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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区海霞中学 701班 王思怡

一、一间杂货店

一切的起因，都源于那间破旧的杂货
店。那破旧的屋檐，总落下点零星的瓦片，
屋檐下边有一块古老的牌子，映着几个模
糊的大字——“浪矢杂货店”。这间杂货店
的主人名叫浪矢雄治，一个地地道道的日
本人。这间杂货店陪伴了他生命中的大多
数时光。屋子很小，但东西总是很齐全。
这间小店还开着的时候，总有几个小孩子
跑来问：“爷爷爷爷，最新的文具盒出了
吗？我超想要的！”浪矢爷爷总会笑着说有
的有的，明天货就到了。等明天孩子们再
来的时候，柜子上早就摆好了孩子们那心
心念念的文具盒。

在日本的语言里，“浪矢”和“解忧”的
发音相像，孩子们就会开玩笑地把“浪矢杂
货店”念成“解忧杂货店”。每个人把咨询
信投到杂货店后院的牛奶箱里，第二天就
会收到回复。浪矢爷爷还会把有趣的咨询
信贴出来给大家展览。孩子们把这当做一
种有趣的游戏。可是，或许真的有人把它
当做了一个树洞，渴望被人倾听，渴望得到
答案……正是从这时候起，爷爷才真正把
这种“游戏”当成了一种沉重的使命。直到
浪矢爷爷老了，这家店就关了。

给这间杂货店第二次生命的，竟然是
三个小偷。老旧的杂货店，偶然闯进了三
个进来躲身的小偷，幸平、翔太和敦也。本
来他们只想在这里躲一夜，他们却意外的
发现了这家杂货店的秘密：这里有过去人
寄来的信。他们收到了一封又一封来自过
去人寄来的信，一次又一次帮助人们解决
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像他们这样身份
卑微的人，竟然可以为别人解决问题。解
忧杂货店改变的不只是那些寻求帮助的人
的命运，更改变了他们三人的命运走向。

二、真正的故事

每封信的主人公都大有来头。运动
员、流浪音乐家、迷途者，不论他们到底为

什么写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分岔道口
上，他们无法抉择自己的人生路，或因自身
的犹豫不决，或因一些不可割舍的情愫，难
以做出所谓的“正确的选择”。故事主要围
绕四个主人公的选择来写，分别代表了四种
想法——爱情、梦想、家庭与前路。回忆内
容，印象最深刻的，是梦想与前路的故事。

与梦想——
他叫克郎，是流浪音乐家。家里开鱼

店，他从小热爱音乐，渴望成为一名杰出的
音乐家。但家里人都反对他这个梦想，要
他回来继承家里的鱼店。这对于一个怀揣
着梦想的有志青年来说，放弃音乐如同扼
杀他的灵魂！但是，对于那个期盼着他归
来的家庭，也实在难以割舍。在亲情与梦
想之间，他一时难以抉择。纠结的他来到
解忧杂货店，可是得来的却是让他放弃的
劝解，极其粗鲁的语言，让他气愤不已。

最终，真正让他得以坚持的却是对他
百般阻挠的老父亲。令人惋惜的是，克郎
在给孤儿院做慈善表演的时候，面对突如
其来的大火，他选择救下孩子，牺牲自己。
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那个孩子对生命意
义的真正认知。在他漫漫音乐道路上，更
多的是挫折。他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为理
想奔波的路上，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应该
坚持下去。梦想到底是什么？它是支撑你
的杆子，是你明知不能完成，却让你想要一

直追寻下去的东西。不知道结果才引人追
寻，如果一眼望到头，便懒费心思。疲倦的
生活里总有温柔的梦想啊。

与前路——
晴美从小寄人篱下，不过姨婆对她很

好，这坚定了她要用尽全部去报答姨婆的
心。她找到了一份自认为很好的工作——
在酒廊陪酒。一个男人说要帮晴美开店，
她有些动摇，因为这个行业可以给她带来
更高的收益，可以让她和姨婆过上优越的
生活，但她又不敢确定这个男人的话可信
性。动摇之际，她找到了这家著名的解忧
杂货店，半信半疑的投进了自己的咨询
信。信上给了她几条建议，这些建议就像
一束光一样，照亮了晴美迷茫黑暗的道
路。晴美顺着信上的指引，一步步地努力，
最终晴美变成了女富豪。她用一种完美的
方式完成了理想，过上了想要的生活。她
让我感受到的，则是另一种格调的情感。
换一种方式思考，收获的也许更多。

