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这本书的那一刻，看着窗外漫天

纷飞的小小碎雪，心感寒凉。当年，杨绛

先生与其夫天人两隔，怕也是这种心境、

这种寒凉。是的，那是失去家的孤独，感

伤无尽。

——题记

想念

是一场梦吗？

假如是一场梦，

又何必如此真实？

是怕极了生离死别的老人，

又怎会不怕孤独？

在《我们仨》中，有这样一句话：“梦是

反的。”那么，这世界谁又是主角？至少，

杨老明白梦是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

里，自己是主角，并且知道，“想念”这种

酒，只在梦中才能饮得一醉。

杨绛先生随钱老出国留学，见识大千

世界，途中生得一女，名为“钱媛”，小名圆

圆。就是这个孩子，使得钱杨的情感更为

紧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成了能

让杨绛先生永远难忘的幸福。

关于何为人生，杨老写了一本书，钱

老也写过一本书，前者写的叫做《走到人

生边上》，后者写的叫做《写在人生边

上》。是巧合吗？我想，只因为同样怀念

当年人，便有了同样的心境：暂且整理生

命中有价值的事物。

想念总是不可避免会流泪和心伤。

“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可叹斯人已

逝，唯有通过文字，唤回当年的年轻和幸

福。于是在梦中，和现实撞个满怀。

时间

当我们在青春中无比风骚地挥霍时

光，

有些人却是不能挽回的老去了。

当他们看见我们，

会不会怀念？

会不会羡慕？

会不会忌恨？

我们要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活着。

1935 年，钱杨二人来到英国牛津求

学，经历了生命中最青春的时光，四处闯

荡，好不快活——能把下公交摔得一大跤

说成“吻了牛津的地”；能把散步说成“探

险”；能把厨房的失败，说成是“由原始人

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在

这种环境下，新婚的闯荡也变成了蜜月，

求学的严肃也成为了浪漫。

能在艰苦中寻到乐趣，恐怕也只有钱

的幽默和杨的柔肠可做到这般吧。两人

算是幸运的，身边还有如此多的朋友相

伴。只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不会长久。

重回牛津，钱杨两人有了孩子，人生

的真正坎坷才刚到来。杨方知做母亲的

并不好过，时间是生命，生命又何尝不要

给予时间。

在牛津的一番历练中，生活给予了钱

杨夫妇无穷的勇气。一番千难万险，两人

回国了。或是生离死别，或是入险还生，

抑或是造化弄人……可谓坎坷异常。

幸运的是，有情人在一起。不管时

间是如何漫长，生活是如何艰辛，两人相

伴的日子，成了杨绛笔下最花笔墨的部

分。

可是，怎奈时光带走了人生中最美好

的东西，也正如杨绛于 96岁高龄时说过

的那句话：“我死了是我摆脱了遗体？还

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我想不明

白。我对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搁下不想

了。可是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自己想

不明白，就只想问问人，而我可以问的人

都已经走了。”

是啊，“走了”。杨老也仅是一个老人

家，也不愿说出这“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

的‘死’字”。

空间

喜欢上了探险，

也是喜欢上了刺激的生活，

想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

想做一些没做过的事。

到哪里都一样，

因为有你。

杨绛先生在本文中写得最多的，是和

钟书先生以及他们的女儿“圆圆”一起四

处游历，经历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

看似是对过去岁月的重温，事实上是

在寻找和夫君、女儿共同走过的足迹，好

像那沙滩上的脚印，模糊却又深浅分明。

从中国到欧洲，再从欧洲到中国，那

些一同经历过的酸甜苦辣，一同去过的地

方，成为回忆里的珍宝。

钱杨夫妇从居家“小白”转变为熟络

造伙厨事的“多年”夫妻，也不过是大半年

的时间。短短半年多的经历，跨越了大半

个世纪才落笔纸上。而怀念不及处，杨老

便用“记不清”，或是直接跳过、只讲重点。

是的，无可奈何，人老了似乎就只能

含糊地活着了。若还是像年轻那时骄傲

地俯视大地，早不知道要摔几个大跟头

了。

书中，杨老这样写道：“我和钟书一同

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

年轻那会儿，她就是这样和那个曾守诺一

辈子的小伙到处走走，不知到过什么地

方，只是心中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一辈子便牵在了那个家上。所以，当家没

有的时候，会迷茫，会慌张，会悲伤。

只可惜，像做梦一样，天人永隔了，家

也散了。正如杨老在书中写道的：“三里

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

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

（作者系上海市洋泾中学学生 指导
老师：马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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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思贤品读人生

想念也作无奈 倾肠只剩无语
——读杨绛《我们仨》有感

□顾子杰稚趣童言

我很爱模仿，模仿卡通人物、模仿笑

林盛典……那一次，因为模仿发型师给自

己剪头发，还闹出过一个笑话。

那天，我在家收看电视里正在播放的

发型设计大赛。我特别喜欢“开心超人”

那种两边翘起来的头发。正巧，爸妈不在

家，没人干涉我，于是我决定当一回自己

的小小发型师。

说干就干！我披上毛巾毯，拿起梳子

和剪刀，对着镜子照了一照。嘿，还蛮像

模像样的哩！可是，从哪边开始剪呢？我

思忖了一下，决定先剪两边的头发。我找

出几个晒衣服用的夹子，把中间的头发先

夹起来。哈哈，镜子里我的有了一根“洋

葱辫”，真可爱。

正式开始剪了，我抓起头发，手起刀

落，“咔嚓咔嚓”，头发像秋风中的落叶一

般纷纷落下来。我闭上眼睛，不让碎发掉

到眼睛里。“忍一忍吧，小帅哥马上要诞生

了！”我暗自给自己鼓劲，摸索着继续。

大功告成，我睁开眼睛一看，“啊！镜

子里是个头发长长短短的小怪物，脸上还

粘了好多碎发。”

