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季游潭柘
任成壮

公路上堵车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空
气质量逐渐转差，雾霾也随之悄无声息的
到来。我想设计一款既能飞行又环保的
汽车。

我发明的汽车要有可以伸缩的翅膀、
可以变形的轮子。在天空中飞行的时
候，它就会展开翅膀，轮子就会被折叠到
车底；在公路上奔跑的时候，它就会把翅
膀缩起来，轮子变回原样。还要有一个
能收集太阳能的芯片，有了这个芯片，就
能以太阳为动力，没有尾气的排放。那
样，就再也不用担心燃油污染环境、电动
汽车浪费电等问题了。

我的汽车拥有很多功能。路上堵得
不可开交的时候，可以按下飞行键，它就
立马飞上蔚蓝的天空，在天空中感受风驰
电掣般的速度。还可以按下空气净化键，
就可以使汽车周围的空气质量马上好

转。也可按下驱逐键，就
能把抢行的汽车驱逐到
外侧的车道……有了我
发明的这款汽车，就不用
担心早晚高峰了，也不用
担心雾霾天气了，更不用
担心抢行了……

未来的汽车是不是
很神奇？真希望汽车制
造商能在不久的将来制
造出我设计的汽车。

指导教师 王凌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决定
风景。潭柘寺的美景集天然造
化和人工巧成于一身，春夏秋
冬景色各异，晨午暮夜情趣不
同，但你一定要站在一定的高
度和不同的角度才能品味、欣
赏到更多的美。

春季游潭柘寺最有情趣。
站在寺前，环顾四周，有九座高
大的山峰拱卫环护，从东边依
次为回龙峰、虎踞峰、捧日峰、
紫翠峰、集云峰、璎珞峰、架月
峰、象王峰和莲花峰。由于有
这九座高大的山峰作为屏障，
从而挡住了从西北袭来的寒流
和风沙，而距眼前最近的宝珠
峰才能植被繁茂，花繁草盛。
诗人黄叔琳有诗赞曰：“九峰环
簇互争雄，万古潭龙从旧宫。
鳞爪尚余拿攫势，一珠圆影正当中。”清朝善于游
山玩水的乾隆皇帝见到了此处美景，也不禁吟出
了“春山绿如洗，四面作佳邻”的诗句。

夏日潭柘寺天气变化无常。正值炎炎烈日，
突然凉风骤起，抬头远望西北天际，但只见乌云
翻卷而来，“西山爽气朝来歇，倏忽玄阴满四
陲”。如钱塘潮涌，如天兵布阵，滚过山坡，溢满
山谷，风穿林吼，空谷传音，“汹涌屡欲崩，与山
相吞吐”。这时候你若在寺内的毗卢阁二层
走廊上，你才会真正体验到什么是“山雨欲来
风满楼”。

此时你要身居古刹，亲身体会一下夜游潭
柘定会享受到月影朦胧的仙宫之妙趣。从东侧
门走出寺院，顺着寺院墙边的小路漫步北行，闲
步山谷，静听着淙淙流水和声声虫鸣，惬意非
常。忽然星星点点细碎的雨滴飞落到脸上，格
外清凉。晴空万里，何来细雨？抬头望去，你会
看见面前出现了一道断崖，一股涓细的飞瀑直

泄而下，雪白如练，如抛絮扯绢。走上前去，你
会听到飞瀑流泉的哗哗声。来到了断崖前，水
雾弥漫，使人仿佛置身于春风细雨的沐浴之
中。“岩峦幛开豁耳目，岚雾翠低濡衣襟。”这就
是明初名臣姚广孝对这种景色的描述，当年他
隐居在潭柘寺时，所居住的少师静室就在寺院
的东北侧，离这道断崖很近，他经常到此来散
步。正因为他亲身领略了这番意境，才会吟出
如此美妙的诗句。

秋天是潭柘寺最美的季节。潭柘寺古刹周
边山上长满了柿子、红果、山楂、秋梨等果木树以
及银杏、黄栌、丹枫、橡子、杏树等树种。秋风过
后，这里“霜草萦浅碧，霜梨落半红”。可谓是漫
山遍野，层林尽染，如火似霞，宛如丹桂涂朱。“西
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可惜，人们只知道香山
红叶美，又有谁知道“平原红叶”早在明清时期就
已经名冠京城了呢？

