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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上，徐老师让本次作文10星的同学逐一上台展示
佳作。

我后桌金琰畅是倒数第三位。他略显得意地走上讲台，
挺直腰板，有声有色地读起自己的作文来。

当我们都陶醉在金琰畅精彩的故事描述中时，徐老师突
然大吼一声：“金琰畅！给我站起来！”全班同学顿时蒙了，目
光齐刷刷地从屏幕投影转移到徐老师身上——

只见一向和蔼的她两手叉腰，眼睛瞪得像铜铃，狠狠地
盯着最后排的一位男生——程杨睿，眸子里射出让人窒息的
光芒。

同学们看看老师看看程杨睿又看看呆若木鸡的金琰畅，
猛地哄然大笑起来。几个顽皮的笑得直接摔在地上，还故意
拖着长音叫道：“哎哟——我不行了——要笑死了！”

原来，程杨睿刚刚没认真听讲，偷偷地做小动作，老师本
来想叫他站起来反省的，结果一糊涂，把“程杨睿”喊成了“金
琰畅”！

哈哈，你看，刚刚吓傻的金琰畅此刻居然乐成“小贼鼠”
的模样：眼睛眯成一条缝，两颗大白牙露了出来，还不忘小声
嘀咕一声：“老师，我不就站在这儿嘛……”

徐老师愣半天，才发觉自己闹乌龙了，拍下脑门，两眼弯

成月牙，也“扑哧”笑出声来。她颤抖着用左手指指程杨睿，
努力让自己恢复严厉的样子：“咳咳，程杨睿，给我站起来！”
程杨睿只好无奈地倚着桌子慢吞吞站了起来。

不一会儿，剩下几篇10星作文便展示完毕。徐老师又
做出了让人疑惑不解的举动。她径直走到程杨睿面前，把手
伸出来，下巴微抬，热情洋溢地说道：“作文给我！”

程杨睿一脸懵，仰着头，直直盯着老师的脸，半晌，才嘟
起嘴着急地申辩：“老师，我作文不是10星的呀？”

“不是10星的你站着干嘛？！”徐老师皱起眉头，歪着脑
袋，厉声斥道。

“啊？老师，刚刚不是你让我站着的吗？ ”程杨睿无辜
至极。

徐老师又愣了！过了一会儿，才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哦！哦！哦！对！忘记了！”

“哈哈哈哈......”班里又是一阵狂笑。有人甚至为无语
的程杨睿编出一首歌：“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我呢，
不时瞧瞧可怜的程杨睿，看看他的脑袋有没有大了一圈。

哈哈，原来平日严谨的徐老师也会有如此糊涂的时候
啊！ 上塘城西小学五（1）班 谢韵歆

指导老师 徐路芳

喜欢傍晚六点的风轻拂脸颊，喜欢黄昏日落。它们总
会让我想起很多事情，就好像回到了那个初遇你们的夏天，
纯粹而美好。

仍是每天下午的自习课，众人无言，全班享受着心照不
宣的美好。窗外的晚霞已蔓延到了枝头，留下了静谧的影
子，却没有人愿意施舍一个眼神。或是沉寂，或是吝啬，任
几许飞鸟流窜，却只觉这半刻共处的温存值得从罅隙中抓
住细细品味。

班主任的声音划过寂静，她眼眶中泪光闪烁，带着几分哽
咽，沙哑道：“……有的家长跟我说，他们的孩子虽然分班成绩
优异，但仍是很伤心。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别的同学离开
……期末考过后，有的同学可能还留在七班，却已经不是原来
的七班了……”她说说停停，似是在脑中翻阅与我们有关的记
忆，全班人随着她的停顿而溯洄同样的场景……

想起初见那天，头顶上是朝阳刺眼的盛夏，火辣辣的空
气吸进肺里都是难捱的灼热，那几十个穿着各异的人却似
这明黄中的一抹薄荷色，整个世界的雨就稀里哗啦地下起
来。那一刻，我瞬间明白为什么选择了这里、选择与这群美
好的人儿共度三年。

我望向他们眼底。看见了我自己，也看见了我身后春
已归去的孟夏残痕，于是盛夏便跟着来临。

初见总是带着蛮荒的任性和拘谨。我还依稀记得初一
开学时写的一篇随笔里的一句话：三年可能会遇到一些坎
坷，但初见的美好与温暖都会如影随形地萦绕在心头，给予
我们坚定的力量和一起走下去的勇气！

现在再看却道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未历经坎坷，又怎
知坎坷？倒是现在的我有资格评论评论这“坎坷”二字了。
不知从哪儿听来：人生百味，别离为苦中之苦。我觉得没
错，但这样一说，我们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是经历
过三次大苦吗？

初二于我们七班而言仿佛是一次历劫。所有烦心事堆

积着出现让人无暇顾及，只剩悲伤。
曾逸豪，我甚至都不了解他，他甚至在离开的前一天还

在说笑，他甚至连一句“再见”都没有留下。他就这么走了，
转到了别的学校，再回首，仿佛他从来就不曾来过，只在每
人心上撩起几分涟漪便消失不见。我仍是很后悔没有和他
多说几句。

