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头私语玉

校园新苑玉

春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每当春

节到来时，无论是身在何处，都要千里迢迢地

赶回来与家人一起吃一顿暖心的年夜饭，一

起看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而今年春节，

我则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那就是吃饺子。每当过年时，你

很有可能听到父母这样一句话：“别写作业了，

过来吃饺子吧！”虽然你的心中有一些埋怨，但

饺子的鲜香马上就会使你停不下嘴，刚刚那些

埋怨就会忘到九霄云外。当然，在民间还可以将

硬币给包在一个饺子里，吃到包有硬币饺子的

人，来年都会万事如意的。“儿子，来吃饺子啦！”

“马上就来。”话不多说，先去吃饺子啦！

吃了饺子，吃了年夜饭，那么就轮到第二

件事了———放烟花。买到烟花的我早就迫不

及待了，“二营长，把我的意大利炮拿过来。”

算了，我自己拿吧。我首选的是……是啥来

着？喔，是“愤怒的小鸟”啊！这烟花，听名字就

很奇葩。管他呢，点燃引线，开放。刚开始时，

它只是喷出了一些“虚线”，但后面却像炸弹

一样“炸”开了，可真有趣啊！要说好玩的，我

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长筒的，不仅安全性高，而

且拿在手上放，提升胆量，也有了一分成就

感。那种烟花就是拿着筒的一端，点燃引线，

把另一端指向天空，发射烟花。一会儿，绚丽

的烟花照亮了天空，在这惊喜之余，你会发现

射出的烟花格外灿烂，因为那是你亲手放的

烟花，烟花也会因你而散发光芒。

2018 年，就在这些微小的细节中流逝了，

2019 年，又在烟花灿烂的天空中来临。过年的

乐趣，陪伴着我，在成长的道路上，与我一同

并进！

潮头拾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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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英雄唐博英
魂归故里到家中

姻（海南）高宝勤

救火英雄唐博英，
四川凉山消防兵，
籍贯海南陵水县，
木里救火他牺牲。

救火英雄三十名，
博英烈士在其中，
为国为民抗烈火，
死得就比泰山重。

四月五日是清明，
中午大约一点钟，
英雄骨灰搭飞机，
降落三亚停机坪。

广大干部和群众，
凤凰机场迎英雄，
沉痛心情言不尽，
手捧鲜花泪泉涌。

家乡人民很沉痛，
噩耗传来放悲声，
海南陵水本号镇，
百姓自发送一程。

道路两旁排长龙，
烈士家门人攒动，
父老乡亲齐相聚，
敬献花圈表哀情。

人们哽咽三鞠躬，
惋惜博英太年轻，
年龄刚满二十六，
森林救火献生命。

博英是名大学生，
当年毕业去应征，
热爱军队穿军装，
立志参军最光荣。

烈士父母更悲恸，
念起为儿很孝敬，
常给家中寄钱物，
二老泪水流不停。

最后微信是典经，
坚守岗位螺丝钉，
去战斗了去战斗，
居然一去无回程。

对不起，童年
姻（四川）龚昶霖

对不起，童年
对不起，童年

我遗失了你
唯一一张照片

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
青蛙高一声 低一声
催促稻子疯长
阳光像一把剑
雕刻着那面土墙
有一种恐惧
把我脸上的笑没收了
站在最熟悉的田埂上
留下一张最陌生的面庞