与选择——
“如果命运是世界上最烂的编剧，你就

要争取，做你自己人生最好的演员。”这句
话送给克郎再好不过了。生活，总给人悖
论。努力追求梦想的克郎，却以悲剧收场；
缺乏主见茫然无措的晴美，却成为人生赢
家。我总唏嘘克朗短暂而热烈的生命，嫉
妒晴美的阴差阳错。然而，坚持音乐梦想
的克郎，哪怕死于意外，轻如鸿毛，我相信
他也绝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抉择。相比守
着鱼店漫长的日子，他的人生之旅绚烂夺
目。而晴美，一帆风顺的结局，反而让我读
到一丝懦弱的意味。当年的不确定，与其
说是对那个男人的怀疑，倒不如说是她无
法承受自我选择后果的不自信。于是，她
只能求助于杂货店，杂货店的来信，给了她
选择，更给了她前行的勇气。在这本书中，
晴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唯一一个遵循
新上内容的主人公。她代表了生活中大部
分人面对选择时的状态，潜意识里对他人的
依赖。我总会生出一个假设，如果没有信上
的建议，她还能拥有这样美好的人生吗？

世界上有两种最耀眼的光芒，一种是
太阳光，一种是你努力的模样。这种光芒，
存在于那些坚持梦想的人。

三、逆流的时光

如果时光逆流，他们都选择了与之前
相反的结果，那会怎样？一个选择足以改
变命运。让我们来细想一下吧：运动员月
兔留下来照顾男友，放弃了奥运会，陪他度
过了最后的美好时光，运动员月兔拥有了
无果却美好的爱情；流浪音乐家克郎选择
了继承家里的鱼店，生意红红火火，偶尔在
鱼店的门口弹弹曾经的吉他，这可是他最
得意的曲子《重生》；迷途者晴美选择相信
那个男人，不料却是骗人的，只能在酒廊里
当一辈子的陪酒女；还有浩介，如果他选择
和家人一起逃跑，而不单独走掉，或许现在
也可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即使没有
以前那样富足……可人生没有后悔药，时
光也不可能逆转。

读完这本书，一种人性淋漓尽致地展
现在了我的眼前，这种人性关于抉择。简
单说，今天有两个西瓜给你选，你首先在乎
的是：这个西瓜甜不甜？新鲜不新鲜？如
果你选了一个很甜的西瓜，那么你就会夸
赞自己，当初选择这个西瓜是正确的选择；
如果你选了一个不甜、不新鲜的西瓜，你就
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买另外一个。人生也
好比买西瓜，买到好瓜，你会喜悦，买到坏
瓜，你会苦恼。但是，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如果两个西瓜都很甜呢？又如果两个西瓜
都很苦呢？买西瓜就像走岔道口，不知道
前方是平坦还是崎岖，是龙潭还是虎穴。
与其纠结选西瓜还不如种西瓜，从小定一
个目标，像种一个西瓜一样好好对待它，及
时给它浇水，西瓜长大了，自然就会甜的。
爱情如此，友情如此，事业如此，生活也是
如此。

人们所谓的解忧杂货店，不过是个幻
影，来源于内心彷徨的自己。当我站在人
生的岔道口上，我会告诫自己：别犹豫，走
你最向往的那条路。外界的否定，绝对无
用，就把他当成风吧。要知道，荆棘的路上
也会开花，有玫瑰的地方也有刺。

希望生活如你所愿，愿你站在自己热
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指导师：张伟妮

一棵梧桐树

文/韦联成

早前，在我家老屋的院前栽有一棵梧桐树，
枝繁叶茂，树身高过房檐。每到四月桐花盛开的
时节，满树桐花便挂满枝头，远远望去，犹如燃
烧的紫色云霞，仿佛要把整个院子点燃。有风吹
过时，满树的桐花缤纷零落，铺天盖地一般降满
整个场院。

那时候，我和几个伙伴成天在桐树下疯跑，
追逐着院子里的落花，衣裳上、头发间满是桐花
的香味和花屑。桐花的清香远近可闻，引来许多
蜜蜂和蝴蝶，在院子周围追逐、忙碌。

年年如此。院子里的这棵梧桐树长势也愈发
葱茏，伸展的枝桠一度伸出院墙。而肥厚的桐树
叶子，层层叠叠覆盖着，伞盖一般阻挡了房舍的
采光。氲气湿重的时候，便时常招来许多不知名
的小虫在院子里筑巢安家。没几日，原本干燥洁
净的场院，便留下许多虫子的秽物。家人很为此
大伤脑筋，想出许多办法，结果还是没能把虫子
驱除。后来，父亲终于忍无可忍，不得不动用了
武力，强行把过于繁盛的枝桠砍掉，以防止虫子
爬进屋子，咬坏家具。

