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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化周刊

桃源中学九（7）班 王晓男

我被这个匠人模样的汉子带到
这个工作室已经五年了。五年前，
我还不叫“根雕”。

我长于净土，却拥有着许多别
致的名字。意识朦胧的我从初生那
一刻起便身处黑暗之中，周身盘根
错节，不遗余力地只想与土壤化为
一处。及至我被他连根而起，我的
平凡、无用而丑陋的本来面目——
他身边许多人对我的一致评价——
终得重现天日。

“你可真是执迷啊，就爱费那闲

工夫。能赚几个钱呢！”
“这叫化腐朽为神奇嘞！”
后来，我从他的口中才得知，我

是隶属于黄杨科的。我在工作室待
了整整一年，从浸水去皮、干燥除菌
到构思雕琢、打磨抛光，最后上色打
蜡。我终于有了新的名字。在他的
话语体系中，我是天然的艺术。“根
雕之宝，宝在天然。贵在独一无
二。”五年来，他总爱说这话，且不厌
其烦、乐此不疲地向外行人介绍我，
以及其他的“杰作”。记忆中，他时
常留给我的是一个单调的背影，拿
着我叫不上名字的新奇工具，专注

于连我都觉得丑陋至极的根块。或
挖或凿，或磨或钻，一刹间天地神色
都仿若融于他那一方精神之中。

终于，他遒劲、硬直的背影慢慢
变得模糊而佝偻，脸上也显现了苍
老的哀色。

“啧啧，就爱费那闲工夫！”
他终于不再辩驳，只是不知道

这样的所谓艺术究竟要归于何处。
后来，我频频从他的眉眼之间察觉
到那一缕哀色。这个地方，与其说
是工作室，不外乎就是另一个破败
的小作坊。终于有一天，他对着满
屋的“丑陋”喃喃自语，“‘根雕’不是

闲工夫。”在他的口中，这里的许多
杰作浪漫而不粗野，无尽之妙又在
似与不似之间。

我慢慢审视着周围的世界，一
处处浑然天成的疙瘩坑凹、残缺块
面，一处处苍劲气势的明暗线条、圆
曲体面，竟以一种莫名的造型手法
有机地结合成别致的韵律。

不知何时，我离开了他。我也
不知将归于何处。

我长于净土。那个匠人告诉
我，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闲工夫”，
叫做文化。

（指导老师：王文波）

一件根雕的自述

梅林中学八（2）班 仇欣颖

金字塔是古埃及人民智慧的结
晶，它的构造精确又复杂。它本身
就是奥秘的化身，充满魅力。但我
在这里并不探讨它的建筑艺术和文
化价值，而是单纯品析它独特的外
形。

从正面看，它呈现出一个规则
的三角形。下宽上窄，夯实地基后
往上一步步构造。一个建筑所能达
到的高度及其安全性，与它的地基
密不可分。金字塔在那遥远的时代
就能达到如此规模，就向我们证
明：拥有一个足够坚固的基层，向
上建造就会轻松。一个人做事，是
否也要拥有建筑金字塔的精神——
从小处、微处、弱处，脚踏实地地
做起，日积月累地积存，一点一点
地巩固自己的地基，一步一步地向
上攀爬？我想是这样的，唯有如
此，才能登上高峰而不必担心大厦

将倾。
暂且将二维的三角形抛在脑

后，进入三维的世界。将自己放在
金字塔的顶端，向下俯瞰，你会发
现，这是一座庞大的四棱锥，四面
都是上宽下窄的正三角形。

放开畅想吧，我的朋友！将它
看做一个整体，一个严密的体系！
你会瞧见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攀
登。有的人装备精良，如履平地；
有的人赤手空拳，却精神勃发。看
啊，他们爬得气喘吁吁，他们冲得
头破血流。你看见了什么——是贫
富差距？是阶级鸿沟？不，是生存
空间的竞争。