我记得我赤着脚
却忘了田野的温度
我记得我站在稻子旁
却忘了丰收的清香

童年，我把你的照片丢了
囚禁在这片岁月里
找不到一扇窗口
向从前张望

不知道何时
才能再次闯进
那面画框

时间之内与时间之外的对话
姻（湖北）雪鹰

属于他们的时间已经结束
属于你的将在未来某刻画上句号
南极的雪在融化，冰在变薄
站立书架之前，你面对的是一座座
墓碑。你抚摸着，心生妒羡
又无限惆怅。他们风光一时
整个世界都向他们脱帽致敬。也有人
潦倒一生，为一杯酒而在店外踯躅
久久不肯离去。茅屋为秋风所破
剑气刺穿云层，一只孤鹜，衔来
绝妙好词；于烟波中消失的帆影
再一次驶还，停泊你心的码头
杨柳轻飏，杏花红遍
你为他的死浩叹，复原那因决斗
而倒下的身影。无论是月亮还是太阳
都记录了他们的激情，幸和不幸
通往天堂的路上，他们的脚步戛然而止
而你仍须前行，被时间绑架
你的挣扎也许只是徒劳
从书页的某角切入，你把手伸进
那墓穴深处，摄取他们白骨上的精魂
在时间之内，你与时间之外
对话，无数个属于你的夜晚
你与不属于这些夜晚的人紧紧拥抱

一个名字就是
一座应声站起来的山头

———致为扑救木里森林山火献出生命
的消防队员 姻（四川）银莲

满口乡音
知道你从哪里来
肩头使命
知道你往哪里去

是你一路负重奔跑
才换来岁月静好
是你拿青春去赌命
才从疯狂爆燃的山火里
抢回来树木成林

我分明听见
群山在呼喊你的名字
为什么始终听不见
你响亮地答应

我分明看见
心痛的泪水扑灭了山火
为什么等不来
你再一次从火光里抽身
平安归队的消息

兄弟，你吹了一半的口琴
独自在风里沙哑
你暗恋的姑娘踮起脚尖
还在远方等待
等你种下十里桃花的告白

大凉山在呼喊你的名字
一个个名字就是一座座
应声站起来的山头
雅砻江在呼喊你的名字
一个个名字就是一颗颗
照亮黑夜的星星
华夏大地在呼喊你的名字
一个个名字就是一粒粒
在春天发芽的种子
在高原之上生长

过火的山场
姻（安徽）乔浩

来祭祖的他，沿用老的做法
烧纸，放鞭炮。他轻视了风
那风助火威，瞬时腾起
山火里是一张惊慌失措的脸

有人说植物也是有思维的
只是，这些树木，茅草，它们
不知喊疼，也没有暴动
它们死死抱住

我知道过火的山场
一定和我一样有委屈，看着
这曾经活过的树木，我心中
一阵发憷

清明雨
姻（山东）杨杰清

清明时节。春藏起温度
冷风起，雨雪飞扬
一种怀念，足以融化冰霜

你不在的空间
一朵白花晶莹闪烁，洞穿
另一个国度。草木不凄凉

衣衫斑驳沧桑，笑容迷失
泥土，对火焰诉说从前
灰烬处，星火苒苒起，不诉离殇

你容颜依旧。人间，却一天天
变着模样。燃一炷香。你的身影
在烟雾升腾的地方变幻着形状

星星不小心碰落碎片。泪光点点
朵朵肆意的白，此刻开满故乡
你的眼睛镶嵌云端。在
月亮之下、时间之上

下山了，还在拐弯
姻（湖北）余述平

我知道了，有些事，譬如堕落也需要闪回
和拐弯
其实高尚的鸟也一样
想到俗世快乐，就要用一个曲折的轨道说服自己
原来，向下的路远比向上更盘旋
我一直心有不甘
明明把山头丢得很远
内心呀，却依然不停地拐弯

等待，无需言语
姻（四川）涂惠

夜的阴影，梦魇，呓语
惨淡的月晕和苍凉的星睇
从心壁悠然剥落
一种思绪，从夜的风景里降临
压抑一种孤独的情感
在岁月的边缘守望

一种别样的乡愁
拉慢我入眠的速度
当灼人的欲望
从昨天到今天
以不变的姿态延续到明天
命运，便注定陷入一次次较量
让甜蜜与伤痛共生

是谁的惆怅
弄皱荷塘一波涟漪
让追求的思绪跳跃而流动
一分温柔，几分烦忧
在月光里交融
抚慰一段远方的眺望
让我的等待
无需言语

在墓地
姻（江苏）瘦石别园

安静着安静
花草树木开着神秘，任何修辞都是多余
山是不动的，水也不动
只有人心底最原始的悲悯和美好
沦陷尘世间所有的喧闹

一块墓碑就是一扇天堂之门
那些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在清风里
用不散的灵魂亲切交谈
而话题只有一句：这里真的很惬意

