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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祥菊

一次晚自习课上，我发现语文作
业册中藏着一张字条，上面用黑色碳
素笔写着八个大字：放下执念，自在欢
喜。字迹工整，笔画舒展，是我熟悉的
张老师的笔体！见此情形，我的心猛
地一颤，顷刻间泪流满面。张老师是
懂我的！她最了解我的心思和志趣，
并对我要强的性格拿捏得很准，所以
才采取这种不伤自尊的办法规劝我，
给我增加自信。蓦然间，我开始反思
自己：是我平时太过执着了！未来的
路不只一条，干嘛非要报考那所遥不
可及的省属重点大学？我那么喜欢文
学，为何不尝试一下报考自己喜欢的
师范类院校？想到这里，我瞬间释怀，
当晚便向父母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高
考打算。我的父母都是朴实通达的种
田人，他们见我打开了自闭的枷锁，高
兴地接纳了我的意愿。张老师得知我
的改变后也异常兴奋，她对我的选择

抒怀

大加赞赏，并鼓励我做一个敢于挑战
自己的强者。
为给自己打气，
我第二天买来一打
彩纸，裁成各种形状，将“放下执念，自
在欢喜”八个字变换不同字体书写，分
别张贴在我的课桌、床头、书柜等醒目
位置，
藉此鞭策我昂扬向前、
永不懈怠。
时光不居，岁月如歌。而今，我在
自己选定的教师岗位耕耘了二十几个
春秋，逐渐迈入名优教师的行列。每
个寒暑假日，我都会约上几位至交，带
着老酒新茶到已退休多年的张老师家
团聚，举杯的同时共话桑麻，其乐融融
的场面总是令人动容。
感谢可敬的张老师，是她用赠送
字条的方式打开了一个忧郁女孩犹疑
闭塞的心结。长久以来，正是这枚小
小的励志桌贴，用一种拐弯的智慧，鼓
励我在人生的路上不断进取，躬耕前
行。

迎朝阳

寻找凤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

凤凰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我
把目光投向车窗外，但不知为何，
离凤凰越近，
心却愈发不安起来。
下了车，顺着人流，总隐隐觉
得 有 些 不 对 ，走 过 虹 桥 ，跃 过 跳
岩，才猛然发觉：记忆中的凤凰不
见了。吊脚楼大多已换了颜面，
成了酒吧、客栈；江中嘹亮的号子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街前嘈杂
的吆喝。真的不见了，我一遍又
一遍寻找着，却始终没有发现它
的任何踪迹。
寻累了，无奈坐在江边歇息，
望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发呆：我寻找的凤凰，到
底是什么样子？又去了什么地方？
记忆中的凤凰，是个睡不醒的小城，安静
而怡人。在那个十几年前的下午，没有导游，
没有游伴，挽着父母的手，随着阳光在楼宇间
游弋，探索古城带给我们的惊喜！小巷深处，
年迈的阿婆轻挑慢捻描着细线，编织着这里
的绿水青山；吊脚楼畔，结伴写生的书画爱好
者描绘着心中翠翠般的新娘子。江风，糅合
着清凉的水汽，拂过金柳，轻诉古城深处的秘
密。青苔，随性生长，浸入街巷的每一道缝
隙。
我望着水中的倒影，已然有些恍惚了。
记忆中的金柳，
原来是垂下去的刺槐。
夜深了，一轮圆月从远处的山脊滑下，落
在江面上，溅起片片粼光，再看沱江两岸，已
是游人如织，灯火阑珊。演奏摇滚的小伙，嘶
吼着，野性十足，透露出边城人的淳朴，身着
苗装的姑娘，微笑着，对准镜头，早已褪去了
翠翠的伤感与忧愁。喧闹、繁华，两岸的霓虹
灯映衬在江面上。月光漾漾，灯影绰绰，竟让
人醉得有些分不大清。凤凰，这个不愿睡去
的小城，
就这样在绚烂中涅槃。
远处，一行人三三两两地放起了荷灯，荷
灯闪烁着微光，一片片散在沱江上。也许，来
到凤凰的人都是在寻找自己的梦，只是不知
道梦到底藏在了哪儿。我也买来一只，轻捧
着推入水中，
祈祷梦里也泛出灵光来。
曾听古城的老人说过，凤凰当地很多年
轻人已经去他乡追梦去了，可现在四处都是
来古城寻梦的年轻人。凤凰啊，你到底是落
在了古城里头，
还是又飞往别处了呢？

