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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第一滴露水 

◆  初一（4）班 麦嘉颖   指导老师：潘焕梅 

 

在我的记忆银河里，闪烁着无数颗星

星，它们向我调皮地眨着眼睛，放射出自

己与众不同的色彩，像五味调色盘一样把

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其中有一颗最明

眸的星星，它记载着我生活中最刻骨铭心

的一件事。 

     有一回下课的时候，我写着写着作业

霎时觉得口干，一看水杯里又没水了。我

急匆匆地拿起杯子就往饮水机走去。一会

儿就装满了沸腾的热水。谁知，就在这时

候，好朋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过去，

一不留神碰到了我。“咚”的一声，热水洒

了满地，我的手也被烫伤了，红通通的，

感觉麻木疼痛，像上千只蚂蚁在咬。“看你

做的好事！眼睛长在头顶上了是不是？”

我用手指着她骂道。“对��对不起，

我��我��”我打断了她的话，“对不起

有啥用？我的手还得写字呢！”“恩��对

不起��我帮你。”她明眸的眼睛里顿时泪

盈盈的，白里透红的脸蛋露出愧疚的表情。

“不��用��了��”我用劲全身力气

向她吼，似乎已经把刚才的不快都发泄出

来了。而她低头不语，神情恍惚地回到自

己的座位。直到放学了，她才默默地离开

座位。我走在后头，她走在前头。有时，

我想走前去给她道歉，可是自己的虚荣心

一直在作祟，怕在她面前我说不出话来。

她偶然回头来瞧瞧我，我却看也不看她。

过了一个学期后，新学期开始，她已经转

学了，留了一封信给我，写着我和她共同

有过的快乐时光和道歉的话语。读了这封

信，我的心像碎了一般，泪水像流星似地

划过了心灵深处。以前，你来我家做作业；

以前，你在我桌前辅导功课；以前��为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等到失去了才会

懂得珍惜呢？为什么我那么胆小？为什么

我没有向她道歉呢？为什么��想到这，

泪水带动着回忆淌下来，但仍然洗刷不了

我的愧疚。 

 当你失去友谊时，你会感到它如阳光

一般温暖，如星辰一般美丽，如宝石一般

珍贵，如氧气一般占据了你心中所有的位

置。 

 （责任编辑：程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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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极地动物 

◆  初二（10）班  黄忱   指导老师：肖英君 

 

极地，冰雪世界，天寒地冻，生活在

那里的动物有令人倍感神秘的南极企鹅、

北极熊、白鲸、海獭及海狗等,一般人很难

目睹这些动物的风采，我在大连老虎滩海

洋馆有幸相识了这些可爱的动物们。 

走进大连老虎滩海洋馆，一想到自己

马上就可以和最喜爱的企鹅见面了，我的

心情突然变得十分激动。和所有热爱上 QQ

聊天的同学一样，我对企鹅有种特殊的感

情。真正的企鹅是像网上看到的那样活泼，

有点傻乎乎的吗？还是像小学语文课本上

说的那样“大腹便便的绅士”？ 

当我隔着一层二十多厘米厚的玻璃亲

眼见到这南极冰川中的精灵时，所有的疑

问都解开了。在模拟的人工冰山前，零下

几十度的空间里，几十只小企鹅姿态各异

地出现在我们眼前：那个子高高的，脸上

有一小撮黄毛的是帝企鹅；那个子稍微小

一点点，脸上有一点红毛的是王企鹅；那

脸上“贴”有两片白毛的是巴布亚企鹅；

脸上的白毛是飞起来的便是岩企鹅。 

看看，这些小企鹅们有的在寒冷中一

动不动地站着，缩着个小脑袋，低着头似

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有的不停地抖动着

圆滚滚的身体，在冰上走来走去；有的成

双成对地打闹，用尖尖的嘴去啄对方的脸，

还有的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在冰水中游

泳，不时还侧过身子面向游人的方向用力

地拍水，生怕我们不知道它们的生活有多

惬意！ 

最有趣的要属巴布亚企鹅了。真是傻

得可爱！隔着一层玻璃，我看见一只巴布

亚企鹅正朝着我面前游来，我顺手拿着一

张参观地图在它眼前晃了晃，小家伙便看

得眼睛都直了。以为是什么好东西，赶紧

用嘴贴着玻璃想要尝一尝，我的手举高它

也跟着往上浮，我的手放低它也跟着往下

钻。折腾了好一会它似乎才明白自己是根

本不可能碰到那张地图的，便一脸郁闷地

游开了。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一只巴布亚

企鹅重蹈覆辙，把地图当成了一顿美餐。 

 接下来我们又观看了拖着下巴睡觉的

海獭，体形庞大的北极熊，长相相似的海

狗、海象以及白鲸和驯兽师的精彩表演。

在这里，我的内心被这些极地动物深深地

打动了。在这些动物眼中，既没有凶残的

偷猎者，也没有贪婪的人类。不像动物园

里戒备心极强的动物，它们一如既往地过

着属于它们没有危险的生活。 

单纯，善良，活泼，还有一点点的傻

气，也许这正是这些来自极地环境的远客

们的可爱之处吧！                                            

   （责任编辑：程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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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君 

