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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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平凡的人生，也可以诗情
画意，江河浩荡。 ——题记

金秋时节，我走在通向赛
场的林荫道上。清晨的阳光迷
蒙地透过晨雾，轻轻点亮了四
面的秋风。清风渐起，吹散路
旁堆扫整洁的落叶，也吹落了
银杏树金黄的心事。

不到半小时，英文演讲比
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英语比赛，为此，我提前了
两周准备讲稿。一次次地修改
和一遍遍地诵读记忆，让我对
这次比赛颇有信心。

走上讲台，我尽了最大努
力让自己的表述既清晰又响
亮。当我朗诵完两首英文诗词
走下讲台时，我甚至感觉到身
旁的空气都依然在震荡。

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几场演讲下来，我只是安心地、
自信地和同学们一起等待获奖
名单。当大家都在“商业互吹”
时，我在心里不由自主地默默
冒出一句话：这次我总可以和
你们一起获个奖了吧！

等待的时间很短。当听说
名单公布出来时，我赶紧冲过
去，拼命地挤进人群，几张白
纸的正中间印着我们学校的
名单。

“不是、不是、不是……”我
一个个仔细地看着，没发现自
己的名字，我的心顿时猛地一
沉。名单似乎还在无止境地延
伸 ，我 坚 持 读 到 了 最 后 。 没
有。再看一下？还是没有。

我似乎被人重重地锤了一

下，险些瘫倒在地。回头再观
望时，晋了级的同学，依然是那
些引人注目的、优秀的同学，喜
笑颜开地从榜单旁走过来。

我强颜微笑着向他们表示
祝贺，然后决定走开。一步，两
步，稍微远离那萦绕着胜利的
喜悦气氛，我飞快地跑起来。

跑过那条清晨时我漫步的
林荫道，太阳出来了，那金灿
灿的光芒让银杏树叶更加耀
眼美丽，可我不想细细欣赏。
我跑着，一股脑只想逃远，跑
到校门口，我却突然停住了，
因为我发现爸爸、妈妈正在那
里张开着双臂等着他们最最亲
爱的女儿。

我猜想他们已经知道比赛
成绩了，我本想对着他们痛痛

快快地哭一场，然后口是心非
地接纳这个我很普通、我很平
凡的事实。可是，我没有。

我只是微笑着拥入他们的
怀抱。听见他们说我已经很有
进步，已经很不错的时候，我突
然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
明白那些胜利的人，也需要那些
坐在台下鼓掌的人呀。再平凡的
人，也会被最亲的人视为那个优
胜者啊。

抬头仰望，近处的银杏叶
是美的，色彩如江河浩荡般壮
美，美得令人心颤；高高的天
空，展现出一片淡白的蓝色，也
是美的，美得如诗如画，美得简
单平凡。

面对这生命的各种可能，
我张开了双臂。

拥抱自己的平凡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初2016级15班 魏泓昱

每次学校放假，我就会马不停
蹄地赶高铁回老家所在的县城。

第二天起得早早的，外出吃
一碗面。从面店后门出去，是一
条蜿蜒的老街。顺着湿漓的黛
色石墙往前走，一张泛黄的海报
跃然眼前，这个海报上是 20 世
纪的摩登女郎，这家店肯定是理
发店了。

门口，一位罩着白色粗布大
褂的大叔手里敲着铁棍，张罗着
掏耳器具，嘴里吐着热气儿，准
备迎客了。

右手边，是一个卖荞麦粑儿
的门面，一个满头银发的奶奶经
营着。时辰还早，门还关着的。
乌青的木门上画了一幅鬼神图，
样子与我日前看《山海经》里“其
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
用一壁瘗，糈用稌”描述的龙身
鸟首神有些相似。

走出这条巷子，转身来到去
往奶奶家的街道。奶奶家在一
条名叫孝子街的副街上，从正街
下去需要下一道很长的梯子坎，
以前被我们戏称为长城。在这
里，我完成了人生中许多的第一
次：第一次数数超过50，第一次
独立下台阶，第一次在这里买零
食……记得没错的话，这里一共
有72道台阶。

