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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上
缓缓爬了出来，当第一缕熹微的光芒
洒在大地，将万物唤醒时，我已在返乡
路上。

坐在车上，打开车窗，将头探出
去，迎面袭来缕缕凉风，风里裹着泥土
气息还有各种花的香，使劲地抽抽鼻
子，贪婪地吸了一口气。顿时困意全
消。举目望去，路边嫩绿的小草夹杂
着斑斓的野花在我的眼帘里一闪而
过，不禁闭目忆起家乡的那条小河。

儿时，常与小伙伴们一起疯玩，山
坡上、院坝里都留下我们欢快的足迹，
但是那条潺潺的环村而过的小河却是
我的乐园。河岸傲立着排排碧绿的杨
柳，河边铺着柔柔的青青小草，河里波
光粼粼。低头细看，一群群小鱼游来
游去，河底悠然可见细小的石头。小
姑娘在河畔梳妆，将花容献给了它；妇
女们在河边浣衣，将皂香留给了它；钓
鱼者在河边垂钓，将悠闲抛给了它
……小河每天也为我们唱着欢快的乐
曲。

柔枝的杨柳被春风拂起了长长的
秀发，不时将吐着黄绿叶芽的秀发触
到水面，惹来了一群群小鱼的围观。
河畔不知名的野花在春姑娘的抚摸下
绽开了颜，小草也如诗人般摇头晃脑
不知在吟唱着什么，嗡嗡的蜜蜂飞来
飞去，大小的蝴蝶翩翩起舞。偶尔几
个行色匆匆的路人于此慢下了足步，
清清的河水引得他们蹲下身子，掬一
抔水，仰头喝起来，水顺着喉淌下去，
行人不由微闭着眼，任那清爽蔓延全
身。

夏天，小河更是孩子们的最爱。

相约到了河畔，褪去衣服，“扑通”跃进
河里，溅起阵阵水花，溅湿了岸上尚未
来得及脱衣的伙伴。伙伴于是就着湿
衣跳入河里，双手向前推去，一阵水花
射向了光着身子的伙伴，阵阵欢笑和
着阵阵的尖叫腾起。害羞的小姑娘们
则挽起了裤脚，缓缓将脚伸进了河里，
站稳后，轻轻地将水浇在脸上，凉凉的
河水柔柔地轻吻着她们粉嫩的脸，大
胆的姑娘也会在没别的人时偷偷地换
了泳衣在河里扑腾几圈。夕阳的余辉
洒在河面，河面闪烁着金光，伙伴洗去
衣服上裹着的沙土，穿上湿衣回家，赢
得了大人们的责骂，伙伴们也只是一
笑而过。

随着城镇的建设，改了道的小河
从小镇中间淌过，饮料瓶、塑料袋、废
纸等都抛向了它。市民甚至将生活用
水直接引进了河里，于是肮脏的垃圾、
污浊的废水抹去了小河美丽的面容，
河水浑浊甚至发着股股恶臭。杨柳不
堪臭气熏染，命悬一线，小草东一丛西
一丛散落着，河畔蜂蝶没了影，河里小
鱼也不知去向。有时不得已经过它
时，也只是掩鼻而过。小河的影子也
随着我童年的流逝而渐行渐远。

而今乘车回家，一路浓郁的道旁
树尽收眼底，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时
不时见到几只掠过车窗的不知名的鸟
雀。儿时小河的影子也清晰了起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而今全社会
的人都在共同努力着，像对待自己的
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环境，像爱护自己
的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相信明天
将会山更绿，水更清，这片土地上的人
会更加幸福！

家乡的小河
长寿区葛兰中学初2018级4班 刘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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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震惊了
重庆市29中初2020级6班 张钰洁

暑假，爸爸给我买了一对孔雀鱼，不
得不说，软磨硬泡还是挺有用的。

似是那么好奇，其中一只在缸中游
来游去，时而啄啄水草，时而摇头摆尾，
好像对这个新家很满意；另一只则一刻
不停，用头狠命地撞击这缸面，而又俯冲
即下，而又冲刺水面。爸爸说，它有些应
激。

