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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S

小编的邮箱里，最近又收到了

不少同学和老师的投稿来信。真诚

感谢大家对“学生文萃”的支持，我

们一定会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今

天的版面上，就有几篇自发来稿的

作品，其中有你的吗？

如果你还在犹豫，赶紧行动

吧！无论是散文、随笔、诗歌、读后

感，抑或是绘画、摄影和书法，都可

以在这里尽情展现。稿件一经录

用，我们都将开列稿费、赠予样报！

投稿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丁

香路716号B楼2楼吴燕收。邮编：

200135。

信封上请写明“学生文萃”投稿，

稿件中请写明姓名、学校、班级、联系

地址、邮编等信息。非文字类作品建

议拍成图片格式发送至邮箱，原稿恕

不退回。

邮箱地址：
xueshengwencui@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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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雾霾迷离，细雨纷飞，窗内却别

有一番热情。我们一大家子聚在一起边

吃边聊。

爸爸从冰箱里拿出啤酒，掏出开瓶

器，“呲啦”一声，啤酒被打开了。泡沫在

瓶中翻滚、升起，险些溢出杯外。爸爸连

忙把泡沫吸进嘴里，他“咕噜咕噜”地大

口吮吸，很是享受这小小的失误。而那

一刻，我的目光却一直聚焦着桌上那个

静静躺着的东西——瓶盖。

皇冠形的齿轮美轮美奂，我静静地

坐在桌前，看着那凹凸不平的齿轮，透过

它，我若有所思。

19世纪 90年代，瓶盖大多都是螺旋

形的，那种瓶盖不仅制作麻烦、产量难以

保证，而且还会因为密封性不强而造成

渗漏，长期保存还会引起变质。那个时

候，很多人为此而发愁。

创意的火花时常会在不经意间闪

现。一位叫威廉·佩因特的美国机械师

夜以继日地研究各种不同形式的瓶盖，

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妻子看着他辛苦的

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不耐烦地说

了一句：“把它放在瓶子上，使劲往下按

不就行了吗？”妻子的这一句话深深启发

了他，不久“皇冠瓶盖”得以诞生。

大概没有人想到瓶盖也是有故事的

吧，正如很多人觉得，在生活里自己是常

常被忽略的那一个人。其实，一个人就

犹如一个瓶盖，只有在一次次脚踏实地

的实践中不断创新，你的能力才会被发

现，得到赞美。

我回过神来，重新注视着瓶盖。那

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人生，瓶盖的使命在

人们享受幸福的时候便终结了。在小小

的瓶盖面前，我忽然又感觉到了自己的

渺小。

沉思良久，我又意识到——人生如

瓶盖。是的，每个小小的瓶盖之内，都隐

藏着一个巨大的皇冠。无论你是一个多

小的瓶盖，请记住：翻转过来，你就能看

见，那熠熠生辉的皇冠。

（作者系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学生
指导教师：严璐）

又是一个夜晚，上海的夜空依旧是

这样漆黑，映衬着七彩的霓虹灯，有些绚

丽、有些魔幻。抬头仰望，几乎不见一颗

星星，目光所及处，只有穿梭的人群，呼

啸而过的车辆——这一片魔都的土地。

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一场梦，那一

段旅程，那一些人，那一份真情。大别

山、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这个如

此接近天堂的地方，曾深深触动了我心

灵中最柔软的部分。而那儿的星空，是

我见过最美的、最真的、最有人情的。

我将心留在了天堂，即使身处人间。

依旧记得在颠簸的车程后第一眼见

到的天堂寨，青山绿水、雨雾缭绕，四周

满是花草树木。满心欢喜的我们，期待

着在这样一个类似天堂的地方开始一段

不凡的生活。

捐赠仪式结束后，身边的同学一个

