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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丑陋的，毫不起眼的毛毛虫，整天软乎乎地无所事事地趴在

树枝上，目光呆滞。

“刷啦啦——”一只不知名的鸟儿扇动着强有力的翅膀，掠过树枝，划

过天空，形成一条完美的曲线，一眨眼便不见了。徒留我无限羡慕：“多好

啊，能领略外面别样的世界！”我哀伤地低下头⋯⋯“嗡嗡——”一群蜻蜓

振动通透的羽翼，在水面掠过，时而用尾尖点水，时而立足于荷叶上，似在

探寻水中世界⋯⋯而我的世界呢？内心无尽的黑暗将我重重包围，我看

不到春暖花开，看不到白雪皑皑，甚至看不到自己的模样。

“不——”我要飞，我要去领略外面的世界！既然上天仁慈地给予了

我生命，赐予我可以如凤凰涅槃重生的机会，我为什么不珍惜？不！我要

活得漂亮，活得出彩！先祖曾告诫：“一次华丽的蜕变，就是一段锦绣的前

程！”

寒风凛冽，我把自己锁在茧里，翘首盼望着成长。蜕变的那种撕心裂

肺的痛苦烧灼着我柔弱的身躯。五脏六腑上下翻腾，像是被抽去了三魂

七魄，身上一阵痉挛⋯⋯痛楚一次次袭来，把我吞没，我感到窒息。有的

时候我怀疑自己可能下一秒就会倒下！

“不行，我生来就不是弱者。我要化阻力为动力，我要成为迷人的蝴

蝶！”抽搐着，挣扎着，痛在全身上下噬咬，蔓延。好似在刀山上蠕动，又似

在火海里穿行，每移一步都要忍受切肤之痛！

日复一日，我饱受煎熬，我感到有不计其数的细胞在背部滋生着。

难道我就要拥有梦寐以求的翅膀了吗？

有些向往，有些惶恐。向往自己展开夺目的双翼在空中翱翔的傲人

姿态，惶恐自己只是平凡至极的毛毛虫，毫无蜕变为蝴蝶的可能。细胞在

肆无忌惮地分裂着⋯⋯我咬紧牙关，无声地嘶吼着，我要摆脱灵魂的枷

锁！心中对成长的执念，搀扶着无力的我度过了煎熬时期⋯⋯

突然，在某一天，我勉强张开被痛苦逼迫紧闭的双眸，细胞分裂的神

奇力量已逐渐减少，可背部却分明多了一些重量。我困难地转过僵硬的

头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在背上⋯⋯“翅膀！翅膀！我终于拥有了你，我

美丽的翅膀！”欣喜与惊讶在我心中交织着，不可言述的喜悦令我心跳加

速。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着我将茧咬破，痛苦并快乐着。那一瞬间，我的

世界光芒万丈。轻试双翼，轻盈飞起！在无边的旷野之上，在辽阔的苍穹

之下翩跹起舞。

成长就像我的蜕变吧！坚定意志，经历磨难，才能羽化为蝶，凌空飞

舞。

破茧成蝶
●市实验学校七（8）班 陈选群 指导老师 陈红华

人生可不是一场孤寂的苦行。每当你深陷孤独与无助时，不妨回头

看看：一定有人在默默陪伴着你。

明朗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门前的水泥地上，四周的鲜花也像是约好

了似的齐齐开放着，虽然只是四五种简单的小花，却像是郊外千百朵奇花

异草集聚在我家门外。温暖和煦的春风，像是多愁善感的少女，不知俘获

了多少人的心。

我懒懒地坐在门外，享受着美好的春日。只觉得风儿吹得心都酥了，

阳光照得愁都消了。此番美景，怎能辜负，怎能不外出游玩一番呢？像是

看透了我的心思，父母不约而同提议出去玩会儿，我当然是欣然同意。

我们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海边，在草地的小径上行走，只觉得一股绿色

的气息从脚底直蹿到头顶。喔！真是清新啊！身心荡涤一新，整个世界

似乎充满了希望与生机。

“那个风力发电机的扇叶有四五米长吧？”

