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说说你学习传统文化的收获吧，
小穆。”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小穆。

小穆是个学习认真的孩子，语文成绩
特别好。老师布置的作业，她绝对是不折
不扣地完成，很少让老师费心。这周末语
文作业之一就是关于传统文化的综合性
学习。

周六一早，小穆就让妈妈用手机搜关
于传统文化的资料。现在社会上正掀起
传统文化热潮，音频视频文件一搜一大
堆。而她除了课本上的几首诗和几篇文
言文，知之甚少，关键是中考高考关于传
统文化的比重加大了，她得恶补一下。她
塞上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

综合性学习活动形式之一就是演讲，
先听听吧。

“《论语》是一部最古老的做人做事的
智慧宝库，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万世师
表耀古今’之说，其中每句话几乎都是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

不错，名家讲坛就是不一样。小穆认
真地听着，希望获得更多。

“不把《论语》读懂、读通、读透，就不
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文化。今天我们就讲讲‘三人行，必有我
师焉’这句话。这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
理：能者为师……”虽然在课文中学过，但
大师40分钟的讲解，让小穆对这句话有
了更深的理解，她似乎明白了传统文化的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不知不觉，三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大师讲的三句话，都是课文《论语十二章》
学过的，理解起来倒不难。不过，这进度
是不是太慢了呀，两天能补多少？小穆有
点后悔之前没有听从外公的建议。

哎，继续继续。
可听着听着，小穆有点想打瞌睡。昨

晚睡得不晚啊，她提醒自己认真。坚持了
一会儿，小穆思绪还是飘起来。

老家屋后，青幽幽的竹林边，泛着青
苔的石桌石椅，外公耐心地教她泡茶，然
后饮一口茶念一首诗：从“鹅鹅鹅”到“生
当作人杰”，从“边塞”到“田园”，从“思乡”
到“怀古”；有时下茶的是有趣的历史故
事，从“悬梁刺股”到“三顾茅庐”，从“荆轲
刺秦王”到“穆桂英挂帅”（自己名字中的

“穆”或许就源于其中吧，小穆曾想）；有时
又是《论语》、《孟子》、《老子》，“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就是那时学会的；偶尔也
讲《窦娥冤》、《西厢记》，听得小穆泪光涟
涟……

这才是传统文化的味道吧。一向听
话的小穆竟然有种拔下耳塞的冲动。

她想去那些老旧的小吃店，尝尝用祖
传秘方做的大饼；去那个老巷子，边爬台
阶边读巷壁上或陌生或熟悉的土话方言，
看那些旧式图画；去那藏于偏远僻静的古
朴小镇，击鼓撞钟投壶看戏，感受纯朴和
传统……

幸好妈妈及时回来，不然真不知小穆

的思想“小差”会开到哪里。妈妈告诉小
穆：晚上大剧院有惠民演出——历史正剧
《唐雎不辱使命》，她可以去看。小穆高兴
极了，刚学过这篇课文，她还表演了唐雎，
同学都夸她演得好呢。

剧院座无虚席，个个屏息凝神。看
来，传统文化的热潮已经涌向我们这小县
城，感染着我们小老百姓。小穆嘴角荡起
笑意。

锣鼓铿锵，大幕开启，灯光辉煌艳丽，
十名盛装女子且歌且舞，美目巧笑，安陵
君身着华服处其间，一秦国使者上，安陵
君脸色大变……

小穆知道，唐雎就要出场了。醉眼朦
胧，摇摇晃晃，和美女们挤眉弄眼……啊，
唐雎竟然是这样的？小穆有些失落。

或许是“欲扬先抑”，自己写作文时也
常用这招嘛。小穆心想，继续看着，期待
着合情而自然的“反转”。出人意料的是，
剧情没有像期待的那样回归正道：剧中的
唐雎根本不是什么侠义之士，而是一心想
着飞煌腾达、只会耍嘴皮的无赖而已，他
携了大批奇珍异宝投靠秦王去了。小穆
大惊——莫非自己学的是假课文？

剧情虽不同于课文，但却很搞笑，演
员的功夫倒也了得，舞枪弄刀，上蹿下跳，
筋斗一个接一个，从这头翻到那头。观众
看得津津有味，不时鼓掌哄笑。

可小穆却笑不出来，心里隐隐感到悲
哀。她忍不住问身边的爸爸，课本中的唐
雎和这舞台上的唐雎哪个是真的？爸爸
笑着说：“当然是课本呀，这个是观众需要
嘛。”

哦，小穆若有所悟。这历史正剧被改
得面目全非，只有这样才卖座吗？为了卖
座，怎么改都可以吗？她想起爸爸妈妈正
追着的古装剧，明明是大家都熟知的历
史、文化，变得奇幻虚无，让人摸不着头
脑，一个个被我们称颂的伟人义士在剧中
成为泼皮渣男，大义凌然忠肝义胆变成金
钱至上权力至上……除了滑稽可笑庸俗
无聊，还留下什么？这难道不是对传统文
化的亵渎吗？难道不是对我们千百年积
淀的历史文化的颠覆吗？