下去后，第一条巷子通往奶
奶家的院坝。这条巷子很宽，
可供一辆轿车随意进出。路两
旁有七八个单人沙发，都是小
区里各家搬出来供过路人歇脚

用的。
这次回来，我步履匆匆，到

尽头才觉得巷子里空旷了许多，
沙发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坐在那
里的也就只有杨婆婆了。

当初，这是整条街的热闹地
儿呢。每到晌午，这里都会聚
满了婆婆、大娘，瓮声瓮气地谈
着东家长西家短。往大了说，
就这一隅，能把整个县城闹得
风风雨雨。

我刚准备张嘴，杨婆婆便
看着我，想说些什么却收了嘴，
眼睛盯着皲裂的墙上枯黄的常
春藤。

我望了望阴沉的天气，寒
风刈草声催着我的步伐。回到
家，奶奶告诉我，邻居周老太婆
去世了。

我中午吃完饭回来，看见杨
婆婆一个人坐在巷子口，倚着沙
发睡着了。我轻轻地走过杨婆
婆身前，看见杨婆婆在睡梦中笑
着。我感觉看见了杨婆婆的梦：
云淡风轻的下午，杨婆婆询问着
周老太婆她家那香肠怎么做得
那么好吃……

晚上，肚子饿了，跟父亲一
起出去吃烧烤，顺便照顾四叔的
生意。四叔的烧烤摊摆在一个
十字路口，但这里并不是很热
闹，吃烧烤的只有两三桌。这生
意要想赚钱，帮工肯定请不起，
所以四叔的兄弟和舅妈在烧烤
摊帮忙。

冬天的夜晚，寒意袭人，冷

得我打了个哆嗦。我去储物仓
拿四叔的棉袄穿，居然看见了二
姨婆。

她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
食材，她穿着蓝色外褂，腰间系
了一紫色围裙，有几丝血丝从
眼角锁着瞳孔。她看见我，先
是愣了几秒，见我出了神，笑笑
拍了一下我的脸说：“翔儿，好
吃不？”

我才回过神，连连说好吃好
吃。她挑了几串排骨给我说：

“这里面有脆骨，有脆骨的才好
吃。”

我拿着排骨，想起奶奶告诉
我的秘密：二姨婆小时候患了一
场大病，老家婆实在没有钱医，
无奈之下，把二姨婆扔进水桶
里。谁知她扑通几下没死，反而
在那以后痊愈了。后来，二姨婆
知道了这件事，好像没有发生一
样，依旧每个周末提着牛奶去看
望老家婆。

走到拐角处，回眸的那一刹
那，朦胧的残月，婆娑的树影，坑
洼的路面，迷乱了我的眼，但二
姨婆的背影却深深地、清晰地印
在那盏黄灯下。整个后街只有
那一盏灯，但那盏灯的黄晕却融
化了笼罩整个街区的寒气，也温
暖了我。

也许，多年后走过那个地
方，烧烤摊不见了，但由绿色外
壳、黄色灯芯做成的那盏灯，就
像这座县城的守望者，依旧傲
立，照亮着我儿时的梦境。

小城
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高2017级14班 郑翔宇

我和别的树不同，我迷惘，害
怕。那天，一束光照亮了我。

——题记
我是一棵树，对，一棵树，与别

人一样。可，我其实和别人不一样。
黄山是我的家，它秀美，险

峻。常言道：“五岳归来不看山，黄
山归来不看岳。”我有成千上万的兄
弟姐妹，可偏偏我，与大家都不同。

我还是一粒种子时，被风吹到
悬崖的石缝中，我生根，我发芽，我
钻出缝，倚着石壁长大。

我是一棵丑陋的树，又小又矮，
小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一棵树，
更不好意思说我是一棵松树。