我可对这鱼儿爱不释手了，如此之
美丽的外表，怎能不叫人心醉呢？一条
火红的尾巴上有黛色的斑点，鳞片在阳
光下变幻无穷，有如静谧的粉，瑰丽的
蓝，活力的绿。

我便认为它们弱不禁风了——个头
只有拇指般大，而色彩又如此鲜艳，最多
也只是一个摆设。再说了，它们三天换
一次水，可娇气了。

直到有一天，我去给它们换水，一条
却从缸中跳了出来，且不说我的内心如
何赞叹这弹跳能力强的小东西，光是它
从高处落下砸在地面上“啪”的一声，就
令我心痛不已：它那么弱小，却被这重重
地一击。

更让我意外的是，它竟利用鱼尾拍打
地面，使自己的小小身躯向着水的方向移
动。我伸出去的手顿了顿，还是前去帮助

它，这太令人心疼了。一簇火苗在雪地上
跳动，好像随时都会熄灭。

它并不理睬我，跳得愈发远，愈发
高，心尖上的“啪嗒”声从未停下，它的生
命力、求生的意志怎么如此之强？

那一刻，我震撼极了！
看似柔弱却在此时这么坚强的鱼儿

啊，我就问问你，是什么力量使你有这样
强的求生意志？你回答我：是那你放不
下的另一条鱼，是那近在咫尺的水源，是
活下去的希望，是生命，生命啊！

有那么一刻，你精疲力尽，躺在地上
大口呼吸着，却没有维持生命的氧气；说
实话，有那么一刻你是想放弃的。但你
一定在想：活下去，活下去！

通过坚定不移的心与行动，证明了
自我的价值。

那一刻，我震撼极了！
那么看到这里的你呢？一次不好的

尝试让你想放弃，或病痛的折磨令你想
一走了之，或生活的窘迫使你不再坚持。

那就再呼吸一口，再呼吸一口，想想
这稀有的空气；再想想这条坚定不移而
有极强求生意志的鱼，有什么困难是能
难得到你的？

起来，站起来，战起来！

季节的更替总是轻轻的，悄悄的，像
唯恐惊扰到我们一般。连同那些我们的
欢笑，泪珠，那些一个个自以为无聊而不
愿向别人倾述的故事，一并收藏带走。
为的是要我们记得原来我们还那么鲜活
的存在。即使你也是轻轻的，悄悄的，像
唯恐惊扰到了别人一般的绽放。

西瓜表示很无辜。
路过街道，发现水果店正在清仓处

理西瓜。一个个西瓜被人堆在店门口折
价处理。想必那些西瓜免不了会气鼓鼓
的抱怨一番。抱怨夏就这样遛走了，太
过分！是真的遛走了！不负责任地遛走
了！但其实我想告诉它们，不仅是夏。
春、秋、冬也是如此的。春是从一场雨的
狂欢中遛走的，秋是从一片雪的诞生中
遛走的，冬是从一只熊美梦的完结中遛
走的……他们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呀。
但也许，他们也是舍不得与我们道别，所

以才在这些美妙到难以流泪的瞬间，轻
轻的独自暂时离开了吧。

“可我们折价了，我们折价了呀！”西
瓜们一个个哭诉抗议。

“但你们还是很甜呀。”
我笑了笑。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

与身上的这件外套又碰面了。想起来，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碰面的吧？

我们与之告别的，只是暂时，因为我
们需要分别期，需要一些日子去回忆，需
要与另外的朋友们相遇。

我想夏天是真的走了，他走得轻轻
的，悄悄的。他遛在我身后，摸了摸我的
头发，那一头短发便也轻轻的，悄悄的露
出一截。这应该是他最后送给我的礼物
了吧。然后他就轻轻一跳，跳进那漂浮
着的空气，漂浮着的云，漂浮着的天。将
结局交给了已变成晚枫般依旧火红但不
张扬的夕阳。

