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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事莫不关系的人，也不对大事真正感兴趣。

二月二

龙抬头又被称

为"春耕节"、"农事

节"、"春龙节"，是

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龙抬头是每年农历

二月初二，俗称青龙

节，传说是龙抬头的

日子，它是中国城乡

的一个传统节日，庆

祝"龙头节"，以示敬

龙祈雨，让老天佑保

丰收。

二月二，相传是

土地公公的生日，称

"土地诞"，为给土地

公公"暖寿"，有的地

方有举办"土地会"

的习俗:家家凑钱为

土地神祝贺生日，到

土地庙烧香祭祀，敲

锣鼓，放鞭炮。在广

西中北部壮族地区

也有"二月二龙抬

头，八月二龙收尾"

的说法。

国庆节，便是收秋的时候了。玉米、红薯、各种豆子、南瓜、倭瓜等等都该从土地

爷爷那里“没收”回来了。看吧，村子里的路上单车、排车、摩托车、扛着的、背着的、

担着的……都在往回运，仿佛和刚刚清理完战场一番。于是乎，村子里色彩不再单调了。

将玉米的皮相互打结，然后堆成一个个玉米堆，金黄色的玉米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

墙上挂着黑红黑红的一串串干辣椒；大蒜也编成辫子挂在墙上；苍绿苍绿的大葱也三五

成束地立在墙角；墨绿的倭瓜，棕红的红薯也堆在院子里等着忙碌的人们装箱储存；地

窖里有土豆、白菜、萝卜等等等等。我最喜欢下地窖拿东西了，那种感觉就像在漆黑的

密室中寻宝一般。除此，陶罐里还会腌制各种咸菜……哎呀呀，可谓“不亦忙乎、不亦

乐乎”！

现如今，这些情况完全没有了，南岭

梁早已铲平，修建了广场，祖坟也一次次

地挪地儿了，农田里的喜悦伴随着“退耕

还林”也消退了，噢不！是完全消失了！

去年国庆节回家，偶然间惊讶地发现

各家院落里，都不忙活了。道路较之以前

宽敞了很多，但路，早已不再是供人行走

了，各种车辆穿梭其间。人们来来去去礼

貌性的打招呼，也随之由刺耳的汽车喇叭

声取代了。房屋外，再也不见成堆的玉米，倒是水泥柱子电线杆杵了许多，天上的电线

多的要快织成一张“天网”！听说，村西头被“退耕还林”的树林里，近来发现有野猪的

脚印了——人们的反应有两种：首先，野猪会不会伤人？其次，能不能将其捉来？这边

的议论还未停止，便又听说有两个妇女在现代化的公园里骂起街来了……天，说黑就黑

了，棋牌室里灯火通明地吵嚷着，家里，女人早已率先吃过晚饭，将在棋牌室里鏖战的

丈夫的晚饭放在保温箱里，自己出门跳广场舞去了……广场上音乐喷泉动感十足，仔细

一听还有人在炫耀他们家今晚的晚饭——撒（阳泉方言，玉米面和小米熬成的一种稠糊

状食物）。“农家书屋”外的台阶上，坐着闲聊的人：张三家的姑娘又离婚了、李四家的

儿子不养老子了、王五家的狗把赵六家的狗咬着了……一个巴掌大的村庄，一天的“新

闻”不知道能有多少。而这个“农家书屋”门上的锁，却早已锈迹斑斑了……

第二天离开村子的时候，四车道的马路边上，巨型条幅早已被昨夜的狂风扯烂了一

多半，“魅力上千是我家，农村不比城市差”——耳根子不由烧的发烫！ （完）

鸟瞰翼徳广场

也许，你昨天曾拥有辉煌，但那已成为枕边一段甜蜜的回味；也许，

你昨日曾遭受挫折，但那已成为腮边几滴苦涩的泪痕。忘记以前的成功与

失败，我们只需要把经验和教训铭刻于心。

很多理想在追求前是个梦，追求过程中是篇诗，追求后则是一首老歌。

追求的过程是最美丽、最浪漫的季节。只要在追求，梦想就不会失落；只

要在奔走，路就不会荒芜；只要在爱着，心中就会永远充满温暖。你爱大

自然的时候，也就爱了自己，因为你是大自然中的一片叶；你爱着一切，

一切也会和你热情相拥。

你想要看到美好的明天那么你就要抓紧今天。如果今天是张“弓”，

那么你就是弦上待发的箭，你只有抓紧时间，就可以把弓引满，当你开始

追求的时候，也就是你直奔明天的靶心的时候。当你梦想成真的时刻，就

是你触摸到生命价值的时刻。

人生离不开拼搏，就像我们不能拒绝成长一样。请珍惜每一个晴朗的

早晨，用生命中最浓的激情，最美的期待迎接日出，琅琅书声是我们献给

太阳的礼赞，晶莹汗珠是我们迎接日出的眼睛，那灿烂的朝阳预示着我们