我的枝干成闪电形，歪来扭
去；我的枝条缠在一起，挡住我的
身躯；我的枝叶又枯又扁，稀稀疏
疏地立在我身上。

而别的松树，又高又大，挺得
笔直；枝条舒展地张开，像一把大
伞；枝叶饱满而青翠，像士兵一样，
整齐地排列着。

我倚着悬崖，垂直的悬崖，我
时常害怕掉下去。

春，微风掠过，我被拂来的枝叶
抽打着，别的树，享受着风的轻抚。

夏，烈日高照，我被热浪包裹
着，别的树，靠在一起，晒着日光浴。

秋，细雨绵绵，我被雨幕笼罩
着，别的树，接受着雨的洗礼。

冬，雪花飞扬，我被上方滑落
的雪击打着，别的树，抖抖肩，雪就
掉落了。

我与世隔绝，没人注意我，不
论白天黑夜，连鸟儿都从未在此停
靠，更别提游客的眷顾了。

山上的树呢？他们与游客一起
拍照，他们摆动枝条，笑面迎客，他
们遮挡炎热风霜，被人赞赏。

我一直迷惘，我为什么与别人
不同？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
我？我该怎么办？要这样一直靠
着悬崖？归根到底，我为什么活
着？为什么要活着？我害怕，可我没
办法，我无助，我畏惧，我不敢面对。

直到那一天，对面的平台上出
现了一个女子，她双腿残疾，左眼
失明，靠着右眼和双手，一步一步
地爬上来。她没有乞讨，安静不说
话，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用勤勉
的双手工作——剪剪纸。

我盯着她，我不敢想象，她一
直面带微笑，尽管命运对她如此不公
平。突然，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咧开
了，乐观豁达，右眼明亮，坚定温暖。

忽然，一束微光照亮了我，是
阳光，我抬起头，感受到从未有过
的温暖。我懂了，女子在剪纸，也
在裁剪人生，将生活的挫折、命运
的磨难统统剪掉，留下快乐，勇敢
和坚强。

我在阳光下，挺直枝干，冲女
子摇着枝条，迎着客，也送着客。我
被游客注意到了。我做到了，我拍
掉身上的尘土，绽放出我的光芒。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我振作了，我坚强了。我继
续生长着。

以流水般的力量，对抗磐石般
的坚硬。虽然我和别人不一样，但
是我坚强，无畏，不屈服，不懈怠。

所以，我这棵不一样的树，会
好好活着，拥有我的快乐和精彩。

我和别人不一样
南充高中初2018级13班 曹竞丹

几年前，我的妈妈绝对
是一个温柔、包容、脾气很好
的妈妈，可现在，她变了，特
别是在辅导我写家庭作业的
时候，她变得暴躁易怒，还经
常打我。

我上小学前，妈妈对我
非常温柔，就算我犯了错，她
也绝不骂我，对我特别有耐心。

有一次，她手把手地教
我写“人”字，告诉我要先写
长的“丿”，再写短的“乀”。
我的“人”字写得东倒西歪，
她会鼓励我；我的“人”字写
得好看。楼下有个在上学的
哥哥，成天被他妈妈责骂，和
他一对比，我感到无比幸福。

上小学后，我的作业越
来越多，妈妈的耐心也越来
越少。前几天，妈妈辅导我
做语文作业，当我写到一个

“入”字的时，我先写了长的
“乀”，后写短的“丿”。妈妈
看到后，指出了我的错误，板
着脸警告我不要再犯同样的
错误。

不争气的我，很快又遇
到了“入”字，并重复了此前
的错误。妈妈开始咆哮，手
指在我的作业本上快速地点
击，就像她穿着高跟鞋跑步
一样急促。

接着，她找来一根竹条，
像一个女剑客一样，静静地
站在我身边，冷冷地看我继
续写作业。我的背皮发麻，
心里咚咚乱跳。我的妈呀！
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
老板也像这样站在你旁边，
你紧张吗？

