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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 校园内外

美丽的秋姐姐乘着秋风静

悄悄地来了。

秋姐姐来到公园，对着公

园轻轻一吹“呼”……公园里的

菊花开了，红的、黄的、白的，争

奇斗艳。听，花间传来孩子嬉戏

的欢笑声；看，花间不时出现老

爷爷老奶奶优美的舞姿；闻，花

间飘来的阵阵清香，让人陶醉。

秋姐姐来到荷塘，她对着

荷塘轻轻一吹“呼”……“出淤泥

而不染”的荷花凋谢了，田田的

荷叶枯萎了。可是，胖嘟嘟的莲

藕成熟了。人们忙着挖莲藕，为

晚餐做准备呢！

秋姐姐来到田野，她对着

田野轻轻一吹“呼”……绿油油

的田野变成金灿灿的海洋。沉

甸甸的稻穗把水稻压弯了腰，伴

随着秋姐姐的指挥有节奏地摆

动着，水波似的荡漾开来。农民

伯伯也笑弯了腰，手握镰刀，收

割了水稻，收获了秋天的喜悦。

秋姐姐来到果园，她对着

果树轻轻一吹“呼”……树上的

果子得到了秋天姐姐送给他们

的颜色。橘子穿上了绿衣裳，橙

子换上了橙色外套，苹果套上了

红色的连衣裙……挨挨挤挤地

争着要人们采摘呢！

秋姐姐静悄悄地来，给大

地带来一派丰收的景象，给我们

带来一曲喜悦的乐章。

秋风掠过大山，似一只

神奇的大手，昔日的一碧千

里，刹那间便五彩斑斓，绚

丽多彩了。习习秋风里，野

果子的味道一日浓似一日，

先是可有可无间，三五日光

阴已经醺醺然了。

最先散逸出果香味的是

李子，漫山遍野的野果子刚

交上七月就成熟了，一场粗

暴的秋风把招摇在枝头的黄

李子红李子毫不怜惜地堆积

在地上的草丛里，不知情的

人闻着浓烈的、酸中带甜的

气味，茫然地梭巡着。山里

的娃娃当然明白其中的奥秘

了，扒开李子树下的草丛，

双手左挑右拣，要不了多大

功夫，一襻笼或者一小背篼

就装满了。

李子不是山里娃娃的最

爱，挑个大色艳的尝几个就

行了，他们拾李子是为了淘

洗李子核，药材收购站一斤

李子核三毛钱呢！李子捡完

了，山钉子的苹果味又撩拨

着娃娃们的馋虫。山钉子的

果实是小苹果状，个儿小多

了，指头肚大小，没有经过

霜杀的果子，酸涩大于甘

甜，娃娃们一个个被酸得龇

牙咧嘴的。即便如此，大大

小小的衣兜里，塞得满满的

还是山钉子，那些吊着鼻涕

的碎娃，哭嚎着跟在大娃娃

的身后，祈求施舍，因为山

钉子树上长满令人望而生畏

的刺，碎小的娃娃只能望果

兴叹。

最馋人的要数酸梨了。

酸梨也叫山梨，小的如鸽子

蛋，大的如鸡蛋一样，颜色

有金黄、嫣红和青绿，以金

黄嫣红色为佳。霜降过后，

林子里飘逸着浓郁的醇香，

说明酸梨成熟了。早熟的酸

梨在秋风的帮助下，早先隐

匿于地上的草丛里，蚂蚁、

刺猬、猪獾和鸟雀们忙着饕

餮和搬运。最忙碌的还是娃

娃们，襻笼、背篼一起上，弄

回家倒进缸里，不多几天就

捂好了，浓浓的香味儿让馋

嘴的娃娃不能割舍，围在缸

边，挑食汁多味甜的酸梨大

口吞食，个个肚皮圆鼔如球

状，还一个劲地往嘴里塞。

捂好的酸梨呈乌黑色，酸甜

可口，健脾开胃，吃的再多

也不会闹肚子。

秋日的山里是一座宝

库，清香四溢的松子，脆嫩

的毛榛子，可以饱肚子的面

栗子，回味悠长的五味子