个被住家带走，我打着伞默默等待着接

我的那个人。终于来了，一转头，映入眼

帘的是大哥温暖而亲切的笑容。

就这样，我和几位同学提着行李坐

上住家大哥的车，驶向那个我们将要生

活5天的家。一路上欢声笑语，像是忘却

了所有的烦恼。那时的我，不会想到短

短几天后，自己竟会那般不舍得离开这

片土地。

走进大哥家，我们发现干净整洁的

房间里瓷砖和地上纤尘不染，印花的被

子带来一种温暖的乡土气息，浴室也远

比想象中好得多。而饭菜是那般香甜可

口，满满的一大桌承载着浓浓的情谊。

这不是我们的第一次旅行，但在这

样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你实在无法

将自己置身事外。即使在心房上上了一

道道的锁，也终是被这儿的纯真笑容、淳

朴情谊打开心锁。

回忆，什么都值得回忆。

依稀记得大姐带我们上山挖笋那

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合着我们并不嘹

亮却兴奋的歌声欢笑；记得坐在大哥的

敞篷车上，被山路颠簸得腰腿酸软的我

们却乐此不疲；记得臭烘烘的黑毛猪，因

我们的到来而从睡梦中惊醒的模样；记

得手拉手走过的那座晃晃桥，爬山涉水

只为看一眼山顶……然而，最让我忘不了

的还是那些孩子。

我们在一起玩过老鹰捉小鸡，玩过

切西瓜，玩过木头人，玩过很多很多我小

时候甚至都没玩过的游戏。我们在一起

上过语文课，上过音乐课，上过英语数学

体育等等……短短几天的相伴，我发现

自己是如此愿意一直陪伴着你们，哪怕

是帮你们监考，默默看着你们认真答题

的模样。

忘不了啊，忘不了手牵手漫步在星

空下的我们，走在漆黑的道路上，全因

你们的陪伴而给予我勇气。星星好

美，而最后一天晚上的星空格外的

美。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亮的北斗七

星，还见到我自己的星座，可惜的是照

片拍不出感觉，只能永远铭记在我心

中。最后的拥抱我没有哭，我记得你

们问过：“姐姐，你为什么这么爱笑

呢？”因为有你们，我的笑容才时时挂

在嘴边。无数的泪水与欢笑都化成感

谢，谢谢你们，孩子们，是你们让姐姐

认识到这大山中各种各样的植物动

物，是你们让姐姐回归了童心再疯狂

一把，是你们让姐姐了解到爱与笑其

实就是这么简单……

孩子们，住家大娘大姐大哥，天堂寨

的人们，大别山的那片土地，我珍藏心

中。我知道，那里是天堂。而天堂，就在

心间。大别不别，心意永恒。

（作者系上海市进才中学学生）

我的班主任叫刘玮，她高高的个子，

宽宽的身架，方形脸，那双躲在镜片后的

富有神采的眼睛，时而会闪过一丝俏皮。

刘老师很有个性。她走起路来有时大

摇大摆，悠闲自得；有时风风火火，健步如

飞。她爱憎分明，每当看到我们取得一点

进步，就会展颜欢笑，大加鼓励；每当我们

不思进取，学习懈怠时，她又会声色俱厉，

严肃批评。

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做事果敢，有

点像“都教授”，时常把我们从烦恼中拯救

出来。

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外面下起了

雨，数学老师就留在教室里让我们做练

习。眼看一堂体育课就要泡汤了，同学们

有的站起来向窗外张望，有的双手交握祈

求雨神来解救。正当我们坐立不安、沮丧

万分之时，刘老师犹如天神“从天而降”。

她用眼光迅速地扫视了一圈，看到我们一

个个恳求的目光，对数学老师说：“这节课

我有事征用了！”数学老师只好收拾教具

讪讪地离开教室。随即，刘老师下达了指

令：“快！收起作业。我们这堂课下棋。”

“耶！”教室里顿时一片欢声笑语。

她有着诙谐的性格，幽默的语言，总

能在不经意间指出我们的错误，让我们愉

快地接受批评，反省自己的错误。

有一次，我坐在座位上不由自主地跷起

了椅子。刘老师看见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

对我说：“哎，女侠，练轻功啊！”同学们听了一

阵哄笑。我吐了吐舌头，赶快坐端正了。

我的班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智慧

的人。她既是我们的知心人，又是我们心目

中的女神。和她在一起，我总能愉快地进

步，感觉到校园生活的魅力。我想对刘老师

说：“谢谢您陪伴我们成长，我喜欢您！”

