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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丁当 美编江静雯
美编助理 霍笑芬

B08 校园内外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有时这

种美，或许并不在诗意的远方，而

就在平凡琐碎的日常间。当我们

不经意地抬眸一瞬，偶尔就会被天

边那抹绚丽的晚霞惊艳了。秋已

至，天渐凉，秋色也更加斑斓多姿，

可日日被手机“捆绑”，早已目盲心

钝，对美视而不见了。这个秋日，

何不放下手机，来一次心灵的觅秋

之旅？

时令刚刚进入初秋。我坐

在公园的一潭碧水边，望着色彩

艳丽如彩绸的鱼儿在水中游弋

嬉戏，随手撒下一些饼干屑，它

们竟像顽皮的孩童，你争我抢欢

实地觅起食来，煞是活泼有趣。

一个二胡艺人坐在飞檐翘角的

凉亭下，把阿炳那首《二泉映月》

拉得如泣如诉、凄婉哀绝，丝弦

触碰了内心最柔软的情思，听得

我泪眼婆娑，一幕幕伤心往事在

心海翻腾。

身旁一位白发似雪的老阿

姨，穿着一身艳如玫瑰质地柔软的

丝绸练功服，她舒缓而柔和地打着

太极拳，那种慢动作、静能量，连一

叶梧桐落于肩头，都像慢镜头在播

放。一个步履蹒跚的幼童一摇三

晃地映入眼帘，他一会儿看麻雀在

枝头飞舞，一会儿又嗅嗅路边的花

儿，快走几步跌倒又像不倒翁迅极

爬起来，爷爷乐呵呵跟随其后，满

眼爱意。

途经菜市场，感受着扑面而

来的人间烟火气，商贩的吆喝声

此起彼伏，突然就想买几样可口

的蔬菜，给家人做一顿家乡的美

食——麻食。一钻进厨房，就撸

起袖子开始“精雕细琢”了，一粒

粒如拇指盖大小的面疙瘩，我用

一个木质带花纹的底板，在上面

轻轻一捻，于是一粒粒带着花棱

的麻食就成型了，像一个个白色

的小海螺。

捻好麻食，就是烹制臊子

了。慢工出细活，我将土豆、芹菜、

豆腐等切成小丁，与西红柿一起轻

炒慢炖，再放入黄花菜与木耳。当

煮好的麻食配上汤料，滴几滴辣椒

油，色香味一下子就诱得人口舌生

津，先生吃得满口流香，竖起大拇

指惬意地来了句：“嫽扎咧（家乡方

言：好极了）！”

下午的天井里，阳光已然退

去，望着平日疏于打理的花草，蔫

头巴脑得匍匐蜷缩在花盆里，了无

生趣。一番修剪梳理，多肉植物又

重现它的萌嘟可爱，长寿花开得艳

丽喜庆，低头的一瞬竟发现昙花不

知何时已露出两个花苞，心情瞬间

被花草点亮了。

我静坐于花架边，捧书慢

读。茶几上刚刚沏好的茉莉花茶，

热气袅袅，氤氲香气在鼻翼萦绕。

我在小说《主角》里，被一代名伶忆

秦娥的命运揪扯着，时而为她高超

的演技击节赞叹，时而又因她遭受

恶人嫉恨诬陷而愤懑不已，看到书

中的方言俚语，竟感觉无比亲切，

儿时父亲带我去剧院看秦腔的一

幕又浮于眼前。

偷得浮生一日闲。觅秋拾

趣，放下手机，让自己逃离欲望的

藩篱，为心灵松绑，过了一天亲近

自然、“车马很慢”、“完全为自己而

活”的日子。夜晚，望着夜空中那

轮明月，不由得反诘自问，难道被

名缰利锁捆绑着走，一眼都离不开

手机的日子，真是我心往之的生活

吗？

灯湖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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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啦！起床啦！”“还

不快去吃早餐！”“出来吃饭

啊！菜都冷了！”一声声唠叨

从我耳边飘过，真讨厌。

“叮铃铃、叮铃铃！”早上

六点五十分，可恶的闹钟吵醒

了我，随着一声“叭”，闹钟一

停，我又开始呼呼大睡。可

惜，时机已晚。“还不快起床，

太阳都晒屁股啦！”

“不要，不要，再睡一会

儿。”妈妈听到我顶嘴，冲进房

间，又开始唠叨起来，一句完

了又一句，真是没完没了啊，

我不得不起床。

下午放学回到家，把书包

随手一扔，往沙发一坐，拿起

遥控器打开电视。突然，我不

禁捧腹大笑，原来这是一部搞

笑片啊！哎，还是可惜这两个

字，因为一不小心，我把在房

间里呼呼大睡的妈妈吵醒

了。她关掉电视，走到我跟前

训斥了一顿，接着又说起了

“长篇大论”。嗯，我的耳朵都

要起茧子了，真是让人烦恼。

晚上，该吃饭了，可我还

坐在房间里看书，正看得津津

有味，妈妈那嗓门又冲了进

来：“出来吃饭呀！饭菜都冷

了！”“好，等一下。”十分钟过

去了，她见我没出来，大嗓门

儿又“唱起歌来”。老天爷，请

告诉我，妈妈为什么那么唠

叨？

哎，有了这样一个妈妈，

不仅唠叨，而且也让我很烦

恼，这样的妈妈，可能连世界

上最强的唠叨人都比不上

她。不过，这样的妈妈，我还

挺喜欢的，因为，她对我的爱，

都藏在这一句句唠叨声里了。

藏在唠叨深处的爱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三小414班王淼悦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因为有期待已久的美术课。