立体的金字塔，越往上空间越
小，资源越少。人往高处走，水往
低处流。为何争相向上？卑弱之人
被规则束缚，高贵之人改变规则，
甚至制定规则。因此在资源十分有
限的情况下，人们只得去争，去
抢。这不就像如今内卷的社会吗？

大多数人早早止步于底层，干着最
基础的事情，一辈子被规则束缚得
最为牢固；一部分人有幸留在中
层，做着较为轻松的事情，也能利
用规则为自己谋得一些便利；只有
少数人能够站在顶层，眺望风景，
用他们的才能和权势制定规则。

多简单的金字塔！每个人向上
的方式都一样，勤奋铸就基石，汗
水铺就道路。多复杂的金字塔！每
个人所能抵达的高度却不一样，你
的终点可能只是他人的起点，是你
成为他人攀登的助力。

在社会规则中，每一个人都密
不可分，每一环节都息息相关。不
论如何，背上行囊的我们，踏上前
人的脚印，或是未知的道路，需要
去做的，唯有向前，不要停歇，不
要回首，相信更广阔的世界正等着
我们去开辟！

（指导老师：王珏）

金字塔

柔石中学高三（1）班 何耀峰

“冬道藏，万物静。”
走进这一幅古韵浓重、瓦檐幽

幽的乡村图画，撑一纸青伞粹然卓
立，赏梦里水乡湖光粼粼，听九曲
流水哗哗作响，浑身浸入这宁静的
世界里，哪还有一丝杂念啊。小桥
流水人家，在前童古镇这一片世外
桃源里显露了它的宁和。

咦，迎面有一老翁披蓑走
来，“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
去烧畬”。许是怜我在这疏离烟雨
中稍感微寒，他竟邀我去他家中
小歇。欣然应允的我被他带进不
远处的一间小屋。屋虽简朴，却
有一股暖意，润至心田。

“哎，是游客吧！正好！快
坐下尝尝我刚做的菜！”女主人一
见我便热情招呼起来。顺着女主
人指的方向看去，是几盘小菜：
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这不
正是闻名已久的前童三宝吗？一
旁的老翁点点头，似是在示意我
尽情享用。随之，又说起了三宝
的“前世今生”。“这可是我们这
祖传的做豆腐的手艺，从磨豆到
点盐卤一点都不马虎，豆腐用石
磨手工磨制而出。”脸上那明显骄
傲的神色让我对此颇感兴趣。

待我游尽古镇，又沿着贯通

了半城的白溪到了城区。近百年
里，宁海县城的改变太大了：学
堂变成了学校，县衙变成了县
府，瓦屋趋于钢筋，现代化、工
业化的印迹几乎无处不在。但是
不会变化的事物有更多更多：廊
桥造型的古朴创新、社戏庙会的
热闹喜事，以及无处不在的文化
气息……这座以宁为名的城啊，
涵养了许多在历史中并不平静的
人。城里代代绵延流传的平民之
志，如同江流，纵横田园，绘出
万千气象；如同星火，激扬文
字，扶摇九天云霄。

这片土地是冷的啊，密林荫
道遮住了散落的阳光，四面山水
阻拒了汹涌的波涛；这片土地是
热的啊，林间有温泉水滑洗凝
脂，云顶瀑一泻千里，鸟兽成
群；宇下龙狮同舞、明灯三千；
宴上杯盏交错，十里红妆；市里
车水马龙，商铺林立。宁海的寂
静与热闹、清冷与喧嚣，巧妙地
结合在一起。社会现代文明的渗
透不仅没有破坏宁海昔日宁静和
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
风，反而是在这跃动的生命力上
增添了一份霓虹。

啊，已是日暮了，是游人归
去之际了。

（指导老师：葛倩倩）

寻游

潘天寿小学四（3）班 赵泽宇

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
池塘里的荷花正享受着
鱼儿给她的按摩。
这个时候，
荷花觉得自己是一个
女皇帝。
荷叶是她的宝座，
鱼儿是她的宫女，
睡莲是她的新床。