◆  高一（4）班 胡碚  指导老师：肖敏仪 

 

戈壁云烟漠漠，世代的兵戈纷争，血色残阳的枯涸，刹那凝结只为她瞬间的惊诧回眸。

一袭素衣白雪，她留给世人的不过一抹缥缈萦绕的清笛；绝世风华，绽颜轻笑，她是艳惊

千年的传说。浮华褪去，这个传奇的女子坚守的不过是心灵最初的洁净，她以孤傲的姿态

穿越大漠，嘴角的浅笑不过是嘲讽后世文人墨客笔下的脂粉与浓墨。 

                                                     ����题记 

西汉南郡。秭归。柳烟黛色。 

漫天飞舞的桃雨纷扬撒落。她赤足顽

皮地踩踏着溪水的清凉，踩碎着夏日绚烂

的阳光。皓齿明眸，巧笑嫣然，她毫不介

意地掼甩着湿漉漉黑玉似的青丝，山溪畔

明澈的笑声萦绕着秭归的黛色柳烟。山野

中的她是令人眩目未经雕琢的璞玉，玲珑

剔透闪烁着天精体魄的灵气。此时的王嫱，

竟是最质朴的原色，一如这野山野水的酣

畅！ 

汉廷宫阙。宫闱重重。 

绣帘轻卷，一只精致的绣鞋缓缓探出，

皓腕轻舒，她抬起额头，绝世容颜瞬间照

亮了晦暗的后宫。她无声地叹息，身后是

恍若一场梦般的秭归，面前是未卜的深宫。

不再犹豫，她带着淡淡的骄傲不再回望。

宫甬的两旁是暗处如利剑般妒忌的目光，

那些随着岁月发酵的嫉妒在每个角落膨

胀。桃色的妖娆，水红的妩媚，金粉的璀

璨，紫红的魅惑，裙裾飘扬，嫔妃发鬓上

蛾儿金钗宝色眩目，浓浓淡淡的脂粉香，

似嗔似痴的无意抑或刻意，是后宫美人勾

心斗角。唯有她，似乎无欲无求，一袭长

裙青纱，淡然固守着一初小小的院落，淡

然坐看落日余辉，云起云落，眉宇间自是

一派清然，她的心底，仿若还坚守着心底

最初的那份雪霁原色。 

画工笔下，绝代风华。 

不施粉黛，眼角眉梢依然是往日淡淡

的漠然。初踏入画室的刹那，细碎的光芒

却从她的发际裙裾溢出，画师无意一瞥便

身不由己地呆住。没有悄悄塞给的贿赂，

也没有媚俗的逢迎，这个女子只是冷冷地

站在画室中央。于是，有了那幅传说中的

绝世倾城，也有了另外一副献给帝王的敷

衍了事。惊鸿一瞥，是一念之间阴差阳错。

纸上的美人浅浅地低笑，笑颜如五月纯粹

的原色阳光。 

朝泪如潮。昨夜香衾觉梦遥。 

当和亲的征旨传到这个僻静的角落，

本以自己早已心如止水的她却不由心底一

动。原本注定在皇墙终老一生红颜消殒，

和亲，宛若最后一抹微弱的烛火，唤醒她

内心那些隐藏的野性和故乡鲜活的回忆。

她，不屑争宠献媚于帝王，不甘孤寂于深

墙。那么，就去做一只鸥雁鸿鹄罢！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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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选，欣喜了宫廷内外上下无数嫔妃重臣，

