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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光的绝唱
◎韩星海

很多人轻视了野草闲花这个群体，
因为它太微弱细小，成不了气候，又构
不成自然的景致，平常得不值得一提。
但倘若留意，细看它们却顽强不息，而
且拼着命也要活下来。在坚硬的水泥地
板、墙壁根基、楼梯台阶、砖瓦缝隙等极
其恶劣的环境中，照样伸出嫩绿的身
姿，或透露出一枝一叶，随风摇曳，绽放
出绿色的生命之光，发出孰能无用的绝
唱，让人真难以想象……它们生命如此
不受重视，仍然葳蕤舒畅，求得新生，到

底为什么？
每当我看见这些野草闲花或小树

苗木时，便持一颗敬仰之心随手拍摄
出它们最为艰难的处境。与它们相比，
我软弱了许多，身子骨还没有那么坚
硬……我不由得一诗一画描绘说 ：路
边道沿墙壁角，一束花草和小苗 ；悄然
生长真顽强，它们到底图什么？

尽管如此，春之梦中有欢乐，夏之
焰中露笑脸，秋之韵中有静态，冬之思
中迎霜雪，可以说什么都经历过，最终

还是要枯黄涅槃，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一生无人知晓，也没有人注意它们的踪
迹……有时也会因为生长在了不合适
的地方，遭受到人为的铲除和清扫。

这个现象，让我长久地思索着……
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我多想化作一株
小草，依阳光而生，随清风曼舞，于无求
中恬适，在无声中幽然，练就一颗宽容
豁达的心，容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品
尝生命中的喜怒哀乐，不惊不扰，笑对
尘世，即使短暂无为，也不枉此生。

向上的力量
◎赵玉花

退休后不久的一天，我拿着一包旧
衣服送到福利院，看到了好多身体和智
力残疾的人，他们生活艰难的模样撞击
着我的心！我有一种想留下来当志愿
者的冲动。

这个想法我没敢跟家人说，在丈夫
和孩子眼里，我也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我的一些想法也总会让他们觉得“不可理
喻”。就像冬天时，我会给流浪汉下碗热面
条，或把路边草丛里瑟瑟发抖的小野猫抱
回来暖到被窝里……在家人的眼皮底下，
我做了很多让他们“担心”的事儿，要是再
离家去做志愿者，显然会让家人们紧张得
睡不着觉的。于是我时常到福利院去，能
帮助生活不便的人做点琐事就很知足了。

福利院里住着的人都有各自的不
幸，但接触时间久了，我却在他们身上看
到社会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有人失去手
臂，却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反而更加
努力地自力更生，帮助家里减轻负担，更
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他们用脚洗衣服，
用牙咬着笔杆画出了美丽画卷，写出了动
人的诗篇，用脚弹奏出动人的旋律 ；也有
腿脚残疾的人，依旧能够顽强地靠双手支
撑，数次登上泰山、华山。

福利院里住着这样一家人，爸爸腿
肿痛不能下地，妈妈有精神障碍，儿子的
智力水平不高，扣衣服扣子的事都做不
了。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悉心照料着这一家

三口的生活，日复一日，虽然没有奇迹发
生，但如同家人般的平淡中，需要的是巨
大的爱心和耐心。

住在福利院里的人们，除了工作人
员的看护，也会互相帮助。有一位股骨头
变形的女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都
要在床上。常年照顾她的是另一位男性
住户，他每天拖着残疾的身体，端着女患
者的便盆，往返于厕所和房间。

经常会有爱心人士来福利院探
望、帮忙。然而，不少人却在这些需要
照顾的人身上，看到了社会的温暖，看
到了生命的不屈，和他们身上释放的
璀璨光芒，体会到一种顽强向上的力
量。我在这里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贡
献，远远没有他们回馈我的精神礼物
那么丰厚。