我国的许多旅游胜地特别是海边都有观日

出的景致，但在潭柘寺的群山
之中观日出更令人陶醉神往。
黎明登上观音殿前的月台，举
目眺望东方，但见雄伟的捧日
峰身影在晨光白霭中逐渐清
晰。须臾，东方渐明，一轮红日
从山桠处冉冉而起，仿佛是捧
日峰用合拢的巨手将红红的太
阳缓缓地托起，这种雄浑壮丽
的景观，你只有在潭柘寺才能
一饱眼福。诗人黄叔琳赞曰，

“晓钟声度白云层，霞气冥濛冷
翠凝。扶杖独来峰顶望，四山
浮黛日初升。”

冬季的潭柘寺景色别具一
格。“天然一架锦屏开，不费人
间智巧排”。瑞雪初霁，层峦重
岭，茫茫一片，“银装素裹，分外
妖绕”。尤其是四面的群山更

是秀美，抬头展望，恰如一幅锦绣玉雕的美丽图
画。起伏的山峦宛如玉龙盘绕，又像蜡雕银铸。
皑皑的白雪好似满山梨花，又像海上银波，若身
处此情此景之中，你一定会由内心里呼喊出来，

“好一派北国风光”。从东后门处抬眼向西北望
去，红柱绿顶的流杯亭、太后宫前黄竿绿叶的“金
镶玉”和“玉镶金”竹、苍翠的“双凤舞塔松”、雪白
的金刚延寿塔都排列在一条直线上，但又层层升
高，互不遮挡，“一目四景”尽收眼底。这个观景
点据说是乾隆皇帝发现的。

潭柘寺青山叠翠，飞泉如练，殿宇巍峨，庭院
清幽，殿、堂、楼、阁各具特色，坊、轩、亭、斋情趣
各异。古树名木，鲜花翠竹遍布寺院，假山叠砌，
曲水流觞相应成趣。康熙皇帝称赞这里是“名山
胜境不次于五台”。“西山古潭柘，今日径初由。
问景层层妙，入门步步幽。”清代嘉庆皇帝初游潭
柘寺时曾发出如此的感叹。多少年过去了，宝珠
峰秀色不减当年，潭柘寺风光更胜从前！

想起胆小的女儿
王志国

在我看来女儿阿晋从小胆小窝囊，最让
我操心。记得她上幼儿园那阵儿，常遭到男
孩子欺负，不是故意将她推倒，就是拽她小辫
上的蝴蝶结，都是一个铁路宿舍同事的孩子，
淘气无大碍，我也从未深究。但对女儿进行
反抗教育却不曾少，而她一脸懵懂地投射回
来是无辜无奈的眼神儿，我反而觉得自己成
了肇事的始作俑者，羞愧难当。我和妻子在
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因为父辈莫须有的罪
名受尽欺辱尚且默默抗争，孩子赶上了好时
代更该挺直腰板，无所畏惧。对待女儿，我怒
其不争、恨之鼠胆，于是抓住再一次类似事件
打电话找他们班的阿姨理论。谁知，等到我
去接她时，她竟然生气地不让我牵她的小手，

“为什么？”她憋了半天说，“今天，我的好朋友
被老师偷偷踹了两脚，我看见的。他爸爸打
他，你叫阿姨打他，你们大人真可恨！”我申辩
说：“我没叫阿姨打他。”她瞪着眼冲我摇摇
头，那意思肯定认为我在撒谎、狡辩。从此，
我再也听不到她的故事了。

她大班临毕业时，有一次我去接她，头一
眼就看见她左脸颧骨上有两道血印。我问：

“这是谁抓的？”她不吭声。我怒气冲冲地找
到阿姨质问缘由，阿姨表示歉意的同时，也委
婉地批评我，不该让孩子戴着项链来幼儿
园。我这才发现她手里攥着断了的项链，那
时改革开放不久，我去深圳出差给她买的礼
物，项链坠着一个比围棋子稍大些的漂亮饰