更可气的是，这种低俗的肥皂泡沫剧
越来越多。恶搞历史人物也屡见不鲜：杜
甫戴上墨镜弹起吉他，威风凛凛的关羽变
身柔弱小妹，巾帼英雄花木兰成为胸大无
脑的傻大妞……甚至连抖音小视频都要
扯上历史传统。这是传承历史文化吗？
不尊重，哪能学习，怎能体悟，岂能继承？
更别说发扬光大了。

舞台上演出还在继续，观众席上仍时
不时爆出笑声，小穆却再也坐不住了……

星期一的语文课上，老师说：“相信同
学们通过两天的学习，一定对学习传统文
化有了自己的认识，有不少收获吧……小
穆——”

小穆慢慢起身，避开老师的目光，没
有回答。

小穆的困惑
重庆市开州中学高一 陈思穆 指导老师：向晓芹

昏暗的路灯下，又看到他。
他仍挎着那把吉他。身上的衣服已

经褪色，裤脚磨出了参差不齐的毛边，球
鞋的皮已经脱落，看起来有些斑驳。衣服
虽然旧了，但仍然干净整洁。他手中的吉
他十分完好，散发着微微的木质光泽。他
紧紧地抱着那散发着微光的吉他，像抱着
希望。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走过的也行
色匆匆，他们也有自己的路要赶，顾不上
看他一眼。他放下背包和吉他，小心地打
开一张纸，上面的文字让人动容：“我一直
在路上，边走边唱。”

有时候，他也去桥头。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

黑，我要人们都看见我，却不知道我是谁
……”曲风有些散淡，也许正合他的心意，
疏离，清冷，骄傲，执着。

他微微仰着脖子，半眯着眼，以下巴
对着围观的人。望着天，向着流云，向着
飞鸟，向着晚霞。没有音响，没有话筒，就
这样兀自唱着。手中的吉他仿佛有着魔
力，一会儿温和，一会儿倔强，一会儿低
沉，一会儿高亢，一会儿短促，一会儿悠
长。没过多久，他旁边便围满了人。他们
静默无声地望着这位尽情歌唱的青年。
也许，这歌声触动了他们曾经的彷徨无助
与坚持，触动了他们心里那些已然沉睡的
梦想，触动了他们的孤独与离殇。但这位

歌者不在乎这些，人再多、再少，他也只是
唱着，他与周遭是疏离的，他在自己的世
界里，唱自己的歌。唱迷茫，唱彷徨，唱情
怀，唱理想，唱坚守……

他不是艺人，只是一个倾情的歌者。
他唱“南山南……”他的张扬没有了，

反倒像一个游子，唱着心里的怅惘、悲戚、
慰籍、惶惑，仿佛让人看到了闪回的记忆
和定格的老照片。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
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
……在那片遥远的春色里，我遇到了盛开
的她，洋溢着眩目的光华，像一个美丽童
话……”站在一旁，我无法想象刚才那样
狂放的人可以唱出这样纤柔细腻的歌。
他的表情沉醉而羞涩，是否想起了江南细
雨巷陌的往事。他放下琴，坐了下来。闭
着眼，嘴角带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沉
思着。他仍在这里，但他似乎已远离。

从他的声音里，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困
顿和梦想，他的忧伤和欢喜。他很贫穷，
可是他是富有的。他心中揣着的是对音
乐、对生活、对理想的热爱和追求。

以后再没见过他。估计他已到云南，
到陕北或者到了更远的远方。但我脑海
中却常出现背着吉他的他。他像逐日的
夸父，太阳很远。但他从未停止奔跑。他
的吉他也许不能化为桃林，但他的心灵可
能开满鲜花。

路灯下的吉他
鲁能巴蜀中学初2020级33班 舒子毓 指导老师：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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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成长，让瞬间成为永恒。养成习惯，让发展不受局限。
提笔写作也许只是老师布置的一项作业，但上游新闻“作文”活动却让同