的壮丽人生！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种和耕耘的季节，在这万物复苏、焕

发生机与活力的季节，让我们携起手来，齐心协力，播下辛勤的汗水，撒

下奋斗的火种，收获成功，收获希望。

http://baike.so.com/doc/7553411-7827504.html
http://baike.so.com/doc/6927550-7149758.html


处于逆境时要保持头脑冷静，处于顺境时不要

为大喜而冲昏头脑。
在顺境中趾高气昂的人，在逆境中准会垂头丧气。

莎士比亚说：＂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前不久在天涯论坛上读到一篇长文《寒门再难出贵

子》。不得不承认，出身，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即使家世不好，我们一样可以高贵。对于出身寒门的年轻人来说，有一条路，是通往高

贵最低的门槛。这条路，无论贫富贵贱，公平地摆在你面前，那就是：读书。多读书，自然胸中有

丘壑，可以开阔眼界，沉淀思想，提升涵养和气质，让灵魂充满香气。

我这里说的读书，不是上大学，而是阅读。上大学的好处，在于你走出了小地方，拓宽了视野；

遇到一群正当好年纪的人，与他们交流理想与未来。而阅读的好处，却是从里往外改变你的心性和

气质。

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三毛也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

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我曾在洛杉矶，遇到过一位华裔老太太。她看起来 60多岁的样子，水蓝色的线衫配一条白色过

膝裙。她的气质，让你觉得一眼能看到她纯净的内心。即使是在影视剧里，也很少见到这么优雅的

老太太。

我忍不住不看她，因为她是那样的美好。她的穿着打扮、她的神情面容，让我不由自主地被吸

引。第一次，我主动跟人寒暄套近乎。

一杯咖啡的工夫，我了解到，她是剧作家。她说，活到现在，她的工作是读书写文，她的兴趣

也是读书写文。她语调平缓，字字珠玑。我问她是不是大户人家出身，比如民国才女的后裔啊，或

是国民党旧部的子女之类。她笑了：“我出生在辽宁一个贫困的村子里。”

这个老太太，言行举止和气质不输给任何一个贵族。她的美好，是来自内里的淡泊宁静，来自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保养。

讲到高贵，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傅雷。

“1966年 9月 3日凌晨，由于不堪侮辱，傅雷夫妇于上海江苏路的家中双双自缢。为了防止自

缢之后自己的尸身将上吊的凳子踢到而吵醒深睡的邻居，这对决心自尽的夫妇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

棉被。”

读到这个细节时带给我的震撼，让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息。

什么是高贵？高贵不是住得起别墅开得起保时捷，不是坐得起飞机的头等舱也不是出门前呼后

拥镁光灯齐齐聚焦。高贵，是即使身处险难，依旧替别人着想；高贵，是不苟且，不出卖自己的灵

魂。

“魅力上千是我家，农村不比城市差”、“走进上千，畅想休闲”等等，是我的小村

庄近些年来打出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村里的住宅小区一栋栋建成了，纯净水

代替了自来水，天然气也进了家家户户，16800平方米的翼徳广场是全市面积最大、功

能最全的农村文化广场，80000平方米的千园公园是阳泉市的后花园，亭台楼阁、湖光

山色应有尽有……《走进大戏台》、《千场电影节•启动仪式》均在此举办。据说村民的

幸福指数提高不少，但这一“指数”具体“指”的是什么？数据来自哪里？我也不是很

清楚！哈哈，整的貌似是“被幸福”了一般！

这些变化，都是近几年才有的，

在我的记忆里，村南是一道土梁，

听村里的老人说，那道土梁是本村

的“照壁”，因为土梁之外，便是

一条国道，国道上每年事故频发，

鬼怪污秽自然也是无数，故而这道

土梁最大的作用就是“断鬼来路”