“开玩笑！那东西至少有十米！”

“胡说，哪来的十米。我看最多就五米！”

“算了算了，和你讲不清⋯⋯”

父母好像也很享受啊。他们并排径直走着，而我则慢慢地放缓了脚

步。闭上眼，轻轻地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善意和款待。

生活为什么要陷入无止境的角逐中去呢？

退潮是一番开阔而又震撼的景色，只觉得世界突然失去了枷锁，大自

然一览无余地向我们展示他的广阔与空寂。阳光照在茫茫的海面上，惊

起一片片金色的波涛，天边隐约现出一艘渔船，在海天一线的夹隙中沉浮

着，漂泊着⋯⋯海边一群人吵吵嚷嚷的，漫无目的地乱转着。但与那无垠

的蓝相比起来，这份吵闹又显得如此渺小。

世界是如此庞大，而我们是如此的渺小！我突然感到无助和孤寂，心

空落落的，仿佛连“自我”都已经被丢弃了。

我们生来就是孤独的。

我们生来就是孤单的。

“喂,发什么呆呢，该走了没听见啊！”

“啊？哦哦哦！来了来了。”

于是我又释怀了。渺小抑或是庞大，和我好像毫无关系，至少我不是

一个人。对于我，只要有人还在我身后，那就够了。

渐垂的日光，隐约映出远方天地之间那三人亦步亦趋的身影。

“我就说是有十米长吧。你还不信！”

“啊呀知道啦，烦不烦⋯⋯”

感谢有你们的陪伴，让我的生活如此灿烂！

陪伴
●市五中八（5）班 蒋俊杰 指导老师 赵佩蓉

有没有在一瞬间，你豁然开朗；有没有在一霎，你喜出望

外；有没有在顷刻间，你恍然大悟；有没有在那一刻，你的世界

春暖花开？

“滴答滴答。”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撑着雨伞

漫无目的地在雨中行走，考试的连续失意在这一刻占满了身

心，疲惫不已，我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举目望去，天和地似乎都融为一体，到处都是灰蒙蒙的一

片。

突然，一抹鲜明的绿跃入了视线，细细看去，一株小草探出

了脑袋，虽是很小的一点绿，却为这土黄的大地缀上了迷人的

颜色。

雨下得愈发大了，豆大的雨点急速坠下，“啪嗒啪嗒”的沉

闷之声在耳边萦绕。在这空旷的土地上，小草任凭雨击打着，

它垂下了身子，晶莹的雨滴沿着轮廓滑落，它似乎被压弯了腰，

却依旧在和雨对抗着。

我缓缓靠近，有些于心不忍地伸出手遮住草芽，渐渐地，没

有了雨的击打，草芽又重新挺起了腰，在风中不停地摆动着，好

像在向风雨挑衅，没有一丝的畏惧。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幡然醒悟，不经历风雨，如何能看见彩虹？没有磨砺过的

雏鹰，又如何能翱翔于九天呢？

一株小草尚且如此坚韧不拔，我有什么理由放弃。

雨势渐渐变小，缓缓移开手，草芽在风雨中摇曳。它知道，

它永远不会被打败，不为什么，就为心中的信念，它就是那样的

坚强。

徐徐起身，转头微笑，心强大了起来。考试的失利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失去了信心，从此失去了勇气。在微寒的春风里，