学们的作文变得丰富多彩，趣味盎然。
热爱生活，爱上写作，养成一种终身受益的好习惯。
助力学习，关注成长，投稿上游作文，每周六、周日《重庆晨报》中、小

学作文版如期与你相会，期待更多的中小学生来此展示才华，书写成长，
分享快乐。

作文版主持人：

叶子姐姐
（资深教育记者）
叶子姐姐微信号：cqcb99
作文问题咨询电话：63907519
有声作文朗读投稿：
2683093443@qq.com

（1）手机下载上游新闻APP客户端，点
击主页下方“活动”，滑动找到“作文”。

（2）将电子版的作文稿复制，点击“上传
作文”完成提交。请注意填写作者、学校、班
级、指导老师、老师点评等信息。

（3）中小学生在上游新闻投稿请在
“作文”栏目右上角选择“个人中心”填写
“个人用户信息”相关资料，然后按“中
学”“小学”分类投稿。

（4）我们将为见报的小作者制作一
张“作文之星”电子海报，请将你们的正
面清晰肖像照上传至2683093443@qq.
com。

（5）我们将在每周六小学生作文版
开通“有声作文”，每周四晚将优秀作文
朗读篇目公布在cqcb99微信群，欢迎小
朗读者报名。

上游新闻作文投稿说明

快来上游

投作文
品好文

投稿和欣赏更多作文，请扫描
二维码下载上游新闻，点击“活动”
进入“作文”专题

我们一家三代人，每代人的生活都
烙上了时代的印迹。

“我要更好地生活”
“滴答、滴答……”骤雨声将我从沉

睡中唤醒，看看天色大亮，我胡乱地穿好
打满补丁的衣服，从床上跃起，将抱在怀
里的布鞋拿到鼻子底下贪婪地嗅嗅：好
香！这双布鞋可是妈妈在昏黄的煤油灯
下熬了好几个晚上才做好的，蓝底碎红
花的鞋帮，确是我最爱的花型呢。它可
是妈妈为庆贺我上学特意赶出来的，看
看外面不驻的雨点，我小心地将鞋搁在
那洗得泛白的帆布书包里。

今天是我上学的第一天哟，虽然那
时我已经9岁了，却是玩伴里第一个能
上学的哟。那时妈妈每天将家里种的楠
竹砍下，刮了筷子，爸爸就走街串户去
卖，除去生活用缴，一分一厘地攒起来
的。总之，我终于可以上学了。想想玩
伴们羡慕中略带嫉妒的眼神，心里漾起
了小小的骄傲。吃着碗里满是萝卜丁的
饭也觉得倍香，饭桌旁屋顶上漏下的雨
点滴在陶瓷盆里发出的“咚、咚”声，此时
听起来却是清脆的乐音。

饭后，戴着斗笠，光着脚走完泥泞的
小路，到了学校，在屋檐下就着雨将脚上
的泥洗洗，然后在裤脚上蹬了几蹬，从书
包里拿出布鞋穿在了脚上。

“那时我的小脑袋总想：生活不易，
然而比起小伙伴来说，我已经算是幸运
的了，我一定要更好地生活下去。”奶奶
忆起她的童年，眼里总泛着泪光。

“我要活得更精彩”
“叮叮叮……”老式闹钟一响，我立

马翻身起床。枕边整整齐齐地叠着前几
天妈妈一针一线缝制出的花布衣服，床
头挂着崭新的军绿色帆布书包，地上搁
着崭新的白网鞋，鞋子白得逼我的眼。
兴奋地穿好了衣服，背上书包跑到妈妈
面前：“妈妈，你看，我漂亮吗？”“我的女
儿是最漂亮的哟！快去吃饭吧，不然可
要迟到了。”妈妈爱抚地摸摸我的头说
道。

跑到方桌旁，桌上已经盛了一碗饭，
桌子中间还摆放着一碗回锅肉，发着诱

人的香味。“真香，妈妈快来吃。”我使劲
地嗅了嗅鼻子嚷道。

放学之后我立即放下书包，跑到土
里打猪草，背篼里的猪草满了，匆匆地回
到了家里。端着高矮两张凳子，在屋檐
下伴着太阳的余晖赶完老师布置的作
业。“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晚饭
后，电视剧《霍元甲》开始了，我家也渐渐
沸腾了起来，塆里的老老少少端着凳子
陆续来到我家堂屋，我家那台14英寸的
黑白电视可是全塆人的最爱哟。但是妈
妈只准许我周末看看，平时都让我关在
自己的房间里看书。

“耳畔响起武打片里的嚯嚯声夹杂
着邻居们的欢笑声，心中想起妈妈说的
话：‘孩子，我们那时条件不好，妈妈没
读几年书，现在改革开放了，家里条件
也好了起来，供你读书的钱可是有的，
你可要好好努力呀。’那时我的心里就
暗暗决定：我要活得更精彩！于是放下
杂念，静心读书。”妈妈洗洗满是粉笔灰
的手对我说。

“我的未来我做主”
“罗罗，快起床，要迟到了！”妈妈将

我从被窝里拉起，不情愿地离开暖暖的
被窝，看看手表，才6：30呢。“每次都是
那么早把我喊起来，看嘛，才六点半，还
早着呢。”嘴里嘟哝着，又要往床上躺
去。“还早？你昨天的课文还不会背，赶
紧的，起来背背，否则今天又要被老师
K 了。”妈妈的大嗓门如雷般响了起
来。我伸了伸舌头，穿上轻薄的羽绒
服，揉揉眼睛，赶紧坐到了书桌前，打开
了课本。

背完课文，洗漱完毕，踱到桌边。桌
上摆着热腾腾的浓浓的豆浆和冒着热气
的小笼包子。“我不吃包子，我要吃披
萨！”我嚷道，“有的，来了。”妈妈端上了
松松软软自烤的一盘披萨。

今天是星期五，下午上完课，妈妈驱
车和我回了家。晚饭后，我和妈妈在绿
树成荫的小区里散步，“孩子，如今你们
的生活条件与那时的我相比，真是天壤
之别呀，可是你的未来得自己去闯呀！”

“妈妈，放心吧，我的未来我做主！”
我放声道。

三代人的生活
长寿葛兰中学校七年级4班 张艺罗 指导老师：叶颖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