……呵呵，说的是有点神叨！在这 千园公园一角

一巨型“照壁”上，都是庄稼地，

还有坟墓——我家的祖坟之前就在这里。因为这道土梁在村子的正南方，故称这道土梁

为“南岭梁”。

在庄稼地里，承载了儿时的许多回忆。小时候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那可都是

放七天假的！假期里除了瞎玩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那边是凑热闹的去上地——五

一种玉米、十一收玉米。五月初的天气，温暖舒适，庄稼地里我最稀罕的就是那一头头

骡子。何谓“阡陌交通”？我是知道的！拖拉机根本进不了崎岖的山间梯田，骡子，便

成了耕地点种的主力。一上午下来，骡子身上就出汗了，骡子的汗味儿和着刚刚被翻起

来的土味儿、再夹杂着被风吹来的烧秸秆的味儿——这，似乎就是春天的味道！午饭有

时候就会在地里吃了，耕地相邻的几户人家间聚在一起，席地而坐，拿起石头开始擦抹

农具，一定要让农具发亮且不沾一点土垢。然后捧起一把干土，在手里搓一搓、拍打几

下，算是洗手——开饭了！吃的是什么？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但饭盒里的饭，总觉得

比盘子碟子里的菜香过不知多少。赶骡子的人格外呵护骡子，草料要配好，还要“伺候”

骡子饮水，结束后不忘在骡子的大长脸上抚摸几下以示“恩宠”。这骡子就是他的“合

作伙伴”，而不是他赚钱的工具。

节日传说

传说尧王的父亲

帝喾（帝俊）共有四

个王妃：姜嫄（jiāng

yuán）、简狄（jiǎn

dí）、庆都、常仪。本

来常仪的地位最低，

可自从生了儿子，众

人就另眼相看了。庆

都一直为没有儿子烦

恼。有人告诉她，神

母庙求子很灵验，只

要真心实意，没有不

成的。庆都照女巫说

的，在元宵节的晚饭

后，去庙里摆上供品，

然后恭恭敬敬地磕了

仨头，双手合十，祈

求神灵赐子。有年大

旱，百姓生活困苦。

天上有条赤龙，看见

人间的凄惨境况，产

生了怜悯之心，私下

里下了一场雨。这事

被玉皇大帝知道了，

就把赤龙压在了一座

山底下。百姓为赤龙

求情，玉皇大帝发话

说：“除非金豆子开

花。”到了二月二这

天，不知从哪里来了

个老妈妈，一个劲地

喊：“卖金豆子！”

人们很纳闷，买回家

一看，是些黄豆。这

些黄豆放在锅里一

炒，噼里啪啦地开了

花。玉帝得知，只得

把那条赤龙放了出

来，贬下凡间。

506 班 张振峰



小过当初不惩戒，必然犯大罪。 如果你不能顺着正路走到不平凡，可千万

别为了不平凡而去歪门邪道。

傅雷出身普通，但他是高贵的。遗书上，他还不忘请求妻兄替他们交房租 53元人民币，并把

他们仅有的 600元存款给保姆周菊娣。在赴死之际，还会想着在凳子下铺一床棉被，怕影响邻居。

在傅雷这里，高贵，是一床棉被的厚度！他的高贵，源于他的学富五车。

清代学者金缨《格言联璧·学问》有言：“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

是读书。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为善最乐。读书便佳。”

“读书便佳”，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给我们指出一条明道。抱怨出身没有用，有怨天尤人的时