过了一会儿，爸爸妈妈回家了，他们

看到我的古怪发型吃了一惊，得知是我这

个小发型师自己的杰作，不禁大笑起来。

幸亏这是在暑假里，要不然怎么见同学和

老师呀！

小时候的我就是这样天真单纯，做出

的傻事让人可气又可笑。

（作者系浦东新区园西小学学生 指
导老师：张伟兰）

小小发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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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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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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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 3日，我一大早就守在电

视机前，准备收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

10点整，阅兵开始了。习主席先乘

坐国产红旗牌轿车，沿预先定好的路线检

阅队伍。接着，空中飞来了好多架直升

机。它们是空中护旗方队，先是6架直升

机，其中两架下挂有中国国旗。随后，20
架直升机组成“70”字样以示抗战胜利 70
周年，还有 7架直升机机尾喷出 7种颜色

的烟雾。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兵方队。他

们坐在车上个个精神饱满，有几位老兵全

程向人们敬军礼。他们中最年轻的也有

80多岁了，最年长的已经 102岁高龄了。

可这一天，他们一个个神采飞扬，感觉年

轻了十几岁一样，有的向观众挥手，有的

庄严地敬上了军礼，也有的眼里噙着泪

花。他们每个人胸前都挂满了勋章，这说

明他们参加了不少战斗，立下了不少功

劳。

老兵方队经过之后，是 10支英模部

队。他们步伐整齐 ，展现了我国军人的

风采。“如果没有这些抗战老兵和英模们

的浴血奋战，今天，我们会怎样呢？”看着

看着，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随后的 17个外国方阵各有特色，俄

罗斯方阵的士兵特别年轻英俊，裴济方阵

的士兵穿着裙子，有些方阵的领队指挥官

拿着弯刀……

最后，轮到军备展示了。浩浩荡荡的

坦克方队就像一股钢铁洪流驶过天安

门。我心想，如果侵略者再敢来侵犯，这

些坦克一定会把他们碾得溃不成军！

地面展示的同时，空中也十分精彩，

指挥机方队、海上巡逻机方队、两个歼击

机方队、轰炸机方队和舰载机方队依次出

场。它们在空中排列得十分整齐，听老师

说，其中有一位飞行员叫孙陆宇，是我们

浦东人，我真是太骄傲了！

阅兵结束了，但我激动的心情却久久

难以平息。我感觉到我们的国家变得越

来越强大，我由衷地为祖国而感到骄傲和

自豪！

（作者系上海市东昌东校学生 指导
老师：王晓云）

□王乐帆成长日记

我为祖国而骄傲

你那在阳光中微笑的脸，

像一朵灿烂的玫瑰。

我好想拥抱你，

可是我克制住了自己，

我想多看看你那活泼而可爱的脸。

你到底是谁？

是我们常常叫的小晓？

还是我心中的小精灵？

我想牵着你的手一起飞向未来。

还记得我们曾经走过的七座桥吗？

那时候，

你站在油菜花田里，

阳光照在你身上，

你好像一只小鸟，

在天空中翱翔。

我想再看看你那可爱的脸，

可是你离开了我，

当我再次遇见你，

你变得更可爱了，

你和我永远心连心，

在一起。

（作者系明珠森兰小学学生 指导老
师：方浩英）

□施宇涵诗意翩翩

在一起

假期里，爸爸妈妈带我到苏州游

玩。两天的苏州之行最令我兴奋的就

是打高尔夫球。这可是我第一次打高

尔夫哦！

那天一大早，我的心情跟阳光一样

灿烂。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训练场，我好

奇地东张张、西望望，连个球洞都没看

到。咦！电视里打球不都是挥杆入洞

吗？我正疑惑着，爸爸仿佛猜透了我的

心思，对我说：“要打好高尔夫先要学习

挥杆。”我不以为然地想：挥杆还不容易

吗？小事一桩。我自信满满地挥起球

杆，可是连挥几次，球杆都与球擦肩而

过，连球都没有碰到。我脸涨得通红，

看着一旁的爸爸每次击出的球又远又

直，我赶紧向爸爸请求“支援”。

爸爸笑眯眯地走到我身边，温和

地说：“你先打一遍给我看看。”我两脚

略微分开，双手用力一挥，只听“砰”的

一声，虽然这次终于击到了球，可是球

没击远，却把草地重重地打了一下。

我尴尬地低下了头。

爸爸非但没有取笑我，反而更加

耐心地指导我：“腿再分开一点，与肩

同宽。”说着还示范给我看，我“依样画

葫芦”空挥了几下，果然比之前好多

了。爸爸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的

肩膀太僵硬了，试着放松一点、放平一

点，否则击出的球肯定会偏。”我认真

地记住每个要点，反复练习挥杆，一

下、两下、三下、四下……每一下都比

之前自然了一点。爸爸连连点头，称

赞我进步了许多，我的自信心也越来

越足了。

终于，爸爸让我击球了。我胸有

成竹地站到球旁边，双肩放平、握紧球

杆、对准球，轻轻地一挥，白白的小球

带着弧度迅速地飞了出去。“好球！”爸

爸妈妈在旁边为我喝彩，我心里也乐

开了花。

（作者系福山外国语小学学生 指
导老师：王淑芬）

□丁千哲七彩童年

第一次
打高尔夫

动物园 □许奕恺（作者系中福会幼儿园学生 指导老师：艾米童画馆 Amy）

老弄堂（卡通漫画） □张宇莹（作者系进才实验中学学生 指导老师：王宗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