我的心被从未有过的温暖包裹着。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

开。

那一刻，
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城南中学八（3）班 蔡依婷 指导老师 陈彩芬

心头仍记得——那飘渺如薄纱般的晨雾。

那天晚上，我不辞艰辛从远方赶来，住在邻近海边的石屋

里，只为看一轮日出。

朦胧中，一双温暖的大手轻拍着被子叫我起床，我立马坐

了起来，顾不得换上衣服，就跑到阳台上，还好，天还没有亮，还

是半透明的深蓝。我舒了口气，望向远方海天相接的地方，期

盼能有一轮朝阳从天边缓缓升起。

过了一会儿，也不知从哪儿飘来一阵雾，抹浅了海天相交

处的深蓝色细线，抹淡了天空恰到好处的蓝。我有些不开心，

看着天色渐渐发亮，眼看我所期盼的日出就要缓缓升起了，眼

前却被蒙上了一层纱。就在这时，天边泛起了淡淡的红光，蓝

与红在雾气氤氲下自然过渡成了奶紫色，仿佛轻轻一嗅就能闻

见香甜的奶味。

半轮红日已经露出头来，我多想揭开那层纱，贪婪地欣赏

美景。一团雾轻盈地飘到红日边，反而为太阳增添了几分可

爱，酷似羞涩而又腼腆的花季少女。本该艳丽的橘红色，却在

雾气的笼罩中成了清透的粉色。

我才发现这雾也很美，秀丽的山峦间穿插着一大片一大片

奶白色，好像小孩打翻了奶瓶，洒向了人间。我的眼睛有些迷

离，总觉得在层层雾气中会飞出一位身穿霓裳的仙女。

我的注意力已经不知道何时从日出的景色飘到轻盈的雾

里去了，这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的身心此时也成了一团

雾，轻盈地飘着，海面上的粉色朝阳在微光粼粼的海面上映出

略显清秀的面庞。鸟儿在叶片疏落的枝头跳跃，吟诵着清晨的

美好。

不知不觉中，太阳升起，天也亮了。我站起身，眺望着大

海，深吸了一口气，心情舒畅，我好像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曹操观

海时那广大的胸襟。

雾散了，心也澄明了。雾用它独特的魅力渐渐融化了我的

心，滋润了大地。也许这就是我们在人生中最该感恩的不起眼

的人或事吧，他们使我们心里受到晨雾般温柔的

滋润，请学会感恩与回报这人生中最美好的“雾”

吧。

有雾的人生才完美
●市实验学校七（5）班 金泓希 指导老师 郭艳军

“哈哈哈哈⋯⋯”

她就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她就是卖熟食的林大嫂。

林大嫂穿着打扮简单朴素，虽然年过五十，但她总是昂着头挺着胸，双目炯炯有神，整个人

看起来可精神了。

林大嫂整天咧着嘴巴在笑，她就是整个菜场的开心果，有她在的地方就有欢笑声。你瞧！

这不又笑上了吗？笑，好像就是林大嫂的标记。

整排的熟食店就数林大嫂的店生意最好。每天来到她店门前的顾客络绎不绝。我和妈妈

总是要排好长时间。妈妈总说林大嫂的熟食好吃，干净，吃得放心。她就咧着嘴，眼睛眯成一

条缝，“嘿嘿，嘿嘿”笑个不停。一边干活一边笑，那洪亮的笑声，排在后面的顾客也会被感染。

就在前两天，一个顾客在林大嫂的店里买了烤鸡腿，给了林大嫂一张假钞，大嫂当时没注

意就收下了，还找了钱。等到忙完后开始记账，摸到那张百元大钞感觉不对，四处询问这张钞

票的真假。确定这张钞票是假的之后当即撕掉。“呵呵，呵呵，就当送给她了吧。”她说得很轻

松，笑得很轻松，嘴角往上一扬，什么都随风散去了。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笑呢？这呀！肯定是大嫂想起一件高兴的事情在放声大笑。

