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犁城外，残阳如血。临近日暮，东
边月亮已经悄然升起，戈壁上仍蒸腾着
一阵阵的热气，炙烤着大地。

远处，一支马队缓缓行来。长途
跋涉的马儿饱受酷热摧残，耷拉着头，
有气无力地踱着，在大漠天地间留下
断断续续的蹄声。

一只枯瘦的手缓缓掀起厚重的车
帘，车内一位老人，微微眯起双眼看那
西天血色的残阳，夕光斜斜地落入车
内，照亮了身上那件因岁月磨损而破
旧的布衣。

他的双眼早已混浊模糊，西北的风
沙与一路的颠簸不断摧残他老病的身
体。他仍在用心力支撑着，混沌的瞖眼
中倒映着残阳，透着忧郁，也透着坚毅。

他，就是林则徐，两年前因虎门销
烟而名动朝野的林则徐。

仅仅数年前，他还是奉旨禁烟、皇帝

御封的钦差大臣。他的奏章“中原几无
可以御敌之兵”“朝廷几无可以充饷之
银”在朝堂上振聋发聩，写尽了一位忠臣
的赤胆和忧虑，也震撼了沉醉在天国大
梦里的文武百官和道光皇帝。

他终于可以一展抱负，忧心如焚地
急赴广东，除恶禁烟。然而，那虎门海
边浓浓的烟火似乎仍氤氲在眼前，那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
与此事相始终”的铮铮誓言犹在耳畔回
响，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上任仅一年半，先是降职贬往镇海，随
后再贬往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
被贬，直至西出玉门关。

车窗外，风声渐紧。
“不信玉门成畏道，欲倾珠海洗边

愁。”他不怕赴戍边陲，亦无惧个人安
危，只是列强虎视眈眈，沿海战局风云
变幻。如今，凭这衰朽之躯，在这大漠
中，该如何是好？

艰苦的环境可以击败懦夫，却难
不倒一个有思想有大志于未来的人。
在这条从中国最南端一直到最西北的
流放路上，他以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
种下了希望之树：虎门销烟、镇海治
水、伊犁屯田……

流放之途的寂寞与无助没能郁杀
他，却使他在这亘古荒原上爆出一声声
惊雷：在流放的三年多里，他呕心沥血，
拖着多病之躯，驾车亲历勘察，行程两万
余里，所到之处兴修水利，沧海变桑田，
林公渠、林公井，造福一方。

他的灵魂，将永远充盈在这条流
放路上。

漫漫戍途，铮铮铁骨
江苏省泰州中学高2016级15班 王江泽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孤独的灵魂。
林语堂说：“孤独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

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
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擎瓜柳棚下，细
犬逐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惟我空余两鬓
风。孩童水果猫狗飞蝶当然热闹，可都与你无
关。”这与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热闹是他们的，
而我什么也没有”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所表达
的孤独，不谋而合。

孤独，到底是什么？
孤独可以是一首歌、一句话、一张图，抑或

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尤其是在“夜深人
静”与“忙完一件事”相碰撞时。

在深夜凌晨，当你完成作业，任务清单上
的所有事项被一项项划掉时，成就感满满，却
无人分享。

孤独并不是一个人独处，那只是独身。

真实的孤独是你满腔话语想要倾吐，
却又无话可说，无人能说。

听过一个笑话：一个犯了球瘾的牧师
偷偷溜去打球，上帝知道了要惩罚他，便
让他超常发挥，每一球都一杆入洞。天使
不解，问上帝：“你这是在惩罚他么？”上帝
回答：“当然，打出这么好的成绩却无人喝
彩没人分享，这难道不是惩罚么？”

我想，孤独大概就是如此，缺少一个
能分享的人。

如果仅是如此，那么也很幸运了
吧。因为还有一种孤独，来自内心深处。

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日夜不停地旋转，
将你的快乐、悲伤、痛苦、哀愁等情绪全部
吸收。你会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安静，
越来越不起眼，越来越没有温度。内心深
处，空无一物。

偌大的城市里，不论是人声鼎
沸的繁华街区，还是人迹罕至的郊
区边缘，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你就像是一个过客，完全以一
种旁观者的身份，如同播放电影一
般，看着别人的悲欢离合、人情冷
暖。但一切的一切，都与你没有任
何关系。

孤独似海，漫无边际。你只是
海上的一叶孤舟。暴风雨即将来临，
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淹没。

我们站在时光外面，孤独躺在
洞穴里面。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
看不见他的脸。但我们知道，他就
在我们身边，永远不会说再见。

