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老师 
★初一（1）班 龙靖莹  指导老师：郑咏诗 

 

第一眼看到这个老师，

便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他的

课堂。他很高很胖，但他并

不笨重，常穿着潮流 T恤的

他敏捷而有学问。最讨人喜

爱的，是他那双清晰明亮的

眼睛，它总是能用最简单直

接的眼神传递信息，让我们

了解他的所思所表。 

他的课堂，总是充满着

欢乐、轻松的氛围。而他代

言的“今天我心情很好”也

成为家喻户晓的警示暗号。

他的教授方式新颖而特别，

内容从不受课题限制，总是

插入些丰富有趣的小知识，

使我们漫游其中，享受着了

解知识的快乐。记得他在讲

解汉朝与匈奴的和战时，引

申出的“漠北决战”使我至

今仍记忆犹新。 

然而他所制造的轻松欢

乐的课堂也绝不是散漫的。

有一次我和朋友正热火朝

天地聊着昨晚熬夜看完的

偶像剧时，忽然一个巨大的

“汉堡”挡住了我们的视

线。定神一看，原来是老师

那可爱圆滚的肚子，正向我

们发出“警告”的电波，而

老师还在不动声色地讲着

课，同学们都在认真地抄着

笔记，我和朋友都知趣地变

“乖”了。这个可爱的老师

这堂课教给我最大的收获，

便是大肚子也有如此特别

的功能。 

他在课堂上有着出人意

料的精彩，在生活上也是一

个贴心的老师。有一次，他

提前将“贞观之治”与“开

元盛世”的课程教完了，大

家都在认真地分析着武则

天这个杰出的女政治家的

性格特点，全班静悄悄的。

他又走到电脑前，认真地对

我们说：“我给大家看一个

神奇的东西喔！”此话刚落，

所有人都忍不住放下手中

紧握的笔，方才认真思考的

问题也暂且抛到脑后，大家

的目光都被老师即将要揭

晓的东西吸引过来，都盯着

投影在期待，有的同学甚至

在猜想会不会是些奇异的

古物哩！数秒后，投影上出

现了一些可爱的人物照，照

片上的同学活泼地冲着镜

头摆着有趣的造型，我们诧

异不解：难道这些是“古

人”？就在这时，有个同学

指着照片里一个穿西装的

学生喊道：“他好像是六班

的班长！”“哦！”我们始悟：

老师是六班的班主任，莫非

他在为学生做广告？他又

笑了，慢悠悠地说道：“嗯，

不是要竞选学生会了么，我

为我的学生们拉拉票啊！”

全班沉默了好一阵子，接着

便是哄堂大笑。 老师继续

认真地播放着幻灯片，并配

合着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我

们早已在台下“无奈”地摇

头了。他总是用自己独有的

幽默方式照顾着他的学生，

我们不由地对他心生敬佩。

看来也许他胖胖的肚子里，

装了许多细微的心思，有时

这些心思，温柔得令人感

动。 

他带给了我们许多快乐

与收获，我们也领教了他的

与众不同和细心关怀。我们

喜欢他可爱的肚子，更喜欢

他的幽默与善良。这就是

他，我们敬爱的历史老师。 

（责任编辑：李宇佳）   
                           
 
 



                                         

巨 石 
★初二(2)班 夏紫珊   

指导老师：楚云 

 

