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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桂花树

写生 城桥中学 刘子易

致青春

我面对一团炙热的火焰
去寻问青春的颜色

他在寒风中上下窜动
周遭的冰雪逐渐化开了

他无声地给予了他的答案

可当他失控暴怒时
他吞噬万物
他成了深渊

我面对浩瀚星河
去寻问青春的颜色

可我陷入了迷茫
他是无边的黑夜

抑或是夜空中的一点璀璨

当黎明来临时
我豁然开朗

昼夜交替
白昼将至

而那星辰如少年心中的种子
也将永恒

青春究竟是什么颜色
我问过万物

却得不到一个结果
因为他无边无际

□ 崇明中学 高一（2）班 陆嘉怡

□ 民一中学 高一（1）班 杨鸿麟

互相遥望的
星空

□ 实验中学 八年级 王李珏

都说岁寒三友坚韧不拔，桂花何
尝不是呢？她也是四季常青、经冬不
凋的典范。小时候，家门口就种了一
棵沁人心脾的四季桂，她在高大挺拔
的松树间显得不太起眼，甚至被人忽
视。然而我却被她的清香所吸引，对
这棵并不高大的桂花树情有独钟，至
今难忘。

桂花树树干粗糙，枝叶茂盛，花朵
由白色渐渐变成淡黄、金黄，最后变为
金黄。桂花由四片米粒般大小的花瓣
组成，静悄悄地藏在绿叶间，点缀着单
调的绿意。桂花虽不如牡丹绚丽妖
艳，不如菊花傲霜独立，不如向日葵欣
欣向荣，但她有独一无二的迷人韵
味。正如宋朝诗人吕声之在诗中所写

“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咏橘绿与橙黄”，
桂花在秋季可谓是一枝独秀，出尽了

“风头”。一场秋雨过后，顺着凉爽的
秋风，我走出家门就闻到一股芬芳的
花香。阵阵花香不经意间带给人一丝
舒适，令人陶醉。嫩黄的花朵随风纷
纷落下，美极了。

当春的脚步走进的时候，大地万
物复苏，重新开始崭新的生命。桂花
也紧随其后，慢悠悠地开始生长。起
初，她先冒出一个嫩绿的头，好奇地观
望这个奇妙梦幻的世界，悄悄地她又
长出整个身体。经过春雨的滋润和暖
阳的照耀，她渐渐壮大起来，长满了绿
油油的小树叶。

气温渐渐升高，春的脚步渐行渐

远。夏姑娘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来临，
几只可爱活泼的小虫子商量着在桂花
树上停歇，吟唱着夏日交响曲。桂花
树在优美的乐曲中快速地生长，叶子
变得越发翠绿动人，身姿变得越发矫
健挺拔。慢慢地，虫儿飞去，也到了跟
夏姑娘说再见的时候了。

金灿灿的秋天到来了。桂花悄悄
开放，鹅黄色的花朵，清新淡雅。远
看，桂花树犹如一把翠绿的大伞，保护
着穿着嫩黄裙子的姑娘们，她们在伞
下害羞地翩翩起舞、你藏我躲，活泼又
不失优雅。近看，枝叶中一朵朵绽放
的桂花，像绿油油的盒子里摆放着的
黄宝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优雅又不
失美感。桂花盛放，那便是一年中最

美好的时节了，哪怕隔很远也能闻到
淡淡的桂花香。邻居们常常围坐在树
旁谈笑风生，惬意极了。月圆之夜，丹
桂飘香，阖家团圆，赏月赏桂，芬芳四
溢。

冬天的桂花树虽不像先前那样香
气四溢，却依旧青葱翠绿、富有朝气。
下过一场冬雪后，她银装素裹，穿上了
一件雪白的大衣，傲立雪中。

她朴实无华，不张扬狂放；她美
丽典雅，不矫揉造作；她执着坚韧，不
轻言放弃。她并不是很起眼，只是默
默无闻用自己的芳香换取世间的美
好祥和。

桂花开，十里香。我永远喜爱那
棵沁人心脾的桂花树……

“青春”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过
程。它就像盛夏里才开放的向日葵，
充满着热烈美好的气息。它又如同朝
露般易逝，恍然惊醒时它已在夕阳中
闪烁着红色的光辉，告诉你，该启程继
续下一个人生阶段。

青春中我干了什么？该干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这是我对自己发出的
有关“青春”的问题。

又何从解答呢？
有人说青春就像一张白纸，你可

以在上面放肆创作，你也可以一笔一
画，绘出理想的锦绣。我以往做出的
选择无疑是前者——懒惰、懦弱、耍
滑，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始
终走不出那困住自己的舒适圈，在莫
比乌斯环中无限往复。

“青春”一向与“梦想”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儿童时思想尚未萌芽，步履
蹒跚不稳；老年时久经求索的智慧火
种终于发光，身体却再难跟上思想的
步伐——只有在青春时，才是“最好”
的年纪。我在这里写下“最好”二字，
并不是为了固定追逐理想的年龄限
制，而是说，在这个年纪去追逐理想，
是最轻松、受到外界条件干涉最少
的。有些人因为对年龄的顾虑，心中
的理想渐渐熄灭。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
然。”

这里我想提及一部对我有很大影
响的作品。接连泡沫经济破灭、“地铁
投毒案”后的日本社会，EVA 于 1995
年首播。该片中大量哲学意象的运
用，在日本社会掀起被称为“社会现
象”程度的巨大回响与冲击，并成为日
本动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同时被公
认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画之一。
主角碇真嗣自述自己是“狡猾、懦弱、
自私”的一个人。