你只要看见林大嫂嘴角上扬，满面红光，你也觉得乐呵了。

“早上好！”“早上好”“好！”清晨的菜场里，总是能听见林大嫂的打招呼声。这是她永远不

变的习惯。

这样的林大嫂你喜欢吗？

转角的一串笑
●市三中七（7）班 许静怡 指导老师 李朝阳

我挤上去火车站的公交车后，不经意地回头一看，林钰柔正抓

着我背包上的半截带子，眨巴着双眼看着我呢！

“你是什么时候跟着我的？”面对着我的怒吼，林钰柔委屈地提

出自己的要求：“姐姐，我要吃饭。”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不住地眨

着。下了公交车，林钰柔再次重复这句话。“你在这儿等我！”我对她

吼了句谎话，撒腿跑到街口一拐。还没跑出这条街，豆大的雨点就

从天而降，我只得跑到路边的屋檐下躲雨，一些念头在我心里横冲

直撞：林钰柔该饿了吧？一直站在雨中她会感冒吧⋯⋯我越想越

多，最后，又一头扎进雨里。

林钰柔果然还站在原地，这会儿我才想起自己带伞了，掏出来

打开撑到她头上。她仰起脸望着我，露出天真烂漫的微笑，明亮的

双眼盯着我：“姐姐，我要吃饭。”

面馆里，林钰柔津津有味地吃着面条，我却什么也吃不下：为什

么我总要向林钰柔妥协呢？妹妹一出生，我就让着她；妹妹会走路

了，我还要保护她照顾她⋯⋯虽然妹妹小我五岁，但父母也不能只

想着妹妹，不关心我呀！

往事如片片掉落的枫叶，模糊了我的双眼⋯⋯父母既然不关心

我，我就决定离家出走。

吃完面的钰柔又开口了：“姐姐，我想看动画片。”我很无奈，只

得坐上公交车，带她去电器城看电视。唉，我正在离家出走中，林钰

柔真是令我进退两难。

林钰柔在一台电视机前看动画片时，我坐下看着对面几台电视

机播放的老电影《雨人》：父亲把财产全留给了患自闭症的哥哥，十

六岁就离家出走的弟弟查理决定带哥哥离开疗养院去见律师，为了

争取自己的一半遗产。

原来在弟弟查理儿时，哥哥疾病发作，曾差点儿误伤了弟弟。

哥哥雨人为了不再伤害弟弟毅然选择了去疗养院。多年来，弟弟查

理只记得儿时不开心时只有雨人会唱歌给他听，却忘了雨人便是哥

哥，最后弟弟放弃了要回一半遗产。当然，他也收获更重要的东西

——亲情。这与我的境况如出一辙啊，它引起我深深的共鸣。看着

看着，我竟掉下泪来，满脸湿漉漉的。“姐姐，不要哭。”林钰柔不知何

时站在我身边，伸出一只小手抹我脸上的眼泪。我看着林钰柔漂亮

的大眼睛中狼狈不堪的自己，心想多年后会不会像查理一样后悔当

年的冲动离开挚爱的亲人。

“姐姐，不要哭！”林钰柔说着，反复摇晃着我的手。我伸手一抹

眼泪，拉起她的手，轻轻说：“走，我们回家！”

多年后的今天，钰柔就这样静静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写下了

这篇文章，偶尔冲我笑笑。我看着她，努力止住泪水，幸福地笑了。

我的心里，如清风拂过。

亲爱的钰柔，幸好当年你留住了我，如今我才有资格对别人说

我是个好姐姐，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好妹妹。

雨人·钰柔
●泽国三中七（4）班 林子茹 指导老师 钟福林

拾起笔，脑中突然闪出几个大字：“你到底为谁而写？”

为老师？为父母？为了成绩？为了⋯⋯本以为马上要写下字的笔，停在了空中，因为我还

在想：我到底是为了谁写下随笔，写下作业，真的是为了自己，仅仅是为了自己吗？

我无法作出回答，我只能翻开本子，在洁白的纸上寻找答案。吹散覆在记忆之上的尘灰，

点起火，在记忆的长廊中探索。

多少次，随笔是因为期限即将到来，而被逼着写下的；多少次，是在父母的监督之下完成作

业任务的；多少次，在明确找到方向的岔路口，最终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而走向了另一个路