间，还不如拿来读书。

苏轼被贬黄州时，仍能写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样的诗句来，得益于他的满腹经纶，因为饱读史书的东坡先生，本就以“达

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信条。陶渊明隐居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又何尝不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

不读书，不是差在赚钱的能力上，而是差在境界上。有

学识的人，能够把苦日子过得精致；不读书的人，却以为有

钱才可以活得精彩。

我有个小学同学，初中毕业就去工厂里上班。去年，在我辞职的前后，她也离开了工厂，决定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嚷嚷着郁闷。她问我：“你在家都干嘛啊？我无聊死了，你不觉得在

家无所事事吗？”我说我忙得很啊，哪有时间无聊，即使不上班，也觉得每天有做不完的事。她特

别好奇：“你都干什么啊？”我说我读读唐诗宋词，写写文章，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她恍然大悟：

“我看到你朋友圈发的那些文章了。你写一篇文章，能赚多少钱啊？”

当她知道我一分钱不赚的时候，十分不理解：“不赚钱你还写什么啊写。”我忽然觉得跟她聊不

下去了。于她来说，钱是衡量一切的杠杆。可在她眼里毫无意义的事，在我这儿却是一种幸福：能

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夫复何求？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传统中最正确的答案，便是“读书明理”四个字。

读书多了，就可以多角度看待事物。宽以待人，不钻牛角尖，也不跟自己过不去。

在这边的一个台湾姐姐，每次聚会她都打扮得美美的。她的车里，总是放着一本书，坐在车里

等人的时候，约会去的太早的时候，她就翻几页。

她坚持一周两次跳舞，一周一次给几个孩子义务教中文。我一直以为，她是有闲有钱一族。后

来大家熟了，我们才知道，她的先生脾气相当古怪，她在婚姻里完全不幸福。她的

母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生活不能自理。她给在台湾的母亲请了个菲佣，

每个月薪资一半要付给母亲那边。

我们夸她心态好，面对感情的不顺和经济的负担，还能如此

积极乐观。她坦然一笑：“有什么办法？我以泪洗面也于事无补。

倒不如想开一些，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身体是我自己的，跳舞锻

炼是对自己负责，何况舞蹈是我的爱好。教中文，是让我心灵有个寄

托，能让我找到自己的价值。”

读书这件事，就像时间一样公平。再富有的人也要变老变丑，

再贫穷的人也可以阅读。当你腹有诗书、胸有成竹，你就不会去

庆都从神母

庙求子后，就天天

盼着好消息。一天

夜里，她梦见一条

赤龙追随，从此，

就怀孕了。到了第

二年的二月二，先

是电闪雷鸣，后又

艳阳高照。院子里

一道金光照耀，孩

子降生了，起名叫

放勋，就是后来的

尧王。放勋聪明伶

俐，从小就惹人喜

爱，长大当了帝王

后，每到二月二这

天，就同百姓一起

耕田。帝王耕田的

习俗就这样传了下

来。每逢过年的时

候，集上卖的木版

年画，“皇帝爷爷

使金牛”，就是由

此而来。

在我国北方民间

还流传着这样一个

神话故事。说武则

天当上皇帝，惹恼

了玉皇大帝，传谕

四海龙王，三年内

不得向人间降雨。

不久，司管天河的

龙王听见民间人家

的哭声，看见饿死

人的惨景，担心人

间生路断绝，便违

抗玉帝的旨意，为

人间降了一次雨。

玉帝得知，把龙

王打下凡间，压在

又无情。我站在窗前静静地看着天气的变化，雨滴前仆后继的打向我，却被玻璃无情的挡

在窗外，变的四分五裂，就这样一直重复，然后凝成一股直流沿着玻璃直冲而下。

站在窗前的我心底泛起了波澜，如同雨水滴在水中而荡漾着的璇波，一层又一层......
人们常说秋雨有情，但我今天看到的秋雨一改往日的柔情，送去夏日的炎热，随之带来的