（指导老师：叶润芳）

荷花

校园风

跃龙中学七（10）班 冯烨雨

一晃十三年过去，童年在时间
的长河里渐行渐远，再不回头……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玩
火。平时在家里不被允许，一到外
婆那就释放了天性。外婆住乡下，
那儿的田边总有各式各样的野草，
见着不漂亮的 （大多已经枯黄），
我便将它择了去烧火。

凭我一个人是生不起火来的，
外婆家常年有风，草上刚有点火星
子就被吹没了。好在外公还有个专
门当灶烧水烧菜的铁桶，那儿每天
都有外公放煤生火，不失是个“蹭
火”的好地方。于是，我只要择来
枯草就往那炉灶跑，然后从锅底下
的缝隙里把草秆子小心翼翼地伸进

去，蹲在那看它渐渐被引燃，发出
明亮的橙红色火焰，冒出一点飘渺
的浅灰色的烟。

有时候正巧赶上大人嗑瓜子，
我便去凑热闹也嗑上一点，手上的
瓜子壳带回去烧。这种干果的壳，
因为充分的干燥，很容易就能烧起
来，而且火焰明亮壮观。这时我的
胆子就大一些，把正烧着的水壶提
开，一把的瓜子壳统统扔进去，过
个几秒，一股热量扩散开来，面前
出现一团高度到我下巴的半透明的
火。它看起来很凶，但也很美。可
惜的是，这样的美维持不了多久，
十几秒后就只剩下一撮黑色的卷曲
的灰烬。

年少的我总也看不够，自己嗑
的还不够烧，于是就蹲下去，在地

上收集大人们嗑下的那些。收集到
的越多，火焰也就更宏大，更壮
丽。火焰的外侧镶嵌着一圈明橙的
边儿，中间则几近透明，是儿时的
我眼中梦幻的精灵。

现在的我，已是不想再玩了。
因为知识渐长，我再想将草秆子伸
进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那瑰
丽的火焰，而是在不完全燃烧时产
生的一氧化碳。想扔瓜子壳的时候
不是先想到那梦幻的精灵，而是燃
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在人生的长路上，我已走过了
十三岁这个路标。在这一处，我已
经与童年告别，今后的路，将会与
童年的路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指导老师：余跃英）

我那渐行渐远的童年

力洋镇中心小学三（3）班 叶新怡

我最喜欢我家旁边的那条小
河。

早晨，湖面是平静的。小鱼躲
在水草中。岸边的花倒映在河水
里，金黄、淡紫、雪白、枣红……
五颜六色，美丽极了！小草伸了伸
懒腰，低头照了照“镜子”，它特
别喜欢今天的这条“花裙子”。水

蜘蛛在水面上踮着脚尖。几只小鸟
飞过，水蜘蛛就全不见了。

中午，小河是热闹的。小鱼游
来游去，玩起了躲猫猫。各种各样
的小鱼让人看花了眼：有的大大的
眼睛，小小的身体，“咻”一下就
游走了；有的身上有五颜六色的条
纹，在水草里穿来穿去；有的头上
像镶了一颗宝石，显得高贵极了
……这些小鱼给小河增添了许多活

力。
晚上，小河是安静的。岸边，

知了在树上轻轻地唱着歌，晚归的
蝴蝶还留恋着花。萤火虫点着灯，
静静地陪伴着蚂蚁爬回洞里。小鱼
游回水草中，水蜘蛛也消失了。它
们都准备睡觉了。

如果可以，我愿意坐在河边，
从早上到晚上。

（指导老师：罗美晨）

小河

城中小学四（5）班 费梓轩

大家都有自己的乐园，有些
人的乐园在宽广的操场上，有些
人的乐园在自家美丽的花园里，
有些人的乐园在那热热闹闹的游
乐场里……我的乐园，却在自己
的家里。这里是我集娱乐、学习
和休闲于一体的好地方！