我照顾过一位脑瘫的朋友，他艰
难生活的样子不愿让别人看到。他虽
然口齿不清、行动不便，可他从没放
弃过自尊，他用自己拘挛的双手劳
动，补贴家用。给他喂饭的时候，他
努力下咽的认真劲儿往往会让我
热泪盈眶，我不敢让泪水从眼里流出，强
忍着让它们从哽咽的喉咙咽下。 

面对这些残疾的朋友，我感受着他
们身上这种超乎常人的向上的力量。这
力量，让我学会怎样对待生活 ；这力量，
让我的生命之花更努力地绽放。

在奔跑中前行
◎杨芳晖 

触动心灵的声音
宝鸡市第一中学九年级18 班 付紫萱

听   雨
◎唐筱轩

很多时候，我没有真正的
闲情去听雨，对于大自然的许
多声音，匆匆行走中都忽略了，
没有真正欣赏过它们。但今天，
车子受阻，无法前行，在雨中等
候时，才有闲暇听一听雨声。

雨声如倾诉。还记得我第
一次在雨声中听贝多芬名曲

《致爱丽丝》的情景，那优美的
旋律，如怨如诉的音乐声如雨
滴舒缓而有节奏地敲打着我的
心灵，让我觉得犹如与最好的
朋友在倾谈心事，化解悲愁，分
享快乐。又有多少个夜晚，与朋
友彻夜长谈，一杯暖茶，几支闲
烟，任屋外雨声如注如梦，将心
灵的纷扰和烦闷在雨声中化解
得一无踪影。

雨声如故事。下雨的日子，
总让人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
觉。泡杯淡淡的茶，捧本消闲的
书，放上心爱的音乐，这氛围让
人感受到许多如梦的情境，令
人恣意去幻去想。雨天最适宜
怀人思远，回首往事，平静心
情。在雨声中，一切都变得平
和、宁静而美丽。

雨声如音乐。那单纯美妙
的音符，虽简单却一点也不让
人觉得单调。“大音希声，大象
无形。”大自然以雨声创造了
多少个美妙的境地啊，可是我
又真正享受过几何呢？一直

是匆匆不知何往何为，把旅途
上好多风景无端地忽视了。当
心灵平静下来时，雨声，便是
这世界奉献给心灵最熨帖的
音乐。

雨声如寄。古人可能是最
懂雨声的。如那首流传千百年
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
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每每吟
起总让人心隐隐作痛，冥冥中
相契相通的感觉，把雨中怀人
的那种牵念写得荡气回肠，写
出了极致的凄美。雨天最适宜
读信写信，每个文字在笔下好
像都生出了一种滋润的感觉，
没有了往日的干涩。

……
雨声如注，在耳边音乐般

甜甜地流淌着。望向车窗外，我
开始有点奇怪自己今天的想
法。烦躁的心绪荡然无存，取而
代之的是一种舒心的感觉。平
日里总过得匆匆，无形中忽略
了许多美妙的事物，连听一听
雨声都没有闲暇，心中难免生
出一丝悲哀。何不顺心顺意，既
珍惜幸福，也珍惜苦难，生活中
走过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处风
景都留心享用，都去善待它、珍
惜它，不就多了一份美好，少了
一份烦躁吗？

听听雨声，倾听这美妙的
声音，也是在倾听幸福。

记得上小学时，学校体育比赛，有一
个田径项目 1km。我长得比较瘦小，望而
生畏，不敢报那个项目，羡慕敢跑 1km 的
同学。上了初中，学校运动会上竟然有
3km 的长跑，自己更是不敢涉及 ；读高中
时成了 5km，自己还是望而却步，每每看
见赛场上健儿健步如飞，油然而生敬意!