物，那是个可以打开的小盒，里面放着我们的
全家福。此时，阿姨生气地拽过在墙边罚站
的一个小女孩说：“快向叔叔道歉！”小女孩流
着泪，不低头、不说话。而女儿从我身后走过
去帮她擦眼泪说：“我过两天就好了。”我生气
地拉过她说：“你懂什么？你是瘢痕体质，要
是留下两道疤瘌不就破相了吗？”阿姨则在一
旁出主意说，关于赔偿问题，您可以去找她的
家长。那个小女孩忽然指着阿姨和我叫喊
道：“不许找我爸爸！”女儿一边向那小女孩摆
着手，一边生拉硬拽我离开了幼儿园，回到家
她神秘地告诉我，她家出大事啦！她爸爸走
了，不要她和她妈妈了，多可怜呀！一句话叫
我无语应对。

后来的学生时代，女儿越走离我越远，一
直远到美国读博士，而所需费用也再不向家
里伸手。我真是不放心胆小窝囊的宝贝女
儿，而她总是说，她常去养老院做义工，很
好。我知道做义工是没有工资的。到底怎么
个好法？在我追问下，她博士毕业后才给我
讲了一个找不到主角的故事：那年她考上博
士去报到、缴费时，校方告之已经有人帮她缴
完学费，并承诺捐助至毕业，成绩优良还会得
到等同于一年学费的奖励。这令女儿十分困
惑，她得到过养老院医护人员的圣诞贺卡；她
得到过临终老人的亲吻……而如此重大捐
助，只有一种可能：那是她考上博士，奖励自
己旅游一次时发生的事，旅途中她和一对美

国老年夫妇邻座，他们以为白净的女儿是日
本游客，所以对中国游客种种不文明行为嗤
之以鼻无所顾忌，老人们的兴致“殃及”女儿，
问：“他们在你们日本国旅游也是如此吗？”女
儿微笑地说，“我是中国人……”她的话还未
来得及说完，车祸发生了。女儿救了这对老
人，还义务看护了十多天，直至老人们平安，
故事也平淡无奇地结束了。她只依稀记得老
人们的名字，是他们吗？校方称按照捐赠者
的意愿必须保守秘密。后来，女儿以优秀成
绩博士毕业，当年考取医师执照，密苏里州圣
路易斯市的两家最好的医院向她抛来“橄榄
枝”。她十分感慨地说，捐助者的行为是她努
力认真做好医生的“原动力”。

我想念远在美国定居的女儿阿晋，一
次偶然机会翻看她的幼儿园毕业照片，忽
然发现在她甜甜的笑脸周围竟然都是曾经

“欺负”过她的小伙伴，大家勾肩搭背在一起
傻笑……

作为家长谁都怕孩子在外受欺负，或教
训孩子不能认怂，或自己亲自上阵摆平孩子
们的纠纷。但你想过没有，孩子都是唱着“人
之初，性本善”的“火星语”歌曲来到这个世界
上的。作为家长不管是从满身伤痕爬出来，
还是当今政、商战场功成名就，抑或一败涂地
地重新站起，都应该用心呵护孩子的那颗稚
嫩的悲悯、善良之心，因为那是社会所以能够
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含泪的回首
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高一（1）班 武怡

我是一个热爱舞蹈的人，但不得不放弃跳舞，即使
我舍不得离开它。

从小，我一听到音乐便会情不自禁地扭一扭、跳一
跳。到了三岁的时候，我上了幼儿园，在那里有一个教
民族舞的课外班。虽然，我那时很小,但自从看到那些
舞蹈班的学生们跳出的优美舞姿，我还是深深地迷上了
它。后来我竭力央求妈妈让我上舞蹈班。从此，就开始
了我长达10年的学舞蹈生涯。

我不像舞蹈班上的许多同学，学个三四年就放弃
了。虽然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我报了许多兴趣班，但
只有舞蹈是我最热爱的，也是最持之以恒的。

在我看来，它不是物品，可以随随便便丢弃；它就是
我的朋友，从记事起一直陪伴在我身侧的朋友。就是到
了小升初，我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候，我
也从没想要放弃过。就算周六日，大小长假挤满了语数
英，学习再紧张再有压力，我也坚持去上每周两个小时
的舞蹈班。我甚至想过以后把跳舞作为职业，从此它便
是我的伴侣。