我好想也进去
而想起父亲生前说：
我把你养大，就是为了重刻一段苍白烟灰

一声鸟鸣啼破空山，晚露恍惚
我怀着羞愧逃离
夕阳受惊，西下
空空，满满

阳光和天空进行最后的告别，在天空中

孤独徘徊的云也开始变清，风戚戚然吹着落

叶和风跳着宿命之舞，我的心情也随着此景

浮浮沉沉。

觉得自己就像离群的大雁，独自飞在这

浩渺天地间。世间种种，介怀于此。被逼着成

长，繁重的学业，复杂的人心。默默关注的偶

然，小心维持着虚假的面具，努力地去讨好别

人，却没有那么一份玲珑心思。

我独自漫步在梧桐大道内，独自哼着那

首熟悉的歌：“驱策的魂魄要流浪哪条街，射

落的纸鸢曾飞过哪片月……”人潮随着各自

目的散去，继续忙碌着，却不知他们奔向的，

是幸福，还是无边的黑暗。那无忧的童年已离

我远去，自以为是地坚持日复一日的美梦，自

以为是信仰，自以为是光明，自以为可以改变

什么，却也只是徒然罢了。磕磕绊绊地在这成

长的路上，没有鲜花和掌声，也没有繁星和明

月，有的只是一望无际的黑暗和布满荆棘的

路。

细雨蒙蒙，一抹奇异的绿色在我眼前掠

过，像是枯涸的土地汲取到久违的一滴水。我

不禁驻足观望，这绿色竟在这般天气中生长，

那抹嫩绿的颜色，成了这天地间唯一的点缀。

我快步走向它，不禁抬头仰望。这抹绿色———

是一树梧桐叶。它不似秋日那般落寞、泛黄，

也不似冬日那般孤独、苍白。此时的它，仿佛

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生机。在我印象中，昨日

明明还泛黄的树叶，今日怎绿得这般摄人心

魄！在这冷风的肆虐中，这满树绿叶却不曾低

头，无惧风雨、直面风雨、挑战风雨。

我心中一震，仿佛成长的路上遍地的荆

棘，都被这奇异的绿色点燃驱散。我心中豁然

开朗，脑海中浮现出这么一句话：“这世界上

已经有很多人和事让你失望，但是最不应该

的，就是自己令自己失望”。是了，我笃信这海

之蓝，却不知这海的深；我向往这天之大，却

不知这天的遥远。我空有一身殉葬之勇，却没

有探宝之慧；我空有一腔远大抱负，却不知从

何实现。突然间想通了许多事，继续哼着那首

歌“把酒祝东风，且祝山河与共的从容。酩酊

人间事，从此不倥偬……”自信地向前迈出

去，迎接满怀风雨的洗礼。

因为那一抹绿，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今天科学老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种

