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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泽铭

拉二胡的老人
再一次折返到那艺人前，我心里满是
感慨，又认认真真地听了一回，那曲声确
实动听。宛转悠扬的小调，在熙攘的人群
中少了一丝悲苦，多了一份明快。
“难怪母
亲嘱咐我，定要去给他一些零钱。”我攥着
手中的纸币这样想。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和母亲正往桥
上走，忽地听到一阵拉弦声。循声而去，
发现桥头端坐着一个人。看得出，那是一
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黑发中掺杂了不少银
丝，面目安详，背脊挺得笔直，坐在小板凳
上把着自己的二胡。看得出，那是一把同
样“上了年纪”的琴，平滑的木材在灯光的
照映下，闪出了别样的光泽。
老人手持琴弓，一提手，左右轻缓地
舞动起来。那二胡音色着实棒，仿若是一
匹丝绸，直流而下，其间点点的沙哑，牵动
了桥上数十个路人的心，大家不约而同放
慢了脚步。一曲毕，众人停滞的脚步又流
动了起来，我也想迈步继续前行，却被妈
妈拽住了。
“拉得真好啊！”她感叹道，年幼的我

点点头，不明所以。
她又开口：
“ 这也算是一种付出。”我
又点头，发现停在路当中的我们，不知不
觉挡着不少人的路，
我只想着快点离开。
“我给你一点零钱，你去给那个老爷
爷，好吗？”妈妈开始在包里搜罗起硬币
来。我突然发现，老人拉琴时，好多人都
沉醉其中，但一曲过后，
鲜有人予以回报。
看到妈妈在翻包，不少路人投来注视
的目光。我讨厌被这么多人注视，只想快
些离开，于是扯着妈妈不管不顾地要离
开。妈妈翻了好久也没找到，见我这么固
执也不再强求，
“ 那我们先去别处逛一会
儿，
待会儿再过来哦。
”
说完，
妈妈随我离开
了。我回头看那老人，他像是什么也没听
见似的，
用指节分明的手认真地调着琴。
在桥的附近心不在焉地逛了一会儿，
我按照妈妈的要求返回。老人依然安详
地拉着琴，又一批观众驻足，这次一曲过
后，有几个年轻人上前，我跟着他们，弯腰
轻轻把妈妈给我的十元纸币，放进了老人
面前的帽子里。老人不停地道着谢，并一

一送上祝福，轮到我时，他抬眼望着我，微
笑地说了一句：
“谢谢，祝你学业进步。”看
着他逐渐加深的笑纹，我脸涨得通红，心
虚地低下了头，顿时觉得自己方才的挣扎
显得有点可笑。
后来，妈妈牵着我离开了。夜色中，
古镇高挂的灯笼和湖中飘曳的莲花灯，让
我的眼前朦胧而又迷幻。我回头去看，老
人依旧坐在桥头，认真地拉着自己的二
胡，
琴声阵阵，
随风飘散。
时隔多年，我如今回想起这一幕，觉
得老人很乐观。他那样安详地拉着二胡，
以板凳为座，以树影为台，很难让人认为
他是以此为生的。我试着猜想他的生活
处境：若他在苦难中，是苦中作乐，潇洒
无羁；若他衣食不愁，那便是乐在其中，并
与人共享，
多么乐观、淡然。
如今，无论我心情是喜是忧，只要想
起那老人和他的琴声，心里便会敞亮起
来。
（作者系上海市南汇第四中学学生
指导老师：
倪新华）

猫咪（彩铅）

□周佳宜（作者系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学生）

七彩童年

□张易

我当一回
“妈妈”

壮美的七彩丹霞（摄影）

□王也（作者系南汇二中学生）

心香一瓣

□高舒文

我是一株蒲公英
我是一株不起眼的蒲公英。
我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初夏的日
子，一阵风吹过，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撑
着小伞、乘着风儿飞了起来。我们一路
欢笑，一路高歌。突然，一阵旋风吹来，
我晕晕乎乎地落到了一处悬崖的缝隙
里。
时 间 过 得 很 快 ，第 二 年 ，春 悄 然 而
至。在湿润的泥土中，我萌发了新芽，破
土而出。作为这春意盎然的世界的一员，
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然而好景不长，我开出黄色的花朵没
多久，便遭遇连续多日的干旱，处境变得

越来越艰难。因为身处悬崖，土层很薄，
我的根扎得并不深，感到越来越力不从
心。我的叶子开始发黄，花朵蔫了下来，
身体日渐虚弱，我开始抱怨这恶劣的天气
和恶劣的环境。
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只小鸟的鸣
叫：
“ 嗨，加油！不要放弃，你可是一株自
由的蒲公英。”听完这话，我心里猛地一
颤：
“ 是呀，我还要等到夏天变成一朵绒
球，去撒播种子，
这是我的使命。”
于 是 ，我 重 新 鼓 起 了 勇 气 ，拼 命 扎
根，尽力将自己那细如蚕丝的根须，顺着
那微小的石缝延伸进去。我使劲地钻啊