重复着重复，虚空着虚空，孤
独着孤独。 （指导教师陆春子）

孤独絮语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中学高2017级文科班 石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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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派”
投稿须知】字数
不超1200字，写
明学校班级，勿
用附件，标题注
明“ 少 年 派 ”。
QQ 交流群“华
西都市报少年
派 ”（ 群 号
172542140， 验
证 信 息“ 少 年
派”）中有详细
投稿须知。
投稿信箱：

huaxifukan
@qq.com

扫码上封
面新闻阅读童
真世界

A 我小时候过中秋，嫦娥的故事根本听
不进去，心里老想着月饼。

长大了过中秋，月饼根本吃不下去，
心里老想着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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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嫦娥其实也很寂寞，中秋夜来到吴刚
身边，娇羞地说：吴刚大哥，这月宫苦寒，
我，我，我好冷。

吴刚憨厚地一笑，把斧头递给嫦娥：
砍两斧头，就不冷了。

又到一年中秋节，玉兔请嫦娥吃月饼。
嫦娥说：吃了几千年，吃腻了。
玉兔：那你想吃点什么？
嫦娥：听说过川味的红烧兔肉很不错……

嫦娥遥望现在凡间发展得很不错，有
了回故里走走看看的想法。故乡的人听
说嫦娥要回来，那个高兴劲，简直没有语
言可以表达，这可是大名人啊，中国登月
第一人啊……

老爸这两天很高兴，刚才打电话要我
中秋节买点好月饼回来，

我说：“我买了五仁的月饼……”
老爸：“你买六人的吧，我得到消息，

嫦娥要来！”

在冰箱里，
刚买回来的五仁月饼爱上馒头，拼命

追求，馒头誓死不从。
月饼难过地问：你为什么不能接受

我，这是为了什么呀？
馒头：“俺娘说啦，你肚子里都是花花

肠子，不安全。”

嫦娥来到我家一起过中秋节，
24个字母开始争论谁长得像月饼。
O：我长得最像月饼。
C：我也是月饼，只是被人咬了一口。
D：我也是月饼，只是被人切了一刀。
Q：我也是月饼，只是露了点儿馅……

嫦娥问我们单位发过节费没？
我说：没！
嫦娥：购物卡？
我说：没！
嫦娥：发月饼？
我说：没！
嫦娥：那你们单位就没任何表示吗？
我说：嗯……发了个表。
嫦娥：哇，什么牌子？
我说：中秋值班表……

嫦娥遇见一对情侣漫步小河边。
男：“还有什么能比这中秋的明月

更美好吗？”
女：“那只有‘蜜月’了。”

嫦娥路过望江楼，看见很多市民
排队掏钱登楼赏月。

嫦娥：“赏月还得掏钱？！”
市民：“是的，年年都是这个价。
嫦娥：“多少？”
市民：“十五的月亮16元。”

嫦娥重返广寒宫，桂花树下把神
灯擦三下，神灯便问她要什么愿望，嫦
娥说请你照顾一下正在看这条内容的
人：愿他们永远幸福快乐、月圆梦圆、
中秋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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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更多有口腔问题者，成
都口腔五大援助措施实施。近日，
200多位市民通过专线报名参与，有
的获得了免费做牙援助名额，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帮助，援助还在持续开展
中。

今日，是做牙援助专场日：免费
送种植牙、免费口腔疾病筛查、做牙
享援助。请市民拨打援助专线
028-96111咨询预约。成都口腔五
大援助措施如下：

一、缺牙援助，免费送种植牙
本周六现场援助，免费送种植

牙，含进口种植体、基台、手术费、拔

牙、洁牙等。
二、做牙享援助
明日援助现场，做牙享援助价

（100个名额）。
三、全家人，免费检查牙齿
口腔癌发病率逐年上升，全家

口腔检查很有必要。电话预约，全家
人，不分年龄性别均可报名，全额免
费检查牙齿：缺牙、牙松动、残根牙、
无牙、歪牙、虫牙等有任何牙齿问题，
均可预约数字化三维立体口腔筛查，
全额免费。

四、假牙，免费智能养护清洗
五、进口树脂补牙、拔牙享援助

具 体 援 助 价 ，请 先 打 电 话
96111报名预约。

种植牙更受市民青睐
假牙要伤邻牙，或咀嚼不得劲，

而种植牙修复缺牙，越来越受欢
迎。种植牙植于牙槽骨内，十分稳
固，可缺哪颗种哪颗，外观和咀嚼性
如真牙；养护好使用寿命可达40年
以上；高端植体一次种植、终生质
保。

想参与免费种植牙，做牙援助
的市民，均可致电专线028-96111
报名。

今日，免费送种植牙
尊敬的业主：您好！

您所购买的保利狮子湖红杉郡别墅物业已达到合同
约定的交付条件，我公司将于2018年9月29日、30日期
间集中办理房屋交付手续，请您在上述时间前来办理交房
手续，如有疑问请及时与物业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交房时间：AM 09:00——PM 17:30
联系电话：028-83965151
届时成都市保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体员工热忱

恭候您的光临！在此期间，我司与物业公司将集中办公，
为您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特此公告！
成都市保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交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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