绿豆。我们要种两组绿豆，一组绿豆名字叫“实

验组”，一组叫“对照组”。两组绿豆分别种四天，

观察它们的生长变化。“实验组”的绿豆有适宜

的水、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的温度，而“对照组”的

绿豆只有适宜的水，适宜的温度，却没有充足

的阳光，要用一个盒子盖住，来观察几天。“实验

组”和“对照组”都分别有四颗绿豆。

第二天，“实验组”的绿豆已经有三颗发

芽了，只有一颗还没有发芽，而“对照组”的绿

豆却只有一颗发芽。这令我很奇怪，为什么

“对照组”的绿豆长得慢呢？科学老师的回答

是：“因为阳光是绿豆发芽必不可少的，如果

没有阳光，那么绿豆就会长得非常慢。而有阳

光，那么绿豆就会长得比较快。我还有一个小

秘诀：就是在未发芽的绿豆上铺一层湿纸巾，

绿豆就会长得非常快。

第三天了，绿豆已经全部发芽，并且“实

验组”的绿豆有两颗开始长茎了，样子很可

爱。但是“对照组”的绿豆长得非常慢，还没有

全部发芽呢！已经发芽的绿豆也长得不错，只

是非常瘦弱。这些发现让我十分惊喜，因为我

的绿豆长得不错，就连“对照组”的绿豆都长

出了小芽，实在是太可爱了。

第四天，绿豆长得都非常好，而且“实验

组”的所有绿豆长茎了，有些绿豆长得还挺

长。“对照组”的绿豆全体发芽，有三颗长茎

了，还蛮长的，就是特别瘦弱。

通过对照试验我明白了，豆芽的生长需

要水、阳光和适宜的温度缺一不可，如果只有

水和温度，没有阳光它也是长不好的，正如我

们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一样。

豆芽的生长历程
■ 四川龙泉驿区实验小学六年级五班 谢佳希

乐趣，与我一同并进
姻 四川龙泉驿区实验小学六年级六班 张邺纬

那一抹绿
姻 四川省达州市铭仁园初一六班 罗桂英

商鞅

攥着一生的热望。

奋袂的心魂，勒一把血性的句子，别在胸

前，边走边唱。

步行的字粒栉风沐雨，贲张的心音，沉沉

地颤响一路流韵的时光。

伫立潮头，撠着激情奔突的方向。你剥开

乱世苍痍的喧啸，唤一腔舞蹈的灵感，释散心

中的一片浩然、一汪坦荡。

狂澜的季节，披荆斩棘，彻夜不眠的魂

魄，脉脉地在一个法字上，剑试锋芒。

突露的筋骨，铮铮作响，浩荡的血水、潺

潺地澎湃出一地唯美的意象。

握着灵魂不散的欲望，你撕一片太阳，滋

养风骨，让流韵的精血，在阡与陌，耕与战、贾

与商的跌宕中，溅起几多惊天动地的歌谣。

和着悠扬的节拍，吟着满眼的无限风光。

你打开心门，吐纳御重，引颈高吭。用心良苦

地将徒木立信四个大字刻在老百姓的心上。

然而，令政必行的利刃，刚一出鞘，就刺

痛了生命，刺痛了历史，也刺痛了你的心跳。

咬住舌头的疼，扶着无处安身的伤，你在

锋利的刀尖上，舔食寒星，夺路而逃。

狂奔的影，缠满风的踉跄，无助的泪，惆

怅着迷惘中的凄惶。

数着脚下的路，凝眸寒秋中的霜，你隐隐

地感到，自己已是无路可逃、无路可逃……

苍空悠悠，悲歌袅袅。

一颗奋昂的魂，最终也没逃过自己呕心

沥血磨砺的锋芒。

踩着热血滚烫的锋刃，你愤愤地站在历

史狰狞的狂笑中，将那撼天动地的哀鸣嚎叫，

呐喊成一曲萦回千秋的绝唱。

李斯

怀揣一个志向。

你在梦的眼皮上，抓一把流浪的星光。

跋涉的情感风雨无阻，足智多谋的三寸

之舌，嚼碎了多少暗夜的漫长。

持着凛冽的寒风，掬起心中那缕曙光，你

奋奋地拨开眼中的尘霾，颠狂地锤砺自己的

思想。

犀利的笔锋，杀过墨和纸的心跳，奸佞的

暴戾，腾腾地串起一路狂飙的锋芒。

攀着至高无尚的权力，你摇唇鼓舌，力排

群雄，横扫天下。使一介布衣的客身飘飘地荣

膺千古一相。

一生在刀锋上行走，箭镞弩张的鹰隼，冷