多少年的战戈纷争终于要终结了，哪怕是

在汉朝一个柔弱女子的身上。于是，有了

大殿上的对奏，有了白帝刹那的失神，有

了抬头时惊射殿阁的万丈光芒。那时的她，

凤冠霞披，流苏

飘摇，精致的面

庞，明皓的眸子

清清亮亮。面对

高坐在宝殿上

失神的王，她的

内心是否也有

一丝叹息，一俟

怅然？人生若

只如初见，该多

好！伏身谢恩，

她立即转头，一

如多年前入宫

时的骄傲。 

风萧萧易水寒兮，遥去兮不复返。 

身后，是庄严雄壮的宫墙，远眺，是

草兮牧羊。精致的宫袍，惊艳的眉妆，掩

盖不住她眉宇间淡淡的怅惘。宫墙里，是

一段还未开始就戛然而止的故事，是几百

个日日夜夜难眠的辗转反侧。那些高耸入

天宇的宫阙，是她记忆中曾经最美的景色，

那些抚琴低吟的葬花时节，和落日斜晖中

骤然冲天的玄色飞鸟。 

马蹄疾驰，如缎的乌发悄然划过她的

脸庞，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当她作出抉择

的瞬间，身后那巍峨的汉廷宫阙今生今世

便不再属于她了，她的余生将在辽远苍茫

的草原上。她表情淡然，眸子却是一派清

澈得让人不敢直视的干净。后来，一代代

人的记忆中有了那日素衣白雪的风姿，有

了那关于沉鱼落雁的传说。如泣如诉的羌

笛，久久在天穹回响。 

王昭君，你

生于秭归绮丽的

野山野水，仿若

仙人就本不该跌

落在这尘埃。周

旋于汉廷宫阙，

你自有那与生俱

来的清傲；闲步

于佳丽三千的胭

脂熏香，你一尘

不染姿容脱俗。

画卷上的你，淡

泊名利萧然超

脱；史书中的你，抱负远大顾全大局。然

而，你从头至尾不过都是那个内心纯粹清

澈的女子，无论是粗茶淡饭还是锦衣玉食，

无论是素袍飘然还是宫装璜贵，你依然是

你，依然是那个保存着心灵原色，眉宇间

淡然的女子。你的出塞，给后人留下无法

超越，风华绝代的传奇。 

哪怕千年后的我们再一次为你赞叹嗟

惜，哪怕千百年来多少女子无法像你一样

洒脱，起码她们能够像你，在风口浪尖背

后依然保持着心灵最后的原色，一如千年

前秭归，细碎阳光的明丽。 

 

（责任编辑：程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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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的幸福花园 

��《红与黑》改编 
◆  高二（1）班 郑慧欣     指导老师：黎小敏 

 

   

    维里埃算得上是弗朗什��孔泰最漂

亮的小城之一。一幢幢房子，白墙，白瓦，

尖顶，展布在一座小山的斜坡上。茁壮的

栗树密密匝匝，画出了小山最细微的凹凸。

城墙上数百步之外，杜河潺潺流过。 

    挂满勋章的德�莱纳市长此刻正慢慢

地走出他的别墅。他拥有全城最漂亮的花

园，那里仿佛永远都种植着高大茂盛的大

胡桃树，盛开着异常美丽的花儿。 

    于连从走进德�莱纳市长家的第一天

起，便恋上了这个梦幻般的花园，所有关

于爱情关于未来的憧憬都像被唤醒般，在

心底小心翼翼地生长。于连是木匠索黑尔

的儿子，不过十八九岁，长得文弱清秀。

他整天抱者书本，却不愿干力气活，常常

受到父亲和两个哥哥的毒打。家人们的嫌

弃与怨恨，让于连从小便异常敏感却又野

心重重。但作为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他的

聪颖是毋庸置疑的。他能将拉丁文的《新

约全书》背下来，并因此得到市长及仆人

的尊重。 

    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他在花园里向

年轻的女人们侃侃而谈。德�莱纳夫人优

雅地靠在油漆过的椅背上，手安静地放在

一边。 

    “拉丁文是一门美丽而高贵的语言，

也只有像你们这样尊贵的小姐夫人才配使

用。”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愿意再为你

们背诵一遍《新约全书》” 

    于连注意到女人们都用一种赏识的眼

光注视着他，心便像泡在蜂蜜糖浆里一般

满足而欢喜。他愉快地享受着演讲的乐趣，

声调愈发激昂，开始指手画脚起来。不经

意间，他那舞动的手碰到了椅背上那只柔

软的手。 

    像触电一般，德�莱纳夫人的手倏地

缩回去了。于连忽然觉得空气像凝固了一

般，心里梗塞得难受��他感到了被蔑视，

也从那一刻起在他的内心深处，便有了更

为重要的职责  ��要使这只手被他碰到

时不再缩回去。 

    十点的钟声余音未尽，那座空气中漂

浮着焦虑和等待的花园里，于连使劲把那

只冷得像冰想要挣脱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

的手里。他完成了他“英勇的职责”，心理

洋溢着幸福，同时也被胆怯和自尊折磨着。 

    德�莱纳夫人却被这个文质彬彬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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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男子气概的青年吸引了。在大椴树度过