……你可以根据喜好挑选，

只要你肯劳动，就能收获免

费的果实。虽然秋日的关山

是一幅硕大无朋的画卷，雄

浑壮美，但是娃娃们对美景

似乎心不在焉，吸引他们的

还是欲罢不能的果子。

烙在心里的记忆还是邻

居高叔的野果子酒。果子酒

开封那天，村子里过节一般

热闹。忙着收秋的大人们专

门挤出时间，到高叔家品尝

果酒，上学的娃娃回来顾不

上放书包，就三五成群的拥

挤到高叔家的院子里等候。

大人每人一大碗，娃娃每人

一小碗，绝对公允。大人们

喝完果子酒，长长地吐出一

口气，舒畅惬意，手抹一下

嘴，接着忙碌去了。娃娃们

喝完一小碗果子酒，舌尖灵

巧地在上下嘴唇游动，眼巴

巴地瞅着果酒缸，期盼着高

叔的恻隐。酸梨酒色泽黄

亮，酸甜中夹杂着浓郁的酒

香，令人不能自禁，每次喝

完一小碗，总是眼巴巴地瞅

着果酒缸不愿离开，高叔总

是亲昵地在我们头上摸一

把：“个个都是小馋猫！每

人再匀一点喝了就没有了，

喝多了会醉的。”

又是层林尽染，霜叶红

于二月花的深秋时节，我又

一次回到了家乡。整村移民

工程的实施，家乡只剩一个

空瘪的名字了，人去屋空，

老屋颓废，蒿草成林，野鸡

成群，不闻人语响，唯有鸟

兽鸣。在高叔家坍塌的老屋

旁边，一丛高过人的蒿草

里，我找见了高叔酿制过野

果子酒的两口大缸和那只鼓

腹的粗瓷瓮，虽然主人逝去

已经十多年了，缸里瓮里，

似乎还散逸着熟悉的，香醇

的野果子酒香……

秋天低下高贵的头

丰韵了镰刀的锃亮

河流弯下腰身

替裸露心事的土地系好鞋带

冬天的口福已无悬念，我播种过的土地

插满红黄旗，在瘦弯的田塍上放牛

黑芝麻点大的“麻鸡婆”咬痛的寒露水

像盐撒在挽起裤脚的疮口上

霜染枫林 淡泊了每一秒滴答时长

乡风不温不火 稻草人不怒不争

时间到了 各式各样的顽强

面临同样的命运，管你看不看到结果

风一遍遍擦拭着碑文雕刻

好运或歹运 开弓不见回头

时日不等谁 宿命遵从规律

带点伤疤的经历值得铭记

欢乐与伤感终会随风散去

没有什么高贵必须活着

没有所谓低贱必须死去

在喧闹中淡定

沉默，在苦厄中挺直腰杆活着

在信仰的求索中悲凉地逝去 或者

在如愿后死去 哪怕不被任何记载

——甚幸

注：麻鸡婆——田间一种蚊子（客家方言）

不受百炼，难以成钢
——读《西游记》有感

◎桂园小学602班梁梓谦指导老师：邓爱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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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示桂城青少年的才思才华、教师与家长的文化素养

与培养心得，《桂城社区》现征集桂城中小学生、教师及家长的

作文、摄影、书法、绘画等作品，欢迎踊跃投稿。投稿邮箱：

455756169@qq.com

征 稿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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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稿 启 事