口⋯⋯这些，就如一股寒风扑向微弱的火苗，灯熄了，笔落了，而我，也出来了。

因为我终于知道，这么多年，我并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我的身体也不只属于我。这么多年，

我就似一只被操纵的陀螺，虽然在某些时候脱了线，但还是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

样，无法控制自己。

多么的沮丧，当真正知道时，不可避免地伤心。

但我要将身上缠着我绕着我的线，通通拽下来，就像蛇在蜕皮一样，虽然在这之中有着巨

大的痛苦，但只要度过这种痛苦，在你的面前就会呈现一个新的世界。

曾几何时，母亲就对我说要为自己而学习，但这丝丝话语所汇成的河流在我的身旁流过

时，我并没有走近蹲下或张开双手，接受河水的洗礼，而是越走越远，不知走向何方。

现在，我终于穿过了荆棘，走向了河流的发源地，得以一览天下。而之前困扰我的问题就

如死水豁出了一道缺口，奔腾着流向大海，最终让我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关于是否从心底

喜欢做这些事。

望着天空，黑暗的，无一颗星星，但我挣脱了一个从小缠着我的东西，从今往后，我为自己

而活，为心而活，在青春的舞台上为自己而歌！

为谁而歌
●滨海镇中学七（6）班 吴彦祖 指导老师 莫君行

我家不是书香门第，或者说，压根和书香搭不上边。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正是经济需要迅速发展的饥饿时期，外