但 是 ，经 久 不 衰 的 片 头 曲 开 头
就是，“勇敢的少年啊，快去创造奇
迹。”

庵野秀明（EVA 导演）最终给出
了什么答案？

旧剧场版中碇真嗣选择宁可心灵
上有缺陷，有孤独和痛苦，却仍然保持
独立个体。

勇敢的少年啊，无论何时都能创
造奇迹。

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
说：“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我经过迷惑、思考，说：“从今天
起，做一个努力奋斗的人，做一个勇敢
的人。”

这就是我的青春誓言。

我的青春誓言

年幼时多么青涩温暖，
就连风儿也争抢着
把你护在花瓣中间。

阳光透过林间，
温暖的光线把你护在里面。

只为了让你的美丽再多一些。

蒲公英常常幻想
自己是陨落的流星。

在时间的尽头回到天堂，
在那里被照耀得

跟每颗星星一样洁白明亮。

洁净的晴空下，
它把所有阳光

温暖地映在小男孩的脸上。
温暖的气息吹来，
赋予它一对翅膀，

心跳就像小男孩轻快的脚步。
从未有过的幸福

催促着它跟随小男孩的身影。
暂时推迟了

飞往天堂的旅行。

来到溢满花香的窗外，
一张张面孔喜笑颜开。

天地间所有琼浆玉露都比不过
家人之间的片刻温暖。

此时它的心，
毫无顾忌地柔软。

由里到外，
风儿一吹，

不甘堕落的流星向四周飘散。
每一块碎片

都镶上了自己的羽毛，
缓缓落在

不属于它的门前。

望向两片云层中间，
是夜空为它准备的空隙，

等待着今晚归来的它
用身体去镶嵌。

可不久后，
这位男孩的家门前
也会拥有一片星空，

既然互相遥望，
又何必回到夜空中

继续感受孤独？

□ 扬子中学 高一（2）班 袁逸彤

□ 民本中学 高一（5）班 范毅萱

写生 城桥中学 陈燕

在这个遗憾又美好的世界里，你
我皆是远方来的独行者，不断行走，不
顾一切。

——题记

过往生命里，那些沉重婉转至不
可说的事情一点一点浮现，像一只洋
葱，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跋涉已久
的脚，已呈畸状，泛着清晰的痛楚。脑
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走！走！走！”

书中哈罗德的朝圣之旅始于一封
信，一封来自患了癌症的老同事奎妮
的信。为了帮助奎妮，他踏上了征
程。最初的他，孑然一身，只驮着一个
念头，便是一直往前走。可是年迈的
身体很快向他发出了停滞的预警。而
此时，那些已逝的时光却好似鬼魅一
般缠厄住他，想到妻子的疏离，儿子的
离世，以及对奎妮的亏欠……心中充
斥着难以言说的愧疚，悔恨……

我一面讶异着哈罗德鲁莽的行
径，一面又感慨万千。他能否坚持下
去呢？所幸，他在途中遇到的是给予
他帮助、施予他鼓励的人，如医生玛蒂
娜，银发绅士……在倾听他人的百态
故事时，也给了哈罗德一定的帮助。
渐渐地，他信念的塔又重新筑起来
了。他补充了许多户外生存的知识和
装备，哦，除了他最初的那双帆船鞋，
始终没有被任何一双别的鞋所替代。
就连他的妻子也竖起了支持的旗帜。
他已不是当初启程时的自己了，经过
不断地审视自己，反省自己，哈罗德愈
来愈靠近心灵深处的自己。他的脑中
又只剩一个念头：“走！走！走！”最
后，哈罗德走向了圆满的结局。意料
之中，情理之外。一个年事已高的老
人，独自徒步 627 英里，历经 87 天，的
确惊人。

在惊叹哈罗德完成了他不平凡的
朝圣时，我不由得感叹，很多时候，人
生是需要一份冲动的。人生是一趟没
有归期的列车，我们更应该关注于目
之所见，探讨自己多于别人，而非沉湎
于做人的悔恨。

就好像在搭积木，层层堆砌间，我
们更应该向上看，每搭一块都细细斟
酌，是否哪处堆得不好，下一步该如何
改进。我们要做的是自省后付之于行
动，并非过度后悔已发生的事。现实
中很多事情都是这个道理，跑马拉松
是，学习亦是……对我们青年人来说
更是，在追求梦想和奋斗人生的路上，
学会自省，是必备的行囊。

其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很像哈罗
德，他们在安稳的平凡中日复一日。
也许心底亦有澎湃的激情，也许背负
着无可言说的沉重，却被时间的沙砾
掩埋。其实生活，就像一场源于本真
的自我救赎，是对本心和灵魂深层的
追寻，也是对未知生命的探索和突
破。在人生这条路上，人经历的事物
不计其数，闯过风雨，也渡过苦难。我
们不能因为害怕而回避，用懦弱以对；
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而否定自己，用
退缩以对，甚至一次又一次活在悔恨
之中，不敢面对，成了我们最大的阻
力。但事实上，那何尝不是通向我们
自己的路途。最初，我们不小心遗失
了那颗晶莹的心，后来，慢慢从迷雾中
寻回。而所谓迷雾，不过是我们自己
为自己虚设的屏障罢了。

彼时，夕阳的胭脂红悄声晕染于
天际，氤氲着柔软的美好，宛若繁花怒
放，美极了！生命里总会掺杂一点遗
憾，向前迈进时，应保持真我，时时自
省，而不是常常后悔。

——读《一个人的朝圣》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