“倒霉”就像是一个喜欢
欺负人的坏孩子，你越怕他，
他就越盯着你不放。那“入”
字就是这样一个坏孩子，总
欺负我，当他又跑出来时，我
再一次犯了错。

这时，“女剑客”像遇到
火花的气球一样，“嘭”的一
声爆炸了，手中的竹条如雨
点般抽打在我的屁股上。我
的哭声和她的咆哮声破窗而
出，响彻云霄。

其实，我不是故意找抽，
我也在努力做好自己，却不
知道怎么才能让妈妈满意。

我想找回那个温柔的妈
妈，但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回来。

一天放学路上，我看见一台废
旧电脑孤零零地摆在路边，这台电
脑背后好像有一扇门。我一拉，果
然有一扇门。

门没有锁，推开它，里面有一
个地下室。我小心翼翼地走下楼
梯，楼下竟然还有一扇门。我推开
门，房间里有一台电脑，显示器前
的一个小孔突然亮了一下，我感觉
自己逐渐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生
物在我面前：“你好，我是QQ表情
包里的微笑表情，我叫比尔……”
我进入了电脑？难道那台电脑
……我想赶快离开这里，我想回到
现实。

比尔说：“我们现在在 QQ 的
表情包里，你先要逃出 QQ，再走
到桌面，然后穿过音乐，最后进入
windows里面的传送……喏，这是
最近的路线。”

我们走了一段路，抬眼看见一
只气泡狗从微信里奔了出来。比尔
说：“那是布朗，我的好朋友，一只气
泡狗。呃，它肯定又中病毒了。”

布朗在后面大喊：“快跑，它追
来了！”我们拼命地跑。我想看看
是谁在追我们，回过头，只见不远
处，一个庞然大物从微信里冲出
来，它浑身黑色，只有一只血红的
眼睛，整个身体呈球形，两只又黑
又长的触手还可以伸缩，没有腿，
正飘浮着靠近我们。

这个庞然大物突然向我们射
出红色激光，触手像流星一样向我
们飞来，我们差点被抓住。我们更
加拼命地跑，终于逃进一个文件夹里。

比尔对我说：“那个毁灭者是
个杀毒程序，它的激光如果射中了

我们，我们都会被删除掉。至于你
嘛……只要你被击中，就不可能留
在电脑里了。”

“我知道一条路。”布朗拉开一
个活板门，对我们喊：“快，跳进
去！”我往下看了一眼，活板门下是
个看不见底的管道。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鼓起勇气
跳了下去，我们随着管道来到音
乐，我看到无数条彩色的河流在空
中起伏，流淌着不同的旋律。

我们选定了一首节奏最快的
音乐，正要往下跳，我突然想起自
己不会游泳。比尔看出我的担忧，
说：“这个不危险，坐上去就可以。”
我们跳进了旋律流，我被激烈的节
奏颠得七上八下，说不出话来。

我们就这样一直抖呀，颠呀
……路过回收站时，布朗一不小心
掉了下去，比尔说：“我们得快点救
布朗，否则布朗可能被永久删除。”

比尔找来一根麻绳，我们对着
回收站大声喊：“布朗，布朗！”布朗
正站在一个废旧word上向我们招
手。我和比尔兴奋极了，比尔赶紧
把麻绳放了下去，布朗爬了上来，
我们3人抱在一起欢呼着。

又经过一番波折，布朗和比尔
终于把送我到了 windows 的传送
地。我紧紧地拥抱了它们，依依不
舍地说：“我一定会记住你们的，我
还会再来的！”

布朗和比尔也泪光闪闪说：
“我们会等着你再来，你叫什么名
字？”“我叫高隽逸。”“再见了！”“再
见！”我们相互挥着手。

我逐渐失去知觉，像我来时一
样，亮光一片。

（指导教师 黄汤娅）

电脑历险记
成都市磨子桥小学五年级4班高隽逸

我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感
谢老师给我们传授无比多的知
识。可是，今天我要感谢那默默
无闻奉献的塑料袋儿。

当妈妈、外婆去市场买菜的
时候，它总会第一个站出来说：

“主人，让我跟你去吧！”
当我要去超市买零食，不想

多出钱买口袋的时候，它总会笑
盈盈地飞过来，好像在说：“主
人，我跟你一起去吧，这样你就
不用多花钱了！”

每当我要装衣服没地儿放

的时候，几个塑料袋手牵手连忙
跑过来说：“主人，把衣服放在我
们的身上吧，这样你就不用再花
钱买柜子了！”