的几个心惊胆战的小时却成了她不断回忆

的幸福的片段。 

    无休止的折磨与纠缠开始了。于连感

到混乱，紧张，彷徨，胆怯。 

    密密的林木遮掩住于连哭泣的声音。

夫人真挚而炽热的爱搐动了他内心最柔软

的部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爱，却

来自于与他身份如此悬殊的市长夫人。 

    于连终于还是离开了。他到神经院学

习，又经人举荐，进入了德�拉莫尔伯爵

上午花园。他在那里当秘书，却一直无法

抹去哪个善良，单纯的身影。 

    他的冷漠高傲表现深深刺激并吸引了

那个美丽，高傲，大胆，虚荣且充满幻想

的玛狄尔德小姐。 

    “半夜一点的钟声响起时，你到花园

来。”一封又一封热烈的信笺像罂粟般，散

发着诡异而危险的诱惑味道，仿佛花园里

那些不知名的带着剧毒的植物。 

    也许更让于连揪心的是德�莱纳夫人

慰问信。朴素的言语，很容易让于连想起

市长花园里茂盛的胡桃树，朝气蓬勃幸福

地生长着。那是第一个给了于连幸福的地

方。 

     玛狄尔德小姐的追求，并不是从未让

于连动心。她的美丽，显赫等于上流社会

有关的一切，无不触动着于连那颗卑微又

充满渴求的心。 

    “但是没有爱。” 

    “我不幸福。” 

    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个微笑又坚定的

声音总会从于连怦然跳动的心中迸出。 

    德�莱纳夫人是个恪守道德的善良女

人。半年以来，她未曾得知于连的半点消

息，却只是心中暗急。她心疼也深爱着这

个从小被唾弃的青年。 

    接到于连的第一封回信，是在一个晴

朗的午后。夫人正看着那棵充满回忆的大

椴树下发呆。她几乎是颤抖着打开那张皱

巴巴的牛皮纸，上面是最熟悉的字迹�� 

    “亲爱的，我离开了伯爵家，一个人

闯荡去了。奔波的日子很累，但在我住的

小屋外，有一个简单的小花园。它总会让

我忘却疲惫，想起善良的你。 

     你是第一个爱我的人。你是让我提起

勇气做出今天这个决定的人。 

     谢谢你，祝你幸福。” 

     一滴泪珠滑过德�莱纳夫人苍白却带

着微笑的脸颊。 

 

 

            （责任编辑：程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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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消逝中 

◆  高三（18）班 张倩骅    指导老师：秘爱丽 

最近又疯狂地爱上了张韶涵的那首

《遗失的美好》，不是因为那已经听腻了的

旋律，而是莫名地喜欢上了它的名字，遗

失的，美好。纵然美丽，但更是一种遗失，

为现实留下一段飞白。听着甜甜的嗓音，

翻着手中那本《国家地理杂志》，上面的图

片和方块字向我讲的那些过去的事情，让

我不禁掩卷�� 

     思绪摇到西域。画面上，那个美丽的

楼兰新娘。她浓密纤长的睫毛依旧动人，

一如她腆腆的微笑。只是，消逝的宿命随

黄沙席卷了这个美丽的童话，让它永远湮

没于历史。没有人再能听到铮铮驼铃，没

有人再能闻到来自波斯的辛香。有的，只

是三道石垣，一个简陋得尴尬的旅游景点

和一个楼兰童话，矗立在沙漠中，寂寞地

永恒。 

     这又让我想起了有着相同宿命的印

加文明。那些精美的银器和有着冷峻面容

的面具，是玛雅文明最后的见证。这个玄

奥而美丽的文明，曾经多么辉煌地照耀大

地，一如祭司歌颂的太阳神。只是，那些

釉彩早已褪去鲜亮的颜色，太阳神塔下的

虔诚身影，也已随风消逝。 

     太阳神从此寂寞。 

     那些遗失的美好，记忆永不落。 

     一种历史的沧桑和虚空感将我重重

包围，让我陡然失落、无处逃离。正当困

惑之时，我突然想起了一年级的弟弟兴冲

冲地跑来向我炫耀的一句自创的感叹句：

“我们有发达的机器，我们有伟大的祖国，

我们的生活真美好！”当时因“不屑”而捧

腹的我，此刻竟有了新的念想。的确，遗

失了历史的美丽，我们大概并不只剩哀愁，

我们依然有着，现代文明鲜活的笑容。 

没有了楼兰夜话，大概还有高昌古国。

它们代代延续，将沙漠中文明的绿洲延续

至今。而拉丁美洲热情如火的舞蹈，不正

是印加文明中渴望与太阳无比靠近的文化

基因吗？纵然历史斗转星移，不变的，是

指引文明前进方向的闪烁而璀璨的光芒。 

历史的确在不断地消失，但那应该是

一种前行的优胜劣汰。正如刘勰在《文心

雕龙》里所说的：“变则其久。”即使人们

都说“唐后无诗”，但宋词不也是顺应历史

的发展需要，从瓦肆勾栏的浅浅吟唱中繁

荣起来了吗？结果，它站成了和唐诗并肩

的巨人。 

重赴一场与张韶涵歌声的邂逅，我听

到的，是遗失，更是美好。我们应该恢复，

前行的勇气。 

行走在消逝中，在消逝中行走�� 

 

 

(责任编辑：程华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