妈妈跟我说，父亲当年

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爷爷对

他疼爱有加。 

父亲小时候感冒，都是

爷爷给治的。那时候，农村

哪里有什么医院呢？爷爷

能做的，就是烧两锅开水焐

热一个狭小的空间，再把幼

小的父亲用被褥包裹着，拼

命让父亲出汗，出了汗就病

除了。再不然，爷爷就用嘴

巴含着父亲的鼻子，使劲儿

一吸��我无论如何都不

能想象那个场景，但爷爷就

是这样把父亲的感冒治好

的，一直坚持到父亲当兵那

年。 

妈妈说，父亲就读的初

中离村子很远，星期天下午

就得启程上学了，直到星期

五才回来。爷爷怎么放心让

儿子走这么远的路呢？于

是，他每逢周日就在家里早

早地做好饭，陪着儿子上

路。当年父亲也是年轻气

盛，好面子，走到村口看见

同行的同学，就执意不要爷

爷送了。村口有块不知哪儿

来的大石头，爷爷坐在上

面，挥挥手，看着父亲，直

到他消失在小路的尽头。周

五放学，爷爷也是早早地来

到村口，坐在石头上，等着

归来的儿子。初中，甚至高

中，六年间，爷爷一直如此

往返着祖屋到村口的路。村

里有人说，那段路现在这么

平坦，八成是给爷爷走平

的。 

几年后，父亲大约是17

岁了，应征去当兵。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能穿上军装是

件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情。爷

爷兴奋地把穿着军装的父

亲拍了又拍，拍了又拍，然

后索性站在巨石上，眺望着

父亲远去的身影。 

父亲过了几年回村探

亲，据妈妈描述，全村的男

女老少都放下手中的活儿，

赶忙站到路边，想一睹军人

的风采。我爸享受的，可谓

是国家领导级别的夹道欢

迎，大家都赞叹夏家的小儿

子，帅气（当年真的很帅

气），又有出息。爷爷呢？

别提多激动，两脚踏在巨石

上，双手背在身后，十分努

力地想要把佝偻着的腰挺

得笔直笔直，但最终又笑着

佝偻下去了。父亲意气风发

地走在路上，爷爷则颤巍巍

地跟在后面，大大地咧着

嘴，把他所有黑黑黄黄、参

差不齐的牙齿露在外头，边

走还边用嶙峋的手朝熟人

打招呼。 

后来，听说父亲当了干

部，要留在广州，爷爷更是

抚摸着军装，几天几宿合不

上眼。临走时，爷爷又坐在

了巨石上，这回他拉着父亲

唠叨了几句：要是在广州成

了家，有空可以带老婆孩子

回来看看�� 

父亲回忆起那些片段，

总是很有感触。父爱就如那

巨石，撑起了他单薄的青

春。 

据说，每个星期爷爷都

会到村口坐坐，跟人聊聊

天，望望小路，想着：儿子

今天应该回来了吧�� 

但岁月，从来就不饶人。

爷爷一日日地老去，父亲仍

是很少能好好与爷爷聚聚。

直到那天深夜，爷爷永远地

合上了双眼。 

“你爷爷最终没能在村

口等到我回去。” 

 父亲的眼睛里，满含着

泪水。 

（责任编辑：李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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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黄姚便仿佛一直潜在我印象

中的某一个角落里，飘渺而安详。去的时候

已是夜晚，车窗外星光闪烁，黄姚在随车轻

晃的梦里，像又一个清冷的丽江或周庄。    

到了，村口是近十公里的颠簸村道，漆

黑寂静得仿佛不曾有过人的痕迹。四周是广

袤的冬水田，田边不连续的山，在远处的地

平线上兀自突起，笔架似的，又像屏风。山

下一湾湾水塘倒映着山轮树影，水汽氤氲，

山色如墨。 

次日进镇。迤逦而行，许多窄巷仅可容

一人侧身独行，途经双重门，逆光，阳光如

瀑布般倾泻下来，淋过双重门和门口闲坐聊

天的人。姐弟俩在金黄的稻秆旁玩耍，黄狗

在暖暖的阳光下眯起了眼，阿婆依着门坎在

做针线，阳光从脸上一寸寸移开，留下一群

走地鸡在巷里自在地觅食。那古朴的青石

板，在历史的风雨之中洗去了浮夸、淡去了

色彩，石面反倒愈发的光滑。 

司马第，吴氏宗祠，一块块显赫的牌匾

诉说着旧日的辉煌，尘封着往昔的回忆，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宝蓝色的溪边有水井栏杆，井水亦清凌