它们天真、可爱地望着我，
对我说，主人，用我吧，它们多么
尽职啊！即使它们知道后果是
被扔进垃圾桶，还是不顾一切地
帮助我。

每个口袋仿佛都对我说：
“主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命也就那么短暂。如
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用，我

们也不必存在，这就是我们宁愿
这样的原因！”

但是，我该如何感谢你们
呢？我想做一个口袋风筝。

我拿了一卷线，把用过的一
些口袋系在线上，然后在小区的
空地放飞了它们，最后在看不见
它们的时候把线剪断，让它们拥
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每
当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
得，小小的塑料袋也值得我们感
谢。

感谢塑料袋
乐山市实验小学四年级7班蒋梦绮

一个周日，天阴沉沉的，天空
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的心
也和这天气一样，又紧张又激动。
因为爸爸要带我去南桥卖我的画。

我和爸爸来到南桥上，真冷
啊！爸爸帮我把画铺在桥边上。
我好紧张啊，我想：“我的画会不会
一张也卖不出去呢？别人会不会
嘲笑我的画呢？”

许多游客在我的画前匆匆走
过，时间像蜗牛爬一样慢，一分钟、
二分钟、三分钟过去了。

终于，有一对大哥哥、大姐姐
来看我的画了。大姐姐问我：“这
都是你画的画吗？”“是呀！”我一边
点头一边回答。大姐姐又问：“多
少钱一幅画呢？”我鼓起勇气说：

“每幅画都只卖10元！”

大姐姐看上了我的一幅素描，
上面画的是一支香蕉。她拿出10
元钱给我，买走了那幅画。接到钱
的时候，我几乎高兴得要跳起来，
谢谢这位大姐姐，让我今天卖画实
现了零的突破！

最初，我打算只要能卖出一幅
画就走，现在卖出第一幅，我有了
信心，打算继续卖下去。又等了几
分钟，来了一位阿姨，她看上了我
的一幅水粉画。“可以用微信支付
吗？”阿姨问我，我说不行。阿姨拿
了 10 元钱给我，这是我卖出的第
二幅画。

我正高兴着，来了两个城管队
员，叫我把画拿走，不准在桥上摆
摊。于是，我卖画的行程就这样结
束了。

卖画
都江堰市光明团结小学五年级6班邹羽

老虎是威风凛凛的，我却是
一只胆小如鼠的“纸老虎”。

星期天，照理是开心的，可
我却忧心忡忡，一言不发，因为
我今天要参加“亲子阅读大比
拼”。刚到学英语的地方，大家
已经在吹气球了，我坐在角落里
思考着我准备的英语故事，爸爸
却以为我稳操胜劵。

比赛开始了，第一位小朋友
和他爸爸走上了台，大家都观看
着他们的表演。我边看边在心
里不断为自己打气：他们也不过
如此，袁语辰最棒！

“儿子，快到我们了。”“我害

怕，我们不上去了，好吗？”我真
的非常害怕，害怕得像风一吹就
可以吹走的纸一样。“下面有请
Great 上场，也有请小朋友的家
长。”英语老师大声地说。

我无可奈何地被爸爸“押”
上了台。看到台下密密麻麻的
观众，我越发紧张起来，全身直
打哆嗦，手不停地抓裤角。爸爸
看到我的这一表现，用手摸了摸
我的头以示鼓励。

瞬间，我决定像许海峰那
样，打破自己零的纪录。我攥
紧拳头，先深吸了一口气，让僵
硬的身体放松下来，然后将声

音调到最佳状态，开始讲述这
篇已经被我练得滚瓜烂熟的英
语故事。

随着故事的起伏，我的表情
越来越自信，声音越来越洪亮。
故事像鱼泡泡一样从我嘴里往
外冒，心里的大石头也随着故事
的结束而落了地。

最后拉票环节，老师让我们
做出最有特色的动作时，我跟着
爸爸一起学着文中猴子的样子
上蹿下跳，下面响起了雷鸣般的
掌声。结果，我居然是第二名！

经历了这件事，我的胆子大
了不少。

妈妈变了
都江堰光明团结小学
五年级6班蔡家名

我收获了胆量
成都市娇子小学四年级1班袁语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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