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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雪菲

发现生命的价值
大自然是神奇的造物主，自然界中的
万物无论其形态大小，都有着各自顽强的
生命力。关于自然生物的每一次发现，都
带给我不同的震撼；每一次思索，都让我
感悟到生命的真谛……
“霜叶红于二月花”，那年，我随家人
一起前往加拿大著名的枫叶林赏枫。秋
阳下，远远望去，那连绵的枫树宛如一大
团燃烧的火焰，染红了天际。走近细看，
片片枫叶又是如此细巧精致，一阵微风吹
过，那叶子如天女散花般飘落，似翩翩起
舞的羞涩少女。
“滴答……滴答……”忽然，天空下起
了雨。抬头一看，俏皮的小雨点追着跑着
落下来，透明的雨滴串成了一大席水晶
帘，悬挂在天地间。正懊恼于赏枫心情被
大雨无情破坏时，一群不知名的小虫吸引
了我的注意力。
眼前的它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沿

着一颗大树的树干向上攀登着。它们如
此渺小，远远看去，就像密密麻麻的小芝
麻点。
我正看得入迷，突然它们乱了队形，
慌里慌张地向下逃窜。仔细一看，我发
现原来是其中的几个小不点儿，被残留
在树干上的树胶粘住了、动弹不得。还
有几只，正叉开没被粘住的那条腿用力
地 挣 脱 着 ，似 乎 连 折 断 腿 也 在 所 不 惜 。
我心头不由得为之一震：小小的它们竟
如此顽强，令人折服。
没过多久，我又惊讶地发现，几只小
虫背着沙粒，正一点一点地往同伴被粘住
的地方靠拢。
“它们难道？……”我还没来
得及细想，已经看到了答案。
只见这些小虫爬到了树胶边，前腿缓
缓地靠近，小心翼翼地放下沙粒，之后又
迅速离开，继续搬运沙粒。我还发现，往
回走的路上如遇见向上攀登的同伴，它们

会稍稍停一下，像在悉心叮嘱着什么。有
的小虫背的沙粒较大，小小的身体无法支
撑，似乎马上就要瘫倒在地，返回的同伴
都是“热心肠”，马上前去接应，帮着一起
背，
继续艰难向上。
不多时，这些小虫在树胶上筑出了一
条“安全通道”，然后重新排好队形，一个
个走过，继续朝上攀登，就好像士兵迈着
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
这些小虫的身形是如此渺小，看似不
堪一击，但它们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存在
的价值。它们是智慧的，遇到问题会想办
法解决；它们是顽强的，哪怕有阻拦也要
继续攀登；它们是团结的，互相支持、齐心
协力、携手并进……
生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经历了其有
血有肉的过程。再渺小的生命，也会有属
于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上海市进才中学北校学生）

梦（漆画）

□夏张贝（作者系上海市川沙中学学生）

心香一瓣

□马良博

“悼念”
酵母菌

六盘山诗意图（中国画）

□张欣仪（作者系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学生）

成长日记

□周毅诚

我学会了坚持
我是一个小马虎，做事总是“三分钟
热度”，起先很感兴趣，一旦遇到困难常常
选择放弃。不过那一次，在奶奶的帮助和
引导下，我学会了坚持，踩了整整一缸咸
菜呢。
奶奶家住在乡下，春天正是做咸菜
的好季节。双休日的一天，我来到奶奶
家，发现她正准备自制咸菜。
只见奶奶先把碧绿、新鲜的青菜一
层层铺平在缸底，然而均匀地撒上盐，接
着穿上套鞋准备走进缸里踩。我一看觉
得很有趣，便自告奋勇道：
“ 奶奶，我也想
踩咸菜，行吗？”
“ 当然可以！”奶奶从缸里
走出来，让我换上套鞋，扶着我小心翼翼
地走入缸内。之后，我兴高采烈地踩了

起来，感觉像是在原地跑步一般，左右脚
到了诀窍：一只脚稳稳地踩在缸的正中
轮换着踩，青菜叶子和茎里面的水分被
间，另一只脚像时针一样绕着缸的边缘
我挤了出来，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真
踩。很快，四周的青菜也被我踩出了水
是好玩极了！
分，之后，奶奶又铺上了一层新鲜的青菜，
可才踩了五六分钟，我便没了兴趣， 撒上盐，
如此循环反复。
觉得腿也酸了、力气也没了。我对奶奶
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踩完了一
说：
“ 奶奶，踩咸菜太累了，我不想干了。” 整缸咸菜。最后，奶奶在咸菜上面压上了
奶奶笑着说：
“ 现在知道踩咸菜没那么容
大石头，盖上了盖子，然后笑着对我说：
易了吧？不过，做事可不能半途而废。你 “差不多再过半个月，就能吃到美味的咸
看，你只踩了缸中间的菜，四周的菜还没
菜啦。”
踩到呢。坚持下去，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
别以为踩咸菜很简单，是它让我明白
咸菜。”
了做事要认真和坚持。对了，奶奶那天还
在奶奶的鼓励下，我又开始继续踩。 特别表扬了我呢。
我试着站在缸的边缘踩，可是重心不太好
（作者系浦东新区园西小学学生 指
把控，一不小心缸就容易翻倒。之后我找
导老师：
马春来）