是秋的寒意，促使季节的更替。秋天的雨，越下越冷，凉了心脾，冷了身体，随之带来的

是冬的问候。 （完）

506 班 付晓洁

两个人挤牙膏，第一个人从尾部挤，挤得很好看，却费了不少力气，

他挤出了牙膏；第二个人从中间挤，虽挤得不太好看，却省了不少力气，他也挤出了牙膏。

人们往往赞美前者批评后者，说前者认真，追求完美；说后者，做事只图方便，懒惰

透顶。但也有人支持后者，说后者聪明，会节约精力，节约时间，不追求形式；批评前者

形式至上，错把无趣当有趣。

不就是挤个牙膏吗？有那么多高深莫测的理论吗？能反映那么复杂的人性吗？能说

明人勤快或懒惰吗？弄那么复杂干什么！

世界上很多事都是如此，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但细究起来，就不见得了。如果听

风就是雨，芝麻小事都要总结出个一二三四，那我们做每件事前岂不是都要做一番思想斗

争？

所以说，想得太多，就会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就如一杯泥水，静静搁置在那

儿，泥土便会沉淀，水自然也会变得清澈；若按捺不住，拿着杯子左摇右晃，它就会越来

越浑浊。

青蛙见蜈蚣有那么多只脚，便好奇的问:“你这么多脚，走路先迈那一只呢？”蜈蚣苦苦

思索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来。等要走路的时候，蜈蚣发现迈这只也不是，迈那只也不是了。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想那么多干嘛？

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在生活中，如果因为一两件小事

没办好就怀疑自己的能力，因为高矮胖瘦之类的啥问题而长

吁短叹，就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更加郁闷而已。

别那么复杂，简单点，牙膏想怎么挤就怎么挤，日子该

怎么过便怎么过。

人生苦短，快乐至上，随性就好！！！

（完）



与其合同等人浪费生命，不如和高尚人做个知心。 施惠要隐讳，受惠要公开。

羡慕别人的生活，你会懂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深层寓意；当你饱览

群书、看尽人间百态的时候，你会明白，生活有很多种方式、很多种可能。不管境遇如何，都能泰

然处之。

多读书吧。愿你看到落日下的美景，想到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

“哎呀，妈呀，太美了”。愿你看到长城，想到的不是“长城真长啊”，而是“雄关万里、固若金汤”

这些词。

电影里欧洲的贵族，壁炉前一张镶金的椅子，手握一本书，就是一下午。让我们也来做精神的

贵族吧：一张木桌，一杯茶，一本书。如此简单，却那么惬意。 （完）

作者简介：沐儿，对外汉语硕士，旅居欧洲，走过三十多个国家。专栏作者，简书签约作者，

公众号：沐爱一生（muai-13），新书《世间唯有我的达西先生》热卖中。

506 班 王宏伟

深夜，一轮残月悬挂在无尽的星空中，我半卧在一座陡峭的山崖上，

深邃的眼眸绝望地望着那轮残月。

我是一匹狼，一匹冷漠而又孤独的草原狼。随着冬季的来临，草原温度急剧下降，无

尽的寒冷和饥饿伴随着孤独日夜折磨着我乃至整个狼群。大片的草原也已被人类过度开发，

没有了以往的生机，有的只是一片荒凉和寂寞。狼群也没有了栖身之所。

许多同伴都抵挡不住寒冷和饥饿，有的被冻僵，身体僵硬的一动不动；有的被饿死，

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腿脚抽搐着。有的饿晕了头，残食着死去同伴的尸体。还有的跑到牧

民圈养的羊圈里去偷羊，掉进了牧民提前设下的陷阱里，结果下场很凄惨，被猎枪打死，

扒皮后将脑袋割下扨到了野外。

狼王不忍心看到自己的部落就这样走向灭亡，终于下了决心，去附近蒙古包外的羊圈

里偷人类的羊。

夜幕降临，皎洁的月光映射在陡峭的山崖上，数以百计的狼并排等在悬崖边，虎视眈

眈地盯着前方灯火通明的蒙古包，只等狼王一声令下，便冲出去。今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