但是，直到初三，我过了 10级，正在为 11级准备
时，我的坚持被妈妈无情地扼杀了。要知道，只有考过
11级的舞者才可以称作专业。并且在我上了初中后，
在舞蹈方面不管是技艺还是感情抒发方面都有了一个
跨越性的进步。所以在我被拒绝——并且还是一向开
明慈爱的妈妈拒绝时，我当时是十分不理解的。同时，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事后，我和妈妈吵了一架。妈妈说：“你现在跟我吵
一点用都没有。现在你长大了，需要开始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并且为你的将来作准备。而且，有些东西有舍才
有得呀！”

是啊，转眼间，从事事需要妈妈劳心费力的我，变成
了要独立思考并自己努力未来的我。

舞蹈，我舍不得离开你，但又不得不离开你了……
指导教师 杨秀

登永定楼
刘国明

永定楼位于永定河西岸。仿

黄鹤楼而建，2012年底竣工。

（一）

碧水东流三月天，琼楼一览乐陶然。

名传江汉迷黄鹤，雄踞门城凌紫烟。

登啸宛如梁苑客，凭临胜似阆宫仙。

此身若就生花笔，尽把龙泉赋雅篇。

（二）

胜游河畔上琼楼，十里门城一望收。

雪沃苍岩松骨劲，风和青岸柳腰柔。

千家忧乐心头涌，九镇沧桑眼底留。

万户乔迁歌盛世，宾朋同贺罄银瓯。

记不清是从哪一年起，在医院工作人员以
白大衣为主旋律的单调景致中，多了一道蓝色
风景线，这就是医院护理管理者的队伍，简称

“护管”。他们穿着统一的天蓝色服装，主要负
责推送患者到医技科室做检查、送标本、取检验
报告等工作。

本院的“护管”大多是外地来京的中年妇
女，但最近在这些天蓝色“护管服”中却发现了
一个胖胖的姑娘。眼睛不大总是眯眯笑着，一
张红苹果样的圆脸充满着青春的气息，说话柔
声细语，眼神清澈像一泓山泉。一天，她带患者
来做心电图，我说：“你是护管里最年轻的吧？
看你怎么有点面熟啊？”“我妈妈是您同事呀，阿
姨。”我诧异的看着她，问是谁。胖姑娘闪着笑
眯眯地眼神：“就是那个带眼镜的护管！”一个体

态丰腴、带着黑边眼睛、说话敞亮的护管闯入我脑海，“原来她是你
妈妈呀，怪不得看你面熟呢！”胖姑娘又冲我甜甜的一笑。她妈妈是
护管的组长，不负责具体的科室，全院哪个护管岗位缺人就去哪补
空缺，一看就是心地善良、干活又不会偷懒的人。以前和她聊天时
得知，她爱人患尿毒症多年了，靠透析维持生命，家境困难，也曾和
我说，医院外包公司给的工资太低，有挣的多一些的单位让她去
呢。听了她的话后，才知道她的境遇是那么不好，平时工作时她嗓
门亮，又爱说话，满满的正能量，真看不出她心底的窝心事，听后对
她的生活态度不由得不佩服。

是因为生活困难才让女儿这么小就来上班吗？胖姑娘看出我的
疑惑：“我上大一，放假了，妈妈让我过来体验一下，在社会大舞台上学
习一下。”就这样我和这个充满朝气的姑娘认识了，也因为我和她妈妈
是同事，就自然多了几分亲近，看见我她眼睛总是眯眯地弯成月牙，嘴
角上翘成一只小船，今天她从我身边过，趁我不备轻轻地拍了我肩膀一
下：“阿姨，吓你一下！”然后顽皮地做了一个鬼脸，转身走了。

她妈妈几次和我说要走都没走，我想是和这里的工作有感情，
虽然挣的不多，但在这里工作时间长了，轻车熟路，干起来得心应
手。等假期一过，胖姑娘就离开这里了，但我会时常想起她，她的阳
光、清澈如山泉般的眼神儿、还有她的小顽皮……

期待在明年的假期，在那道蓝色风景线中，仍有你青春的身影！

蓝
色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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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金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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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一角》
北京实验二小永定分校三（6）班 齐文煜 指导教师 李娅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