今夏轻逝
重庆市第四十八中高二 倪菀岭

你是否见过天空中最后一抹晚霞？
我见过，它很美，很美。但它的美，只能
它自己一个人欣赏，因为，晚霞嘛，那人
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和很久未见的朋
友小聚，和家人吃晚饭，和宠物嬉戏……

望着天空中最后一抹晚霞，我好像
明白了什么：即使没人欣赏，也要绽放自
己的美。

这让我回想起在某张试卷的某篇课
外阅读，它讲的是，在一个野山坡上，有
许多杂草，在杂草中有一棵百合，百合知
道它与杂草不同，它是花，可杂草不相
信，还在背后议论百合：明明是草，还装
花。

但只有百合心里知道，它是花，不是
草，于是它努力开花。功夫不负有心人，
它开了花，可杂草却说：就算你是花，在
这荒郊野岭的，有谁欣赏，开花也是白
开。虽如此，百合还是坚持开花，它想让
风儿将它的孩子送往别的地方。

最后它的孩子开花，开在了人们身
边，每次经过百合花旁边，人们都会停下
匆忙的脚步，望望那美丽的，可爱的百合

花，闻着它特有的清新的芳香。
而在野山坡上的那一株百合花，依

旧努力开花，因为它明白：我的责任就是
开花，即使没人欣赏，也要努力开花。我
想：其实没人欣赏，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开
花，做自己故事里的主角。

望着那天空中最后一抹晚霞，我想
到的不止那个百合花的故事，我还想到
了，我们的生活……

在我眼里，好像学习成绩好的，就可
以得到老师的宠爱，可以获得同学的称
赞。可是，你们忽略了自己啊，你们本身
就很优秀，都说老天为你关上一道门，就
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不必去羡慕别人了，
因为你有的，他们没有。

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
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就是即使没人欣赏也要绽放光芒，
就像那天空中最后一抹晚霞，就像那一
株百合花，加油，为自己而活，不在别人
生活的边缘游荡，忘掉所有的不愉快，做
自己的女王！

这就是生命的真谛。

这就是生命的真谛
鲁能巴蜀中学初2020届8班 蒋永

做一只萤火虫
重庆市江北区字水中学初一18班 杨先慧

指导老师：罗小蓉

夜空闪烁着繁星，一群萤火虫在
自己的黑夜闪烁着，闯出自己的一片
光芒，有的时候竟然也羡慕那一只只
有自己光芒的萤火虫。

“做一只人生的萤火虫吧！”我常
常这么想，发出自己的光芒是多么美
好的一件事，但我又想否定自己，我总
是这么没有自信，没有信心。

张海迪自幼患小儿麻痹症，但凭
借个人毅力自学了多种语言，并用自
己的身体做实验，在医学方面有很杰
出的成就。她都能凭借自己的努力为
自己闯出一片光芒，那我又何尝不行
呢？

生下来就一贫如洗的林肯一生都
在面对困难，两次经商、八次竞选失
败。他本可以放弃，但他并没有如此，
也正因为他没有放弃才成为美国历史

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努力追求散发
光芒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璀璨的痕
迹。

大作曲家贝多芬由于贫穷没能
上大学，17岁患了伤寒和天花，26岁
不幸失去听觉，在爱情上也屡受挫
折，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与命运搏
斗，在乐曲创作事业上，他的生命之
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盛，逆境不但没有
吓倒他，反而成了他获得强大生命力
的磁场。

他们都是名人，他们经历的不是
我们能够想象的，目前我所经历的在
他们眼中微不足道，说什么我不行
呢？我现在都没怎么努力，说什么我
不可以呢？想成为璀璨的星虽然渺
茫，但我们总能成为萤火虫，闯出我们
的光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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