（作者系福山外国语小学学生 指导
老师：姚静贤）

前几天，外公外婆结伴去风景如画

的九寨沟旅游。每次外出旅游，外公都

会拍录像，回来和我们分享美景。我可

真期待，这次外公会给我带回怎样的美

景啊！

于是，外公外婆出发的当天晚上，我做

了一个梦。这个梦很神奇。我梦见我和爸

爸妈妈一起跟着外公外婆去九寨沟，爬上

了一座高大雄伟的山。山上云雾缭绕，好

像仙境一样。我兴高采烈地往上爬，好想

伸手摸一摸这些云是怎样的。刚爬了一会

儿，看到一朵云慢慢地从云堆里掉了下来，

孤零零地在我眼前飘着。我心想，它是不

是有恐高症啊，是故意来引起我的注意，还

是……

正想着，这朵云居然撞到了我的脸

上。我下意识地拿手在脸上一挥，那朵云

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我不管三七二十

一，继续跟着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往上

爬。谁知，还没爬几步，那朵云又飘回到

我眼前。我忍不住对它说：“你是不是挑

衅我？别以为我抓不到你！”那朵云似乎

听懂了我的话，在我身边绕来绕去，我一

伸手，它就赶紧飘到另外一边去了，我一

缩手，它又马上飘了回来，好像在和我躲

猫猫。

过了一会，这朵小云更加顽皮了，一会

飘到我身后，一会飘到我头顶上，一会又飘

到我脸上。还真没想到，这朵小云飘到我

脸上的感觉竟然跟棉花糖的感觉一样，软

软的、甜甜的，我的口水不知不觉地流了下

来，真想咬一口啊！于是，我一伸手，把“棉

花糖”牢牢地抓在手里，一口，两口……很

快，这朵“棉花糖”光荣地牺牲啦！我兴奋

地叫住了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告诉他们

我们身边的这些云都是可以吃的哦！于

是，我们一大家子开启了“棉花糖”盛宴。

我们一伸手，这些“棉花糖”就乖乖地落在

我们的手心里。越来越多的小云，都飘到

了我的周围。我越看越开心，奔着跑着去

追这些小云，突然一脚踩空……我眼睛一

睁，发现自己躺在舒服的被窝里，原来这是

一个美妙的梦啊！

等外公外婆回来后，我希望在他们拍

的录像里，能看见我梦中的“棉花糖”。

（作者系浦东新区第二中心小学学生）

假期里，我去爷爷奶奶家玩，看见他们

家的屋檐下有一个鸟窝，我兴奋极了！

爷爷奶奶告诉我，那个鸟窝是他们亲

手给小鸟们搭建的，里面住着五、六只小

鸟。它们长着尖尖的嘴，黑色的羽毛，白

色和红色相间的肚皮，可爱极了！

刚到爷爷奶奶家的那天，小鸟可能有

点认生，看见我就飞得远远的。过了几天，

我即便用水枪喷田里的菜，它们也会在我

的近旁飞上飞下。在陪伴小鸟们的日子

里，我发现它们特别勤劳，每天都起得很

早，一起玩耍，一起飞出去找食吃。它们还

特别友爱，大的鸟还会把捉到的虫子送给

幼鸟吃。

爷爷告诉我，人类要和大自然和谐相

处，人类亲近自然，鸟儿也会亲近人类。回

上海后，我一定会想念这窝小鸟的。

（作者系浦明师范附属小学学生 指导
老师：周颗）

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已经下了

一上午了。静静地趴在窗台，闭上眼，用

耳朵仔细聆听着这大自然的乐曲：雨，错

落有致地落在屋檐上，落在玻璃窗上，落

在我的周围，时缓时快，不停地在敲击中

演奏着大自然的歌曲，让我享受了一场

听觉盛宴。这时，一滴小水珠冷不防地

落到了我的手背上，我猛地睁开眼，一种

记忆从内心深处慢慢弥散，随之又聚拢

在了心头——啊，那场同样的雨。

那是小学时候的事了。那天是体

育课，明知道天上布满了乌云便意味着

会下雨，可同学们仍然到操场上整队，

然后像往常一样开始上课。果然，体育

课开始没几分钟，小雨便从天空中洋洋

洒洒地落下。可大家没有丝毫回教室

的意思。小雨慢慢转为倾盆大雨。操

场上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一个班的学生

还在。

忽然间，不知是谁开始在雨中奔

跑，全班似乎都被感染了。在雨中，我

们开始肆意地奔跑和欢笑。我们呐喊

着，释放着心中一切的不满和委屈。雨

水打湿了衣衫，嘴里灌满了雨水，脸上

也全是雨滴，可根本没有人在乎。那一

刻的我们，是如此轻松、欢乐。我们在

雨中蹦跳、雀跃，毫无顾忌地大笑。雨，

在我们的欢笑声中越下越大，豆大的雨

点打在操场铁栅栏上，发出“叮叮当当”

的声响，仿佛在为我们的狂欢伴奏。

慢慢地，我们安静了下来，互相看

着对方滑稽的模样，沉默了一会儿，随

即又爆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大笑。至今

我都清楚的记得，操场上的我们以及彼

此银铃般的笑声。

当然，结局免不了被班主任训斥，但

大家都感觉很值得。只是如今想起，那时

的我们又怎会明白几年后面对的即是分

离。做了五年的同窗，我们在一起疯狂

过、放肆过，只是如今，大家早已是各奔东

西。又是否会有人像我一样，忆起当初的

那场雨，那四十几颗紧紧相依的心？

窗外的朦胧雨幕持续着，水珠“滴

答滴答”地落在掉漆的窗沿上。我静静

聆听着这场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的雨，心

中默念：我曾经的同窗们，如今可安好？

（作者系南汇一中学生 指导老师：
姚剑蓉）

镜子中的妈妈 □陆绍煜（作者系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百名市民小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