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如今的我
不仅能轻轻松松跑上 10km、15km，倘若
咬紧牙关再拼一把，还能跑个半程马拉
松。我已经有跑五年马拉松的经历了！有
了健康的体魄，无论是教育教学工作，还
是做公益，或是参加社区活动，都能信心
十足、持之以恒，出色地完成所有事情。正
如曹操所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

暮年，壮心不已。
其实，人应该少一些自我、少一些自

私与偏见，多一些兴趣爱好——例如运
动，多一些奉献和付出，才能心生快乐，远
离疾病，浑身充满正能量，让人生在快乐、
奉献、充实中渐渐沉淀成美好！

50 岁以后，人的精力、体力远远不如
以前，许多人在精神上率先衰老、思想上
自动退后，岂不知，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器
晚成，且不说姜尚 70 多岁被文王重用！
众所周知，晋文公重耳 62 岁成为霸主 ；刘
邦 55 岁开创大汉帝国，当上皇帝 ；西汉的
公孙弘，满腹经纶，被汉武帝重用时已超
过 60 岁了 ；64 岁老将黄忠勇冠三军，斩
首曹操名将夏侯渊 ；苏洵 51 岁才华横溢，

被宋仁宗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吴承恩
70 岁开始写《西游记》，一举成名！这样
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应该抛弃年龄观念，把“人过
三十不学艺”的陈词滥调扔掉，不计较年
龄大小，上天考验的是你的信心与意志，
人与人比的是恒心与毅力，只要多坚持一
下、多努力一会、多拼搏一阵子，时时刻刻
咬紧牙关，生命总能绽放灿烂之花!

让我们在拼搏中前行，在信念中奋
进。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要学会鼓励自
己，困难时给自己多一些激励，疲惫时给
自己多一些温暖，努力让自己的心灵轻快
些，让自己的精神轻盈些，努力为他人和
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笔 人生墨

“咔嗒”是敲击键盘的声
音，触动的却不是键盘，而是我
年少的心。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接
触了计算机。那时还只顾着
玩，听见那连绵成一片的“咔
嗒……咔嗒……”根本不知道
那是什么，但知道，这样清脆
的声音一停，我就可以看动画
片了。那时的一声，触动的是
孩子贪玩的心。

长大一些后，父亲试着让
我真正了解计算机，我的十指
触上了发出清脆声音的键盘。
我开始学着打字，从最初每打
一个字母都要在键盘上找好
半天，到后来抬着头十指翻飞。

“咔嗒”声逐渐连成一片，黑白
的键盘，简约成华丽。清脆的声
音，刻进脑海。那时的一声，触
动的是孩子好奇的心。

十一二岁时，我去学了少
儿编程。现在想来，它其实并不
难，而是重在培养逻辑思维。微
凉的键盘，总是和我的指尖传
递出同样的温度。“咔嗒”的声
音，响在每个静静的周末。一
点、一拽、一按、一敲……一个
有趣的程序就写好了。我用孩
子的奇思妙想、不知疲倦的热
情，把耳畔连绵成一片的“咔
嗒”声，书写成一个又一个新的
故事。我依旧记得，夏日的阳光
透过窗帘照进来，不知不觉间
已经柔和了许多。那键盘上的
双手，屏幕上映着的女孩的脸，
在悠扬的乐曲中徐徐展开一幅

画。那时的一声，触动的是孩子
满怀热情的心。

如今，我学习另一种编程
语言，用它打出“你好，世界”的
时候，世界好像也跟着它展现
在我的面前。“咔嗒”声更密集
了，我的双手越来越多地放在
了键盘上，而不是鼠标上。学习
难度提升了，但那又怎么样？
少年的征途永不会被困难磨
折，永远棱角分明，永远意气
风发，永远在路上。我总能学会
的！十指落在微凉的键盘上，
这时的一声，触动的是少女探
索世界的心。

“咔嗒”声连绵成一片，
敲击着键盘，也触动了我的心
灵。人正当年少的时候，就应
该多学些知识，多走些路途，
多去看看世界。

“你好，世界。”
窗外的花香飘了进来，我

的耳边似乎又响起连绵不断的
“咔嗒”声。这一声一声，时时刻
刻触动着我的心灵，指引着我
一路前行。

 指导教师 ：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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