔悴与沧桑，失去了一贯的自信与

乐观。

听爸爸说，我们毕业后，单老师和

她爱人就到邵阳一个极偏僻的山村支

教，条件十分艰苦。聚会时，单老师几

次欲言又止，心细的李守恒爸爸看出

了她有心事，就说：“您对孩子们六年

的恩情我们永远感激，有什么需要帮

忙的您尽管开口。”单老师终于下定决

心说了出来，她想帮助一位叫刘要清

的邵阳贫困教师，另外还对不幸丧母

的刘幸文同学放心不下，担心她因贫

失学。在场的家长、同学一听，马上行

动起来，成立“嫩芽公益帮扶小组”，很

快就筹集到现金5200元，除了帮助刘

要清老师，还承诺负责刘幸文同学义

务教育阶段的班费，沉闷的气氛一扫

而空，房间里热闹而温暖。

两个月后，李守恒爸爸带来一个

不幸的消息：单老师爱人罹患重疾。

她来参加我们聚会前，刚帮他办理好

住院手续。回想起来，她那天脸色那

么糟糕，却从头到尾没讲自己的半点

难处，这两个月还在群里多次跟我们

通报帮助刘要清老师的情况。当天晚

上，小学班上46名学生的家长紧急行

动起来，募集到了 3 万多元慰问金。

当我们送上门时，她却铁青着脸说：

“我们是人民教师，有国家保障的，绝

不可能收你们一分钱！”她毫不留情地

把我们赶出门，但关门前一刹那，她不

忘叮嘱一句：“你们要记得给刘幸文交

班费。”

曾读过这么一段话，“有的人，自

己过得不尽如人意，却偏偏看不得人

间疾苦。”当时没有特别的感受，如今

想起来，却不禁泪流满面。这次，尽管

没有粉笔和黑板，单老师却给我们上

了最难忘的一堂课。

指导老师：王纵横

人生没有梦想，就会迷失方

向。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当

一名光荣的交警。

如今，交通越来越便利，小轿

车也进入寻常百姓家，但各种交通

事故也频频发生。每当听闻有人

特别是熟悉的人因车祸去世，我就

会暗暗落泪。同时我也在想，我若

是一名交警，就能为人民出行安全

保驾护航了。

我把我的梦想告诉老师，老师

说：“要实现你的梦想，就要从小努

力学习。只有把自己的理想与国

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成就精彩

人生。”在老师指导下，我比以前更

加努力了。我盼望自己快点长大，

早日考入大学，实现“当一名有知

识有本领的交警”的梦想。

回家后，我跟父母说了我的理

想。父亲鼓励我，除了好好学习之

外，还要有强健的体魄。于是我坚

持每天跑步、做俯卧撑……不论寒

暑，我一定要为理想坚持下去。

一声声警笛，一辆辆警车，一

个个标准的交通指挥动作……每

当走在大街小巷，或在影视中看

到这场景，我的交警梦就越发强

烈。于是，当看到有小学生任意

横过马路时，我就像交警一样前

去劝阻；有车辆在小区乱停时，我

也会走上前去耐心劝说……我知

道，梦想就在脚下，需要一点一滴

付诸行动。

朋友，梦想虽遥远，但它如一

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奋

斗趁现在，日积月累，不忘初心，梦

想就会早成真。加油哟！为了我

的交警梦。

指导老师：赵丽娜

一滴水经过长沙
长沙县百熙实验学校初中部1715班 赵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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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伤叮当那件事
隆回县六都寨中学七年级249班 阳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