场恶战，我们为生存而战。狼王目光坚定，向天空发出一声嚎叫，呜。。。这是冲锋的号角，

狼群锋拥而出 。我是这狼群的一员，只庆幸今晚能捕捉到一只肥美的羊，饱餐一顿，这个

信念使我奋力的奔跑着。

进入村庄，跳过栅栏。我和同伴并没有看到一只羊，哪怕一搓羊毛也没有。正当我们

疑惑时，一声枪响传来，紧接着，在离我几米远的同伴 连一声惨叫也没有发出，就倒在我

一座大山下受罪，

山上立碑：“龙王

降雨犯天规，当受

人间千秋罪；要想

重登灵霄阁，除非

金豆开花时。”人

们为了拯救龙王，

到处找开花的金

豆。到次年农历二

月初二，人们正在

翻晒玉米种子时，

想到这玉米就像金

豆，炒一炒开了花

不就是金豆开花

吗？于是家家户户

爆玉米花，并在院

子里设案焚香，供

上开了花的“金

豆”。龙王抬头一

看，知道百姓救它，

便大声向玉帝喊

道：“金豆开花了，

快放我出去！”玉

帝一看人间家家户

户院里金豆花开

放，只好传谕，诏

龙王回到天庭，继

续给人间兴云布

雨。从此，民间形

成习惯，每到二月

初二这一天，就爆

玉米花吃。

的视野里，脑浆四溅，随后，此起彼伏的枪声不断在我耳边响起，看着同伴一个接着一个

倒下，我来不及去想究竟是为什么，只想赶快冲出重围，脑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活下

去。

正当我逃窜的同时，远处出现了一个个全副武装的牧民，目光狡猾的盯着地上一匹匹

狼，突然一个牧民取出一把锋利的刀刺向一个已死去的同伴，干净利落的刨下一张完整的

血淋淋的狼皮。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一场牧民组织的捕狼行动，割下我们的皮，去卖钱。我们

中计了，一切都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我拼命奔跑，终于逃离了牧民的包围圈，侥幸的逃脱使我付出了一条前腿的代价。回

头张望，借着星星点点稀疏的火光，我看到到处都是狼骸，到处都是同伴的尸体，我怨恨

人类，愤怒的朝天空发出一声怒嚎。消耗过度的体力，以及无尽的饥饿，再加上前腿的伤 ，

使我昏厥过去。

再次醒来时，是被一阵刺耳急促的声音吵醒，天已亮，我看到一个庞大的并且会动的

怪物朝我奔来，上面是万恶的牧民，他们向我呼喊着，我只能继续向前奔跑，枪声又一次

响起，子弹在我身边穿梭，我已经跑的精疲力竭，口吐白沫。牧民仿佛是在故意耗尽我的

体力，让我奔跑过度而亡，终于，我跑到了悬崖边，无路可逃。

转身面向人类，我对他们愤恨到极点，恨不得咬断他们的喉结，让他们也尝尝血的味

道。但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竭尽全力的喊出一声狼嚎，人们抬起猎枪对准了我，嘴

边流露出一丝狡猾的笑。

一颗子弹贯穿了我的胸膛，结束了我的生命。 （完）

天蒙蒙亮时，窗外嘈杂的雨

声将我吵醒，拉开窗帘打开窗户，

阵阵冷风向我袭来，我赶忙拉上

窗户，定睛一看，原来是下雨了，

不平的地面积了不少水，看来是

下了许久，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发出不协调的声响，满头的倦意向我汹涌而来，于是

我又沉沉睡去。

再睁开眼时，已经是十点多了，掀开窗帘将脑袋探出窗外，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太阳

被密密的云层包裹，却还是遮不住那耀眼的光芒，在天空中显现出最亮的一点。路边的小

树仍滴着雨珠，滴在树底的低洼中泛起阵阵涟漪，雨后的空气总是很清新，深吸一口气再

深呼一口气，整个人都觉得神高气爽。鸟儿在屋头鸣叫，好像在抱怨秋雨的来临。雨又滴

滴答答下开了，天上的乌云又变的厚了些，从天而降的雨滴坠入院中的积池溅起点点水花

在水中荡漾。雨下大了，风夹着雨打在了窗户上，树枝上，大地上和行人的脸上，寒冷而

506 班 任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