见底，溪中“有鱼百许头，空游无所依”，

村妇半蹲在井头溪边，淘菜洗衣，菜渣、闲

话都随一溪春水向东静静地淌去。古榕庞大

的躯干伸向小溪，从空中垂下根须，缕缕扎

向水面，水上树、水面鸭、水中鱼、本缘与

倒影、现实亦虚幻，在浅浅一溪如玉水中连

为一体。    

涓涓细流之上，有横跨而过的拱形素

桥，我从桥边过河的一排垫脚石上走过，不

知不觉中惊起知春的水鸭三两只。溪边小鸟

从枝桠间倏地跃起，一阵颤动后，枝头又归

于寂静。         

我闭上眼，这暖风中飘来了阵阵晒腌肉

的焦香和晒青菜的清香，直熏得游人也醉

了。 

我们夜宿在店家自己的内室里，店主大

叔热情的款待、小妹咯咯的笑声、还有醇香

的广西米酒��一切都仿佛是那么的闲适

与醉人，直到我们伴着窗外间断的打舂声甜

甜入梦。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它：“黄姚古镇如同

一本千年诗集，被人遗忘在僻静的书架一

角，当人们不经意间走过，随手翻开，那古

朴而优雅的格调便立即征服了人们的心。” 

是啊，黄姚像是一个远离市井喧嚣，被

圈起来的地方：穿过一道道石牌坊，走在青

青的石板路上，你的身边很安静地穿梭着一

些人，还有小桥流水、池塘、远山��黄姚，

就是这样的静谧、小巧，如同一个角落里的

小家碧玉，你偶一回眸，便会被不经意发现

的清秀脸庞所深深吸引。 

黄姚之美，霜释溪流春尚暖； 

黄姚之美，古屋醇酒夜来香。 

如梦黄姚。 

（责任编辑：李宇佳） 

 

梦境黄姚 
★ 高二（8）班 曾子潇   

指导老师：徐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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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有山 
★ 高二18班 吴嘉曈     指导老师：杨鲜亮 

 

闪烁的金光在微波荡

漾的海面上跃动。海是一汪

涌动的最纯净的蓝，蓝得迷

人。海湾的另一端，屹立着

一座深蓝的雪山，依稀可见

山顶一片恬静的白。 

我靠在岩石上，浸在清

新微凉的海风中，与这座汉

拿山默然相对。韩国济州

岛，对于我，这里是一个全

新的国度。心胸顿感豁然。 

想起小时候，对周遭的

世界都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一切的未知都如此神秘和

动人，自己也乐此不疲地开

拓新的天地。渐渐懂事以

后，开始安于现有的世界，

习惯了用目标性和任务式

的程序分析所有事物。已经

有多久，我遗落了那颗满怀

期待地畅想和探索未知世

界的心？ 

我不知道天地以外的

天地会有多广袤。山以外的

山，会有多高？ 

我曾经读过一个旅行

者的故事。年轻的时候，他

因为家人病逝而失去了生

活的勇气，开始了独自旅行

的生涯。他走到一个又一个

小镇，翻过山岭跨过海洋，

穿梭于霓虹灯闪烁的城市。

他沿途认识了许多素未谋

面的人，他倾听过身患绝症

的女孩的心声，撮合了失散

的恋人，目睹过战争中罹难

的城市，知道了一个马戏团

背后关于流浪汉的故事。他

也碰到了许多和他一样的

旅人，在这茫茫人间奔走，

用沿途的火花燃亮心中的

一盏灯。世界很大，在每一

个角落里都有人用不同的

方式努力地生活着，这些都

是他从前所不曾体会的。终

于，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存

在意义，他收留了一个孤

女，两个人继续在世界里漂

泊，但心，已有了依靠。 

这是一个叫寂地的漫

画家写下的故事，种在了我

心中柔软的地方。很长的时

间里，感觉自己的心被困在

小小的天地里，这个天地让

人感到熟悉，却看不到崭新

的未来。像被困在大山中的

孩子，满目青葱，自以为这

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殊不

知，只是成为了井底之蛙。 

我看到过华山的险，嵩

山的禅，却未曾知道大海的

另一端会有这样的汉拿。是

雪白的，又孕育在深蓝之中

的。百年来屹立在蔚蓝无垠

的大海旁，守候着一个我所

不了解的民族的独特的信

仰。 

我想，大海的彼岸，还

有许多我未曾了解的风景

吧？天地以外还有更广阔

的天地，山以外，还有更高

峻美丽的山。即使不能做一

个漂泊世界的旅人，也要永

远有一颗满怀期待的心。 

（责任编辑：李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