公被工业的浪潮卷到了江西，挖过煤，做过商人，开过窑场。那时外

婆就待在家里，带着尚年幼的母亲和舅舅，下田，养猪。

长女如母，母亲那时还只是七八岁的年纪，却已经开始在灶台

上煮饭，挑着担子到河边洗衣，跟在外婆身后收稻谷。她抱着箩筐，

经常一不小心就栽到沟里去，曾经被石头刮破了下巴，留下的疤痕

到如今仍依稀可见。外公大字不识一筐，更别说提笔写信，所以一

去便是整整一年，杳无音信，只有同去的村人提早回来带来短短的

口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公回到了家，再也不打算走了，母亲也到

了上学的年纪。听母亲说过，她念初中时成绩挺好，但自从外公办

了厂，母亲忙着做小工，学业也便止步于高中。

这大概是母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了，这也因此成了她最大的梦

想。

母亲虽然没读好书，但在她的潜意识里，知道读书是有用的。

在我只有一点点大时，记忆中的母亲总捧着一本《读者》。每隔两个

星期，她总会牵着我的小手，带我到报刊亭，从我头上接过去的那本

薄薄的杂志，母亲可以翻来覆去看好几遍。1993 年那版早已掉了

封面，纸张泛黄，字迹都已看不大清楚的《读者》，至今还压在母亲的

箱底。

小学一、二年级时，母亲怕我看不懂长篇的文章，她就让我读读

那些笑话，笑话浅显易懂，读来又十分有趣，渐渐地我便对阅读产生

了兴趣。当我真正有了自己的阅读主见时，母亲买的那些书便满足

不了我的胃口了。我开始自己拿钱买书，买来的书都塞进了书柜。

不知何时起，母亲也在我的书柜前徘徊，她挑好书时会郑重其

事地走到我的面前，好像毕恭毕敬地请求我的准许。在一旁看着看

着，她又小声喃喃：这书我竟有些看不懂。语气中有些许忧伤。我

还为此有点小小的骄傲，但我后来看到母亲在读杨绛先生的《走到

人生边上》，她读得热泪盈眶，这本书我压根没看懂过。母亲毕竟是

母亲，这本书，我得读上一辈子。

上了初中，学业繁忙，阅读这件事被我搁下了，母亲因而时时在

一旁叮嘱，让我别忘了看书。夜深了，母亲在灯下埋头读书的背影

让我有些动容。我从未想过，被一个不知名的理想牵引着的背影，

竟会如此美丽。

母亲和书
●大溪二中八（10）班 陈柔啦 指导老师 章美云

广袤的大自然，我最爱浪漫雅致与神秘含蓄的月儿。

静谧的夜空中繁星点点，一轮圆月柔柔地高挂着，无论

圆缺我都遐思满满：月缺之时，月亮弯出两个小尖儿，虽然

有一种不完整的缺憾，却又展现着另一种时隐时现、让人遐

思无限的美。那洒下的银光更像一件绝美的纱衣，让大地

变得缥缈朦胧诗意尽显，更彰显着夜晚所独具的那种惬意

的宁静。

我在想，这是否会是嫦娥将她那飘逸并充满仙气的衣

裳置于人间，更增加人们对她的思念与羡慕呢？那玉兔，会

否在缺月的圆弧上滑落玩耍，是否正注视着在月下出神的

凡人呢？我又在想，这月圆之夜也充满着孤寂与哀伤，有多

少人在盼着远在他乡不知何时才能归的家人与故友。脑海

中也显现了离奇的传说：狼人是否有着一张狰狞的面孔，只

见它浑身长着浓密的毛，在人们的一阵阵尖叫声中现身，伴

随着乌鸦悲凄的叫声⋯⋯

温馨、哀伤与恐惧交织着的月圆之夜，充满着神秘。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是啊，月

的阴晴圆缺乃自然之道，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亘古不变的

哲理：月亮缺时不必遗憾，它自有圆时的快乐；月亮圆时切

勿得意，它终究有缺憾的哀伤。

看看，月亮告诉了我们如此多的人生道理，直观又充满

深意。月亮既是一位幻想家，又是一位充满哲思的智者。

未来的路无论多少曲折与艰难，我都该坦然面对，因为高悬

在夜空下的月亮与我有个约定。

我和月亮有个约定
●石桥头镇中学八（1）班 蒋雨洁 指导老师 郭定安

猫是个女孩。

猫有一个热爱钢琴的妈妈，在猫五岁的时候，妈妈就送猫去了钢琴班，猫什么也不懂，妈妈

说只要认真学琴，就有炸鸡蛋糕冰淇淋。为了好吃的，猫乖乖地学琴练琴，感觉猫总有一天会

被好吃的出卖。

钢琴是高雅的，同样也是困难的，猫不知道有多少次想要放弃，但是妈妈总对她说:“想想

我小时候，什么机会都没有，学钢琴什么的想都没想过。”可是每到考学缴费时，妈妈总会问她

要不要学，而猫总会说：“要！”猫感觉自己当时自己肯定是吃错药了。

于是，在猫6岁时，家里有了第一台钢琴。

每当家里来客人时，客人们总是说:“听说小丫头会弹钢琴，来来来，乖，表演一下！”

猫只得坐下来乖乖弹钢琴，可是，实际上没有人在听她弹，客人们都去聊天了。到了后来，

猫学会各种推脱。

渐渐的，猫对钢琴没了兴趣，妈妈也没有再让猫再去练琴。在猫 11 岁时，猫又去学了书

法，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可是当她因为书法得到了一沓奖状时，猫才发现其实书法和钢琴一

样，到底都是纯粹的黑与白演绎出来的艺术。

猫开始怀念小时候坐在钢琴凳上练琴，无聊的时候，猫也会突发奇想弹琴，弹的不是枯燥

的钢琴乐谱。猫第一次感受到从冷硬的黑白键中，弹奏出的抨击心灵的魅力。

后来，猫认识了一个钢琴老师，老师的琴房里总会飘出动听的钢琴声，猫开始有对音乐有

了一丝感动。于是猫又重新拾起对钢琴的兴趣，从零起步，老师对猫说：“音乐，弹得是兴趣。”