菁菁校园

钻，一刻不停歇地钻。终于，我又站稳了
脚跟。一天后，我迎来了久违的倾盆大
雨，那美妙的雨水声，奏响了我生命的乐
章。渐渐地，我的叶子又变绿了，花瓣恣
意绽放。
微风中，我自由快乐地唱着歌，尽情
展现生命的活力。有一天，当大地从沉睡
中醒来时，会发现悬崖上，有一朵蒲公英
变成了一个白色的绒球。一阵风吹来，我
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又将撑着小伞飞走，我
们将要去寻找下一个落脚处，期待来年的
春天。
（作者系上海市进才中学北校学生）

前几天，
我当了一回
“妈妈”
。
你是不是觉得奇怪，我还这么小，怎
么能当
“妈妈”呢？事情是这样的，
平时我
总觉得自己学习比妈妈做家务辛苦，
再加
上最近读完了《什么是爱》这本书，
很想感
受一下当妈妈的感觉是怎么样。于是，
我
和妈妈商量，决定角色互换一天，让妈妈
做一次我的
“女儿”，听我的指挥。
约定的日子到了，
我提前一天调好了
闹钟，早上 6：30 就起了床。上午一切顺
利，
“女儿”做作业，我做家务。可到了做
中饭的时间，
我就掉链子了。为了准备午
餐，光洗菜和切菜我就用了将近一个小
时，手又酸又累。炒菜时，我更是热得满
头大汗，还时不时有油溅到我的手上，真
疼啊！听着油在锅里
“刺啦刺啦”的声音，
我的心就跟着一惊一乍的，生怕烫伤自
己。无奈，
我只得请
“女儿”帮忙。为了不
丢面子，我还在一旁假模假样地说：
“‘女
儿’
，来，
今天
‘妈妈’
教你炒菜……”
吃完中饭，我安排好“女儿”的作业，
便去晒衣服了。无奈身高有限，
我够不着
我们家的晾衣架，又不得不红着脸去请
“女儿大人”帮忙。我和
“女儿”分工合作，
我负责用衣架套好衣服，
“女儿”负责挂衣

服，我们终于合作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
务。
过了一会儿，
“ 女儿”做好作业后，我
便开始检查作业。刚开始，
我用计算器检
查“女儿”的数学题，后来，我发现心算更
快。终于，我挑出了一个错误，得意洋洋
地命令“女儿”过来订正。我还学大人的
样子开始教训起“女儿”来：
“你怎么那么
粗心，居然漏了两个零！这就好比 1 岁和
100 岁，
这差距得有多大呀？”
做“妈妈”的一天可真难捱。还没到
傍晚 6 点，我便申请换回角色，做回女儿
了。通过这次角色互换，
我终于知道妈妈
有多辛苦。虽然母爱不图回报，但是，作
为儿女的我们，
也不能总是让妈妈过分操
心。妈妈，
我爱您！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外国语
小学学生）
点评：
这篇习作的语言生动形象，活泼有
趣。小作者通过和妈妈一天的互换角色，
体会到了做
“妈妈”
的辛苦，
最后进行了总
结升华，
这样的生活体验和记录非常有意
义。
指导老师：
王良芳

□何知延

难忘的“开学第一课”
刚刚过去的 9 月 1 日，对我来说是个
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我上了两节精
彩的“开学第一课”：一节是学校的开学典
礼，一节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
那天一大早，妈妈把我送到学校。刚
下车，我就惊喜地发现：王校长正笑盈盈
地站在大门口迎接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点点”也热情地挥舞着毛茸茸的小手，为
每位同学递上了一份新学年礼物——一
个锦囊。我忍不住立即打开锦囊，发现里
面除了一份《开学指南》，还装着一个精致
的小香袋。香袋可是老师们利用假期自
己配制的，里面有丁香、白芷和薄荷，据说
可以提神醒脑哦。

之后，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大礼堂，参 ‘正’、目不斜视就是‘直’。”这两个汉字造
加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其中有一个“明珠
字的意图，就是要我们做个正直的人，看
开蒙礼”的环节令我印象最深刻。那一
清道路，
奔向目标。
天，一年级的学弟学妹们拜师学礼，校长
节 目 中 还 有 一 名 96 岁 高 龄 的 翻 译
给 新 生 代 表 点 了 朱 砂 痣 ，寓 意“ 启 蒙 开
家，他说自己现在每天还要看几页《莎士
智”。随后，身着汉服的同学还齐声朗诵
比亚》才睡得着，他的目标是翻译到 100
了经典诗词。
岁。还有一位名叫理查德的“汉字叔叔”，
晚上回家，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收看了
虽然是个外国人，却非常热爱汉字，还专
中央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中华骄
门建了一个网站传播汉字文化。他们的
傲》。节目共有“字以溯源”
“ 武以振魂” 故事让我深受鼓舞，并且暗下决心，一定
“文以载道”
“棋以明智”
“丝绸新路”5 个章
要好好学习，争当文化的使者，为中华传
节，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
统文化走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才智。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
大精深。那一晚，我记住了汉字“正直”两
学学生 指导老师：
王燕）
个字的来历，王宁教授说：
“行不离轨就是

小编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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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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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eshengwencui1@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