冷地挑起一颗血淋淋的太阳。

疯狂的日子，为梦布景。魂飞魄散的情

节，隐隐地弥散着悲歌袅袅的剑影刀光。

噙着浸透悲鸣的血浆，你横逆地躺在圆

挺的笔锋之上。焚百家之书，坑血红中的愤愤

长啸。

阴霾的天宇下，凄凄怜怜站着的，仅剩医

药、卜筮、种树等魂飞魄散的文字，哀哀幽咽

着烽火涂炭的世态炎凉。

岁月苍苍，风云浩荡。

从刀开始的人生，到头来还是输在一把

锋利的刀上。

一生钟爱的小篆，刚刚脱缰，就被浩浩浓

墨荡出魔幻般的历史，独自在风中乘凉。

而那伴着刀火逢生的隶书，一挥毫就潇

潇洒洒登上汉朝摩崖，舞尽千年风光，活成万

千景象。

袁崇焕

人世苍桑。谗言似刀……

当寒光凛凛的屠刀挑红悲咽的夕阳，你

撕开胸腔，向苍天大地，发出几声义愤填膺的

嗷嗷尖啸。

纵使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然而，一颗赤胆的魂，最终还是站在喋血

的日子里，成了刃上的钢。

公元 1630 年 8 月。京城西市。

一把比闪电更为刺眼的刀，荡开颠狂的

人群，沸反盈天的藉藉喧嚣，一刀一刀地剜痛

历史跪着的脊梁。

追着刽子手的节奏，嗅着热血疼痛的尖

叫，发疯似的人们，竟忘了仁爱之道，不惜掏

空腰包，抢来你的骨肉，和酒生吞、呥呥嘶嚼。

泪流满面的天宇下，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于诡计多端的狼藉里，成就了贪婪的梦想。

你那曾单骑出关的跫音，再也无力腾起

驰骋疆场的铿锵。

你那曾横佑疆土的鸿猷，再也不能匡护

辽东父老。

你那曾拥抱太阳的双手，再也无力托举

十五的月亮。

从此，浩瀚的天穹，陨落了一颗璀璨的星

光。

从此，岁月的酒窝里，一抹殷红，灼痛了

多情的江山，癫狂的凄厉锋芒。

从此，史书里的章节，多了一段令人毛骨

悚然的字粒，少了几多催人泪下的舒朗和流

畅。

人世苍桑。谗言似刀……

你，在锋刃上消失了。

而血，却永远装饰着历史的风景，涤荡万

千景象。

流韵的悲魂（组章）

■（贵州）马仕安

春风悄悄走进你，轻抚压在你身上的厚

重的被子。你蜷缩着冰冷的身子没有回应。春

风轻轻地轻轻地给你的脸上哈气，给你的手

上哈气，给你的身上哈气，徐徐将温暖哈进你

的心里。你的干糙的脸一点一点红润起来，你

的僵硬的手指一下一下轰动起来，你的身子

慢慢舒展起来。

你似乎还在梦里。耳朵里有了鸟叫的声

音，有了流水的声音，有了虫鸣的声音，有了

绿芽睁眼的声音，有了土地活络筋骨的声音，

有了牛走马嘶犁铧翻土的声音，还有燕子呢

喃的声音……

你慢慢睁开惺忪的眼睛，眼前的景象让

你觉得还在昨夜游仙的美梦里。绿芽已把干

枯的山川弥漫；桃杏花已挂满枝头，有的含

苞，有的怒放；农人们扶着犁铧吆喝着牛驴在

田里耕耘播种；燕子在屋檐下来来去去筑着

新巢……世间的一切都涂上了颜色，蓝天白

云，碧水绿树，青草百花，还有人们脸上洋溢

的茵茵春意。

哦！原来春天给你送来了一首诗。春天亲

自给你朗诵给你解读。淙淙的流水，习习的和

风是诗的感情，蓝天白云、春草鲜花、燕子牛

马、树和人都是诗的意象，鸟的鸣叫，植物的

拔节是诗的节奏，到处是一片劳动创造、欣欣

繁荣的景象是诗的意境和主题……

春天送你一首诗，一首拼搏奋进的诗，一

首昂扬创造的诗，一首驰向外来美好前景的

诗。你在春天送你的诗里醒来，插上想象和创

造的翅膀，在诗所创造的神奇的世界里自由

驰骋翱翔。

春天送你一首诗，你在解读阐释诗的过

程中，不知不觉转换了角色，你却成了献给春

天的昂扬的诗篇。

春天送你一首诗
■（宁夏）尤屹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