老师那儿不只有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各种各样的糖果。每次去练琴，老师都会给猫吃一

颗糖果，然后再练琴。即使猫在家没有练习过，老师也不会教训她，老师从来没有逼迫过猫每

天到底要弹多久，要弹得怎样好。老师和猫的关系就像朋友。

在老师的教导下，猫再也没有对钢琴失去过信心，但老师告诉过猫，如果她想“玩”得更好，

恐怕心要多“碎”几次。猫也许要花很久才能理解老师说的话。

阳光镀成金色的房间里，有一台钢琴，钢琴旁坐着一个女孩，女孩有一双漆黑的眼眸，乌亮

的长发，一袭白衣，弹着一首《故梦》。

猫和钢琴
●滨海镇中学七（4）班 李嘉欣 指导老师 李雪飞

冬日里的午后，阳光虽明媚，但稀薄如丝的淡光中仍透

着一份沁骨的凉。冬冷漠地卷来一股寒气，裹携尽百花的

艳影，徒留一地枯黄。

临近过年，我随母亲一同拉着行李匆忙赶至火车站。

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上了车厢。在进入那间略显狭小拥

挤的车厢时，已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妇人在里边等候了，她身

着一件灰色的高领毛衣，搭配一条整洁的黑色长裙，棕色的

围巾边还绣着流苏，一副黑眼镜架在鼻梁上，目光温厚而清

澈地望向窗外。她似是瞧见了我们，便向我们报以礼貌性

的微笑，继而漫不经心地翻阅起手中的杂志。

车厢中恢复了安静，忽地，一位身材微胖的女人匆匆忙

忙地提着包上来了。她大概是一个北方女人吧,皮肤略

黑，脸颊上隐隐现出两片粉红，她开朗地笑着，露出两排

整齐的白牙，细密的汗珠点缀在她的额间，她只身坐在了

妇人的身旁，口中还不断地喘着气，便又不住地说：“不好

意思，不好意思⋯⋯”良久，鼻间有一种香气萦绕，才注意

起她头上戴着一朵桃红色的月季花。这花兴许已戴了几

日，细看竟有些枯萎。那位妇人似乎很是吃惊，只默默往里

挪了挪，似是想要远离这俗气的女人，只留她尴尬地笑。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这是孟郊的诗吧？”妇人

望见了我手中的书，便与我交谈起来。“您也知道这句诗？”

我惊喜，她却感叹起来：“是啊！人在外面漂泊无依，难免会

怀念自己的家乡啊。”女人听到了这番交谈，面色有些无地

自容：“我没读过多少书，也不晓得这些，我带了些家乡特

产，你们要不要尝尝？”她慌乱地在包中翻找起来，却在妇人

的摇头中停下了动作，她的目光中溢满了失落。

夜晚将一切都笼罩起来，所有的喧嚣都沉淀了下来。

宁静中，妇人细碎而轻微的话语响起，灯光下，她倚着窗畔

而睡，额间却满是密布的汗珠，她不住地呼着难受，将睡梦

中的我们惊醒，待我睁眼时，女人正用她的手在妇人的额头

上摩挲着，她的眉目紧张，却又镇定地判断出是发烧了，随

后便取出随身携带的药物箱，倒好一杯温水，细心地扶妇人

坐好将药粒服下。水杯上的热气氤氲在空气中，却温暖了

我们冬日里寒冷的心。

妇人急促而沉重的喘息声渐渐缓和，面色也渐渐正常

起来。第二天的阳光在窗上跳跃，她醒来了，向这位女人道

谢，女人却是灿烂一笑，“没什么，我也只是恰好帮得上忙。”

车停了，女人匆匆下了车。阳光下，发间的月季虽早已

枯萎，却仍鲜艳灼目，似乎还散发着沁人的香气，染香了这

个寒冷的冬日。

戴月季花的女人
●市实验学校八（8）班 郑佳怡 指导老师 颜颖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