金惜，一位飒爽的女子。课堂上是她的爽朗笑声，运动
场上她的身姿足矣惊艳每一个看客，这使她占据了你大半
的视线——可她也是说走就走，脑子还来不及缓冲，她却已
到达大西洋彼岸，尽管这不是她本意——转眼只见她滑过
泪水的面庞，再不见原来的她。我仍是很想念那个开怀大
笑的她。

还有郭祉谦，明明像阳光一样的男孩，却被阴霾遮盖住
光芒。几个星期的断联，对他来说日日煎熬，对我们而言亦
是如此。他在病床上的样子，不忍去想；关于他的讯息，不
忍去听；而最真心的祝福就是“身体健康”。至今我仍是很
心疼他的病痛。

秋冬的寒风吹来三个寄给八（7）班的噩耗，但我们挺
着、一起挺着，大不了流泪，因为我们坚信：春天的风会驱散
所有阴霾，带来所有错过的不期而遇。

一方天地又能相隔多远？一天一天期待着我们再次相
遇，一点一点整理好扰乱的心绪，很高兴还能再次见到他们，
我仍在这里，而他们已经归来。天使听见梦呓，于是实现了我
的愿望，带回了翘首以盼的惊喜。聊天可以继续，笑容会再回
来，病也会好的，苦尽甘来，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你从未曾去过，
但它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
相逢。醉夏巡风，我听风过耳，于是追溯人间，相遇相知，相
守相伴，那个盛夏一直谱写在心田，芬芳也将一路珍藏。

瓯北五中八（7）班 刘拉拉
指导老师 蒋 仙

时趁暑假，忙里偷闲，不早不晚遇见该
遇见的“你”。都说世间并无偶然，所有的
相遇都是命中注定。自打那日在书架上偶
然见到你，便无法释卷，想来是与你有缘。

这是一个触及人心的故事，细腻而真
实，平淡且动人。它以在费城的第一个春
日，即将刑满释放的阿加莎越狱开篇，到
劫持了少女米利，让她带自己去寻找幸
福，追寻内心的信仰，后与警官汤姆上演
了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止。同时，这也是
阿加莎一个寻找的过程，一个与自己和
解，与往事和解的旅程。其间包含着亲
情、友情、爱情，却始终是围绕着——
爱，这个伟大的名词。

因为遇见所以美好

世间的缘分，无非是从遇见开始。恰
如在某个车水马龙的街头，茫茫人海中，你
遇见我，也正如在某个加油站，米利遇见了
她的小姨阿加莎一样。于此，她们开始了
那段惊心动魄而又幸福的公路旅程。这也
让米利渐渐明白幸福的另一个含义。

幸福，不是苟安，而是追求真实的自
我。在米利被劫持之前，她曾是一个安于
现状、朴实的少女。每天做着同样的事儿，
过着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直到遇见
阿加莎的那一天，使她平淡无奇的生活中
开始充满激情。她们一路狂奔，妄图跨越
整个美国，这其间让她亲眼目睹了阿加莎
那疯狂的生活、澎湃的激情与不惧生死命

运的坦然心理。虽然她们始终逃不过汤姆
警官的追踪，但是直至路的尽头，也让她们
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米利因为阿
加莎，而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观
念，乃至穿衣风格，情感节操。让她了解到
自己的内心世界，解开了她性格中敢于冒
险，不羁的一面。

龙应台在《目送》中这样讲：“我慢慢
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
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亲情，
就是如此。30年前，阿加莎代替米利的母
亲汉娜入狱，与其更换姓名，只为米利拥有
一个母亲，能够在母爱的滋养中茁壮成
长。“你需要记住的唯一一件事情是，她是
你的母亲，她爱你。”她宁愿承担米利母亲
生前的一切罪过，利用善意的谎言，去保持
米利心中母亲的美好形象。这是一份小姨
对侄女的爱，深沉而动人，令人敬畏！她用
30年的青春年华换取了米利半生的幸福，
亦是无憾。

正是命运让米利遇见了像阿加莎这样
的小姨，才有她前半生的美好生活；正是两
人在加油站的相遇，才让她们在后来懂得
了幸福的真正内涵。

譬如，若非白娘子与许仙在西湖断桥
的那场邂逅，哪有“洞中岁月容易过，人
间悲苦最难捱”的凄美；若非那日玄宗与
杨贵妃的初见，又怎有“云想衣裳花想
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感慨。正是因为

遇见，所以美好！

只因遇见，才会懂得

如果说遇见是着景之鲜花，那么懂得
便是急景之流年；如果说遇见是封尘的札
记，那么懂得便是其中积淀的涵养。它，是
瞳孔，让人看透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让米
利懂得：生命之短，磨难之长。而拘泥地生
活在狭小的空间里，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定
格好的，这就是米利的磨难。只因她在某
一刻遇见了阿加莎，让她乏味的生活终于
迎来了生机与光明。也源于这一路的经
历，让她懂得幸福的另一种含义，开始去追
寻属于自己的幸福。