印象

曾一鸣

王必旭/摄

邓馨

周日傍晚，去同事家取一份快递
材 料 ，适 逢 同 事 的 儿 子 亮 亮 补 课 归
来。亮亮即将参加高考，彼此相熟的
缘故，他毫不避讳地和我聊起自己的
三模成绩和未来的高考志向。聊着聊
着，我的目光忽然被左侧桌角处的一
枚桌贴所吸引：
“不努力的人生只有苟
且，没有远方！”细辨这些泛着光泽的
艺术字，俊秀挺拔，飞扬潇洒，浸满了
一个青葱少年的无边豪气。
返回的路上，亮亮桌旁那枚闪亮
的桌贴如星星般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记忆中，专属于我的高三课桌上，也曾
有过类似的桌贴，也曾拥有过类似的
豪言壮语。
多年前的那个春天，由于高考压
力过大，我患上了考试综合症，学习成
绩下滑迅速。班主任张老师和父母采
取说教或谈心等多种办法帮我解压，
可都无济于事。

2021 年，我们迎来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在党的领导
下，中国 14 亿人民在实现“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梦 ”的 召 唤
下，迸发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
崛 起 的 热 情 和 力 量 ，无 可 比
拟。
中国不仅地大物博，而且
人口多，更重要的是人才多。
南水北调，史无前例；三峡大
坝，世界第一；西藏天路，世界
屋脊上的巨龙；港珠澳跨海大
桥堪称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
巅峰之作。
“ 天 眼 ”的 研 发 成
功，
“ 蛟龙”的顺利下水；
“华
为”的 5G 技术领先世界，中国
一次又一次打破了技术垄断，
一次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从古至今，中华儿女，爱国之心，报国
之志，无不气贯九霄！从杜甫“国破山河
在，城春草木深”；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文天祥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
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
月”；从雷锋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到新时期
的人民公仆和英勇烈士。无数的爱国者，
前仆后继，
难以尽描。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立志报
国，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青
春。新时代下，我们要把知识与人类社会
发展空前紧密联系起来，将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凸显出来。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强则国强”，大学生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
自己的专业技能，将“精技强能”紧放心
头，把学习作为主要任务的同时，更要树
立远大的理想，积极吸取中国文化的精
华，提高自身的素质，成为一名合格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
如今，来中国旅游、定居的外国友人
越来越多，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世界上最
安全的国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一个
团结热情的国家。先烈们，你们看见了
吗？这盛世正如你所愿，独立、繁荣、富
强，
未来可期。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一枚励志桌贴

以报国之志谱写青春之歌

记忆

亲情

亲爱的父亲：
您好！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
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今天
提笔给您写信前想起了《好大一棵
树》这首歌，您那伟岸的背影便浮现
在我的眼前，您语重心长的“唠叨”就
在耳边回响。
您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四
兄妹中排行老三，高中毕业后在我们
当地的一所村小代课。三年后您选
择回家务农。您和母亲辛勤耕种，给
了我和弟弟一个遮风挡雨、温暖舒适
的家。每每回忆过去，您总是骄傲地
说：
“自强不息，
事在人为。
”
当年高考后您没有考上大学，您
希望我和弟弟能够好好读书，考上大
学。你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一个人要成大事，务必要读好书、好
读书”
“ 学无止境”。您的这些唠叨，
我们牢记在心，一颗努力读书的种子
在我们身上生根发芽，不仅为自己，
还为您圆梦。
2010 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六年后走上了光荣的

教师。
您说，爷爷弥留之际，谈起家风
家训，
说的最多的便是“自尊自爱自
江永县思源实验学校 潘慧
立自强”。您牢记于心，把他当作座
右铭。您说，要把这种家风家训流传
三尺讲台，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您 下去，发扬光大。我顿时领悟：为什
乐开了怀。弟弟从小喜欢美术，上高 么您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了，也明白
中后您鼓励他学习美术特长，现在他 我们一定要将优良的家风星火相传、
考上了大学，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 灿烂不熄。
亲爱的父亲，我和弟弟已经长
每年都拿奖学金。每逢别人夸奖，您
总是微笑着，谦虚地说“过奖了”，心 大，希望您和母亲不要太操劳了，多
中却塞满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幸 注意身体，您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祝您和母亲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福感。
女儿：
慧慧
工作后，每逢回家，您总要唠叨
2021
年
6
月
2日
几句，无外乎工作与廉洁、前途与努
力、家庭与事业。您是
一名党员，在您的教导
下，我更加明白责任与
担当，清白与廉洁的重
要性。您也不再总是
强调什么，而是娓娓而
谈身边的人和事，我看
到您希冀的目光，便心
领神会：要自尊自爱自
立 自 强 ，为 人 师 表 ，不
忘初心，做人民满意的

父亲的“唠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