推开自家的大门，刚映入眼
帘的是一张又长又结实的写字
桌，旁边一整面墙都是书柜，里
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我每天
都在写字桌前学习、奋笔疾书。
书桌对面的墙上有一个大电视，
书桌的后面靠墙放着一张舒适且
柔软的大沙发。每当闲来无事
时，我总爱一屁股窝进沙发，打
开电视，边吃水果边看电视，好
不惬意。

隔壁客房是我的“军火库”。
我爱带同学来家里参观我的“军
火库”，这时我就爱显摆一下我的
武器，讲讲它们的来历和厉害之
处。每次我都不忘跟同学们从

“武器库”里挑选“武器”，然后
来一场“生死狙击”。激烈的奋战
过后，当然就是凌乱不堪的“战
场”了。这时，我们得火速清理

“战乱”的场地，因为谁也受不了

我老妈那“狮吼功”的威力！这
个房间是我打扫卫生最勤快的

“头号区域”，隔三岔五的，我就
会给我的宝贝们擦擦灰尘，拿起
来摆弄摆弄，偶尔还不忘给它们
添一些“新朋友”。

来到我那温馨的卧室，最显
眼的就数我那张温馨且功能齐全
的小床了。床的上方有一排书架，
上面摆满了我心仪的课外书。这
些书是我睡前必须要“关照关照”
的。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
睡前不看会儿书我就很难入睡。
书架上面是衣柜，里面塞着我满
满当当的衣服。看吧，我的床是
不是很实用？既是衣柜又是书柜
更是床！床尾有一台霸气十足的
架子鼓，闲来无事时，我会拿起
鼓棒敲打敲打！架子鼓的旁边还
有一张 L 型的写字桌贴墙摆着。
有时家里来客人，或者客厅里比
较吵时，我就会关上房门来到这
儿安安静静地写作业。

我的乐园，它没有刺激好玩
的娱乐设施，也不是一望无边的
田野。但是它是我心中的城堡，
属于我的城堡，可以让我为所欲
为的地方，记载着我童年的欢乐
和美好！

（指导老师：林华烨）

我的乐园

海亮学校四（1）班 李承志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
本书就是《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这是一本科幻书，是我从别人那
里借来的。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白天看，晚上看，吃饭的时候
看，休息的时候也看。妈妈见我
那么喜欢，就给我买了一整套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系列丛书。

记得有一次，我为了看完其
中一本《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就
偷偷把手电筒藏在了自己的小房
间里。妈妈让我睡觉，我就装着
很听话的样子，乖乖钻进被窝
里，关上灯，假睡，直到外面没
有一丁点动静了，才把被窝里的

手电筒打开，一边津津有味地看
着《装在口袋里的爸爸》，一边竖
起耳朵听外面的声响。只要门外
有妈妈的脚步声，我就马上关掉
手电筒，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都
已经半夜12:00了，眼睛酸痛的我
强迫自己慢慢入睡。在梦里，我
也梦到了它——《装在口袋里的
爸爸》，梦到我变成了纳米机器
人，正在与绿巨人来一场恶斗，
拯救人类。

第二天，妈妈看见我浓浓的
黑眼圈，知道我又“违反纪律”
了，把我臭骂了一顿，同时收缴
了我的手电筒。

（指导老师：杨象娟）

我最喜欢的书

回浦小学三（4）班 姚思羽

想不到吧
大树爷爷也很调皮

我爬上树
他就用树枝
刮破我的袜子

我用两只眼睛看他
他就用无数只
绿色的眼睛瞪着我

我踩在树枝上
他就故意把树枝弄断
让我摔下来

我抱住大树
他就让小虫子爬出来
吓我

当我爬高时
他就用树叶挡住
我的视线

为什么
大树要这样捉弄我

原来大树也像我爷爷
在逗我玩呢

（指导老师：潘善飞）

调皮的树爷爷

实验小学四（5）班 胡家盛

天晴了去溪边走走
雨清洗过的小溪
舒适又温柔
水草和鱼儿
闲适而自由
水底的河蚌
缓缓向前走
不时把硬硬的书页
对着阳光半开半收

（指导老师：章礼娴）

天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