诚然，不仅是米利，所有人亦是如此。
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权利，只是有时要学
会改变自己，尝试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不
拘泥于死板的框架，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
东西。如此，幸福才会更加美妙！人生如
梦，忽然而已，我们总应不枉此行，在这
世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一花一天堂也
罢，一树一菩提也好。既然生，就生如夏
花之绚烂；淡然死，却死若秋叶之静美。
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幸福的另一种含义。
只因那天遇见你，才会懂得生活之曼妙，时
光之静好！

离别，是为了更好地遇见

离别，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
重逢。

在阿加莎越狱后，汤姆的出发，不只是
在执行其职业生涯中最后一场逮捕，亦是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本应在30年前就拥有
的幸福。

圣菲，旅途的终点，她们的家乡。在这
里，米利与她的父亲，阿加莎与她的爱人
——汤姆，重逢。这逐渐让米利理解幸福
的另一种含义：在失去中得到真正属于自
己的。曾经，她失去过祖母、母亲，如今她
有了父亲、小姨；失去了平淡朴实的生活，
却也爱上了更有趣的生活。而同样，阿加
莎虽然失去了30年的光阴，却也得到了现
实的幸福。因而，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见，
亦是遇见更好的自己。

同样，当年孙权在离别前，对吕蒙的谆
谆教诲，“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时过
境迁，却有“卿今之才略，非吴下阿蒙”，“士
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慨叹。如此，离
别即使悲伤，却是为了下次更好地遇见。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自米利与阿加莎分别
后，她们各自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只是
因为希望在再见的时候，可以拥有更加鲜
活的一面，去成就更非凡的自我！

人生，就好比一场旅行，遥远的路途
中，总会遇到一些坎坷、磨难，而我们总要
跨越鲜花荆棘，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苍山负
雪，明烛天南。

遇见，相伴你我左右。望你我有缘，
萍水相逢，在生命的长河中，遇见最美好
的你 。 永嘉中学 汤露然

在 我 家 的 庭 院
里，有一棵枝繁叶茂
的槐树。

夏天到了，繁花
似锦。满树的槐花，
一簇簇地隐匿在绿叶
里，亦或是若隐若现，
动人心魄。

可我现在却无心
欣赏，这纯白清甜的
槐花，也不能熄灭我
心中的火焰。那是对
自身无用而感到无力
的深深恼怒与辛酸。

蜜蜂在我眼前瞎
晃悠，我奋力一挥，手撞到结实的树干上，似乎开启了
某个机关。泪，再止不住。失望的情绪夹杂着咸咸的
泪水，一滴，一滴…砸在泥土上，砸在心坎上。

从槐树上长了花苞开始，我决定攻克化学，到如今，
槐花盛放，我却仍无一丝进展。 一阵风吹过，带落了槐
花，染上尘土。永远无法回到槐树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会是我的命运吗？ 多少个日夜的付出？却收
效甚微，何等无力！何等辛酸！

“囡囡！”奶奶在屋里呼唤我。我擦干泪痕，走进
屋子，只见奶奶手里拿着一个箩筐，对我说：“走！我
们去捡槐花做槐花酒。”

来到院子里，奶奶捡起落下的槐花，絮絮叨叨地
说：“囡囡，我和你说啊，这槐花捡起来以后，要清洗、
晾干……”“这么麻烦啊！”我不禁咂舌。“干嘛费这么
大功夫呢！”“好喝呀！槐花酒清爽又甘甜，况且想要
酿酒酿得好，没有哪种酒是容易的。”

望着箩筐里的槐花，我似乎又寻回了勇气。
槐花虽然坠落于尘土之上，却仍能酿成甘甜的酒

浆，实现自身的价值，那么我是否仍存希望？
我拍拍身上的尘土，拖来一张桌子放在槐树下。哪

怕流再多辛酸的眼泪，我也决不放弃！无数个化学方程
式，无数道化学题，无数滴辛酸的眼泪，无数声“加油！”
我努力着，槐树见证着，埋在泥土下的槐花酒酝酿着。

几个月后，是揭晓成绩的时刻，我忐忑不安地拿
起手机。“囡囡，槐花酒酿好啦，过来尝尝吧。”

我端着盛槐花酒的酒杯，点开软件。晶莹的液体
在玻璃杯中流光盈盈，闪耀着光芒，槐花酒的清香更
是钻入心。化学成绩则更是甜上加甜。

凉凉的酒浆与浸满辛酸眼泪的心灵碰撞在一起，
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沁人心脾，甘甜清爽。

辛酸的眼泪，是你心灵的培养液。时机一到，便
如槐花酒般甘甜，甜至心坎。

瓯北五中九（8）班 孙诗林
指导老师 蒋 仙

遇见
——读《幸福的另一种含义》有感

槐花酒

醉夏巡风

糊涂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