树叶已经落得差不多了

仅剩一片

你依然站在枝头

瞭望她的身影

冷风打着唿哨

再一次偷袭了树枝

最后的那片叶子

也跌落下来

你仍然站在枝头

紧一紧羽毛

缩一缩脖颈，然后

重新站成一只鸟的雕像

北风更凌厉了

夕阳的温度已成为象征

夜色朦胧了冬日的乡野

其他鸟的踪影全都埋进地平线

许多人嘲笑你的坚守

许多人讥讽你的痴情

唯有我，突然间

泪如泉涌

我很喜欢读四大名著，尤

其是《西游记》。

我对其中的《遇难宝象国》

印象特别深刻：唐僧赶走孙悟空

后，被黄袍怪抓走并变成了老

虎。沙和尚、猪八戒、白龙马和

众神想方设法营救，都没成功。

后来八戒使出激将法，把悟空请

出花果山，终于打败妖怪，救出

师父。因为徒弟们的坚持不懈，

才有了后来的成功取经。

读完小说后，我不禁感叹：

不经万难，难以取经；要坚持不

懈，才能获得成功。师徒四人

去往遥远的圣地，道路崎岖漫

长，更隐藏着无数的妖魔鬼怪

虎视眈眈，如果没有“坚持”这一

法宝，他们可能早就被妖怪吃

掉，也不会有后来的脱胎换骨成

佛了。

说起坚持，我想起了学骑

自行车的经历。刚上小学那年，

爸爸教我骑自行车。刚开始我

以为很简单，迫不及待骑上车想

向前奔，没几步就摔地上了。我

很害怕，坐地上不愿意尝试了。

爸爸来到我身边，耐心地跟我说

了各种要领。我胆战心惊地再

试一次，但一不注意，车磕到石

头上重重地摔地上，那一刻我想

放弃了。爸爸走过来摸摸我的

头，说：“你不是最爱看《西游记》

吗？如果唐僧师徒一遇到妖怪

就放弃，能取到真经吗？坚持就

是胜利！这点小困难是难不到

你的，勇敢站起来，我们继续。”

这时老师说的话也在耳边回响：

不经历风雨，怎样见彩虹。我鼓

起勇气再作尝试。虽然仍有摔

跤，但经过不断努力，我终于学

会了骑自行车。

不受百炼，难以成钢！这

就是《西游记》给我的感受和启

示。这本好书不仅让我认识了

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还教会了

我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失去信

心，只要坚持不懈，顽强不屈，终

会有成果。

波波池乐园
◎南海实验小学203班叶轩奕

指导老师：余美清

一个填满五彩缤纷小球的池

子，一排陡峭弯曲的滑梯，还有一

道道不知通向哪里的神秘拐角，

构成五彩缤纷的波波池乐园，给

我和妹妹带来了无限欢乐。

波波池乐园就在我家附近的

一个商场里，乐园的入口是一部

放着卡通电影的大电视机，往里

走一点儿就是大大的波波池，最

里面的是惊险刺激的滑梯和绳索

床。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在一个个

隐秘的角落里和妹妹玩捉迷藏。

一开始，我往滑梯跑，妹妹紧

紧地跟着我。我突发奇想：“要不

甩开妹妹试试？”于是，我像闪电

一样跳进了一个洞里，屏住呼

吸。只见妹妹“哒哒哒”地跑来，

四处扫射，但找不到我。然后，妹

妹拐进了另一个角落里。我趁机

纵身一跃跳进了波波池，双手猛

抓四周的球往自己身上堆，把自

己深埋在四层球底下，仅仅从球

与球之间小小的缝隙里透出的微

弱光影判断妹妹是否在身边。我

静静地等待着。此时，只听见急

促的脚步声从远处快速地靠近，

眼前的黑影左右晃动。一个熟悉

的声音响起：“哥哥！你在哪里？”

随即，我“嘭”的一声一跃而起，妹

妹“哇”的一声吓了一大跳。我们

四目相对，哈哈大笑起来。

小小的乐园给我和妹妹带来

了无限欢乐，也给众多的小朋友

带来了难忘的快乐记忆。

丰收的秋天
◎灯湖小学401班陈颢鸣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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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长树》。作者：灯湖三小403班 陈雨桐

■《金色胡杨》。

李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