七彩童年

□章佳蕴

我是小小新上海人
那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去日本旅
行。路上，不少当地人用英语问我：
“小朋
友，你从哪里来？香港还是台湾？”妈妈在
一旁低声提醒，示意我回答：
“ 我来自上
海。”没想到，对方听到后不约而同地发出
惊叹：
“哇哦，原来是上海，一个神奇的、充
满魅力的城市！”
“为什么要说上海？”之后，我悄悄地
问妈妈：
“你和爸爸都是浙江人，以前你不
经常说我也是浙江人吗？”妈妈笑着拍了
拍我的肩膀：
“你的籍贯确实是浙江，但是
你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你就是一个
地道的小小新上海人。”
说起来，我这个小小新上海人曾经因
为不会说上海话而苦恼，甚至连听都听不
太懂。记得我刚上小学时，妈妈经常会问

我：
“ 在学校上课，老师说的话能听懂吗？
平时能跟小朋友交流么？”妈妈真是杞人
忧天，上课的时候，老师们说着像播音员
一样标准的普通话，同学们也只在课间用
上海话交流或者开玩笑。
“ 一歇哭，一歇
笑，两只眼睛开大炮……”我也跟着学会
了不少呢。妈妈告诉我，20 年前她刚到上
海来时，因为不会说上海话，生活上还感
觉有些不方便。
“妈妈，上海现在可是国际
化大都市呢，
你放心吧！”我说。
每年假期，我总是会去爸爸妈妈的老
家住上一阵，虽然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家可以吃到各种好吃的，
但没过几天，
我总
会有一些想念上海——想念上海的博物
馆、游乐园和大公园，想念上海的大饼、油
条、豆浆、小笼包，还想念家门前的电影院

以及美食一条街，那条街上能品尝到正宗
的西安肉夹馍、
台湾牛肉面、
日本寿司和西
班牙海鲜饭……想起来就直咽口水。不
过，这些可不能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说，
不然他们更要叫我
“上海姑娘”
了。
是的，比起浙江人，我更觉得自己是
上海人。上海，这座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的大都市，不仅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和谐便利的温馨社区，还有高科技范儿的
科技企业以及底蕴深厚的传统建筑和文
化。上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了力
量，也为南来北往的新上海人提供了一个
包容、祥和的家。
祝愿上海越来越好！
（作者系上海市浦明师范学校附属小
学学生）

“快来尝尝我做的蛋饼！”
我一下子目瞪口呆：
“ 酵母菌辛苦为
一大清早，
一阵
“河东狮吼”把我和老
我们工作，
我们却让它们牺牲了？”
弟从床上叫醒。这几日，母上大人为了
“不止 是 酵 母 菌 。 其 实 ，每 时 每 刻
“改善伙食”，决定亲手和面、发酵、烙饼。 都有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在死去。”母上
我冲进厨房一看，里面热气腾腾，她正用
大人语重心长地解释道：
“ 你爱吃的鸡
锅铲裹着一块看似由鸡蛋和葱花做成的
蛋里也有一堆微生物，你炒蛋、煎蛋、煮
发面饼。
蛋、蒸蛋时，它们连着蛋本身都死掉了；
“主要原料是不是鸡蛋和葱花呀？”我
你爱吃的鱼被煮之前，浑身上下也有几
凑上前问。
亿微生物，可那些微生物在开水中连同
“你再仔细看看。”
鱼本身一起死掉了……
我定睛一看，
发现鸡蛋饼里居然还裹
我开始回想，酵母菌是怎样“以身殉
着一层海苔。有点像一床叠好了的被子， 职”的——
而海苔就是被芯。
它原本安然无恙地在包装纸里“睡
“来，
尝尝看。”她切了一小块饼给我， 觉”。忽然有一天，接触到水和空气的它
“味道怎么样？”
苏醒过来，
在面团里穿梭。它们吃着面团
“好吃，第一次烙饼就可以做得这么
里的糖类物质，
一边呼吸一边产生水和二
好吃！”我惊叹的同时，
向她讨教蛋饼的制
氧化碳，
直到面团逐渐蓬松。
作过程。
突然，酵母菌军团总部在广播里说：
“先从发面开始——”她掀开盆里和 “你们愿意为人类牺牲吗？现在就是‘以
好的面，说，
“首先要在水里融化干酵母， 身殉职’的时候了。待会儿，有一位人类
的母亲，会用平底锅把你们和面饼一起
让面团发酵，然后……”
她并没有解释发酵的原理，我凭仅
烤熟。请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人类也
有的常识开始猜测：
“然后，干酵母‘投身
许不会记住你们的牺牲，但总部会永远
工作’，从抱成一团的凝固状态分散开
记得你们。”
来，在新鲜的水和面之间产出二氧化碳，
不，我会记住。虽然你们看不到我
让面团充满了无数个小孔，从而让其充
写的悼词，但是，我还是想表达我的哀
思。春天的花、夏天的雨、秋日的风、冬
满弹性……正因为有干酵母的功劳，面
天的雪，成为人类眼中的风景，频繁出现
饼才如此松软可口。”
母上大人连连点头：
“ 没错，就是这
在 文 章 和 诗 歌 里。而 你 们 看 似 微 不 足
道，但如果没有你们，人类将会失去多少
样！”
“ 那 你 一 旦 加 热 面 团 ，酵 母 菌 会 死
美食的乐趣。
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付出和牺牲，
一
吗？”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带着悲剧色彩
的问题。
路走好。
（作者系上海南汇中学学生）
“是啊，
高温下它们当然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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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