美术老师承诺我们在美术期

末考试后会给我们播放电影，

我乐得开花。

“叮铃铃、叮铃铃！”上课

铃声响了起来，我们也终于盼

到美术老师走进了课室，当他

准备把电脑打开时，我们就欣

喜若狂地大叫：“看海王、看海

王啊，老师！”老师严肃说道：

“都安静。”忽然，教室里变得

鸦雀无声，陷入一片死寂。只

见老师把手放在背后，生气地

说：“给我练坐姿十分钟。”我

们不得不按老师说的去做。

好不容易，十分钟过去

了。老师看到我们都安静了

下来，终于开始播放电影了。

我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屏幕，

同学们时而哈哈大笑、时而紧

皱眉头，时而交头接耳。正当

我们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下

课铃声又响了起来。“叮铃铃、

叮铃铃!"天哪！不知不觉就

到了下课时间。正当老师准

备要关闭电影的时候，我心急

如焚地举起手，向老师问道：

“我们还可以看多十分钟吗？”

老师点了点头。十分钟后，美

术老师对我们招了招手就离

开课室了。

在我心目中，这可不是一

节普通的美术课，而是我最开

心、最难忘的一节美术课。如

果时光可以重来，我多希望这

节课能重新来过。可是，时光

是不能重来的，只能好好珍惜

每一次拥有的快乐时光。

我喜欢这节课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412班陈茵瑶

那是一次意外的尝试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414班胡宜然

别人家的鸭子是老老实实的平民

鸭子，我家的鸭子却是一只只娇生惯

养而且气焰嚣张的“鸭老爷”。今天是

我第一次给“鸭老爷”们准备午饭，它

们的午饭是刚刚捞出水的新鲜浮萍与

鲜活的小鱼仔。鸭子的性格十分古

怪。它们只吃新鲜的浮萍，放置超过

一天也不行！

人们都说鸭子忠厚老实，可是我

家的鸭子却比大白鹅更高傲呢！都

说鸭子的步调是局促不安的，可是我

们家的鸭子是那么的有办法，绝不会

让身上的任何一根小羽毛沾上一点

儿泥泞。就是有狗在后面过来，它们

也从不会跑，像一位骄傲的国王，依

然踏着方步，好像头上顶着满满的一

杯水。

我大把大把地将鲜嫩的浮萍与

小鱼往下撒……“汪汪汪……汪汪

……”突然，一阵犬吠传入我的耳

中。呀，我最怕狗了！我把鸭子的食

盆与装有小鱼的小桶往鸭圈用力一

扔，头回也不回地跑回到家。“奶奶、

奶奶！”我把奶奶拉了过来，让奶奶陪

我一起再过去。那条小黑狗果不其

然就在鸭圈边上溜达，不过它一见奶

奶弯下腰捡起了一个小石子就跑

了。原来是一条小狗！奶奶看了看，

抚着我的头看丢在鸭圈里的盆子和

撒在鸭子食槽外的东西，笑了笑说：

“嗯，它们吃得挺好的，我们回去吧！”

我连“鸭老爷”也不如。本来是一

条小狗，可我却把它当成一条又大又

凶猛的大黑狗了。呵，看来我该向“鸭

老爷”好好学习呢！生活中有一次一

次的尝试，可能有很多失败的尝试，但

那也是有意义的事情。我只要在每次

失败中吸取教训、持之以恒，那么总会

成功的！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灯湖文艺”为固定文艺专

版，长期向广大市民征集文学、

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稿件要

求如下：

●原创作品，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贴近当下生活，以

表现桂城建设成果、人文之美、

乡土之情的作品为佳。

●文学作品体裁不限，非诗

歌类1000字内，诗歌25行以内。

●来稿不退，投稿即视为已

授权编辑部修改、刊登；请勿重

复投稿，如一稿多投请注明。

●作品有偿刊登，来稿请附

作者真实姓名及有效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dhbhlife@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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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这么盛大

所有的行云都打开花朵

祝福不需要随便说出

阳光疏密有间，雨水开始隐退

一匹马，已为草原

准备好了辽阔的奔蹄

这是九月，孩子

木琴锯开出发前的沉默

只有挺直的身影配得上未来

你握鞭的姿势酷毙秋天

大地传来远方新鲜的呼唤

它不断擦亮我们的视线

像一种茂盛的力量

闪电般撕去短暂的犹豫和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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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雨就淹没了夏天

一朵云驮走蝉鸣

攀缘上篱笆墙的牵牛花

似乎寻找着什么

屋前的老槐树一言不发

只有那些鸟雀

叽叽喳喳一些

老屋丢失的过往

秋日

雁阵抬高天空

禁不仰望

一个远去的背影

此刻与枫叶一起

挂上秋之枝头

让丰盈的词语透红

那就别去想了

闭上眼睛

细听一声声虫鸣

月光笑了

秋菊悄悄绽开

好多故事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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