梧桐树因此遭了几次重创，加上一家人忙于
日常生活，对于梧桐树更是疏于培护。不出数
月，原本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已有大半树干枯
萎，每天都会落下许多的黄叶。到了后来，家中
重新修葺老屋，并在旁边新建一间平顶房，这棵
梧桐树原先占据的地盘因此影响了宅地基的开挖
和砖瓦的运输。父亲思量再三，最终决定把这棵
倒霉的梧桐树砍掉。

一个放学的午后，我刚跨进院门，就看见高
大的梧桐树在阵阵锯木声中轰然倒地。转瞬，便
化做了一堆用来生火煮饭的柴垛，被码放在距离
院墙不远的空地上。

此后，院子旁边腾出了一小块空地，原先高
过瓦檐的梧桐树从此就没有了，只剩下一截树桩
闲置在角落里。原先浓荫掩映的场院，一下子变
得空荡荡的。自然到了桐花绽放的时节，我们再
也看不到那满树迎风吐香的桐花了。一晃好多年
过去，我们的生活也被忙碌填满，而关于桐花的
记忆也慢慢变淡，到后来，到梧桐树开花的时
节，也很少会想起。桐花，终于从我们的记忆里
淡去……

直到我离家外出求学多年以后，重新回到家
中。我这才惊喜地发现，原来这棵被砍掉的树并
没有因此死去。在静默的时间里，它那被砍掉的
根茎依然活着。它就在人们熟视无睹的眼前，那
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努力吸吮着养分，暗自积蓄
着力量，在残砖断瓦堆里萌芽抽枝，顽强生长。

又一个清晨。趁着晨露尚未散尽，我起了个
大早，站在树下张望。我看一树桐叶在晨风轻
摇，我始终相信，院前的这棵梧桐树终有一日，
定会冲破层层砖瓦的覆盖，重新站直腰身，直到
长成一棵开满花的树。

渔村人家

洞头区东屏小学503班 康瑜芮

渔村人家靠山临海而居，他们总爱在前院搭
一瓜架：黄瓜、丝瓜、苦瓜……黄瓜的藤攀上瓜
架，可灵活了！不久便开出几朵黄花，可爱极
了！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件碧绿的裙子上绣了几
朵可爱的黄花。

还有些渔家靠海生活。勤劳的渔家女有的搬
把椅子坐在海边，用梭子织着渔网，时不时向大
海投去焦急的目光，祈盼出海捕鱼的丈夫可以早
点归家。也有的人家在家门口挖口井，用水泥搭
一个洗衣台。做妻子的，每天早晨都会抱着一大
筐衣服走到洗衣台前，拎起一个水桶去打水洗衣
服。又搓、又揉、又洗、又晾……你从她们的脸
上看不出一丝劳累，只能看见他们在洗衣台前忙
得不亦乐乎。最辛苦的必定是渔夫，他们清晨出
海，黄昏归来，天天起早贪黑，不管风雨多大，
海浪多么波涛汹涌。每次渔民一打到鱼，把它们
捞到船上的时候，海鸟就会成群结队地飞来，找
到一条最新鲜、活蹦乱跳的鱼，张开嘴叼走。渔
民就会气得直跺脚：“臭海鸟，还我鱼！”有的海
鸟淘气，嫌渔民太啰嗦，直接把他们的帽子叼
走，扔进大海里呢。

有的渔民捕到鱼会直接卖掉，也有的会选择
晒成鱼干。这时，野猫就躲在一旁伺机而动。渔
民了解贪吃的猫，便把鱼放在渔网架上，吊得高
高的，但却丝毫难不倒猫。身手敏捷的它轻轻一
跃，便跳上渔网架，开始享用美食。不知什么时
候，渔民早已站在它身后了：“你走远点，休想
吃我的鱼干！”这时的野猫，便夹着尾巴逃得没
影了。

还有的渔民会把鸭子养在后院。有一些实在
卖不出去的小鱼小虾，就丢给它们吃。鸭子们你
争来我争去，为了一块食物，全都“反目成
仇”，谁也不理谁。过了一会儿，乘对方不注
意，便“嘎嘎嘎”的跑向另一块食物，吃了个精
光。

渔村人家，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一道独特、
迷人的风景。

指导师：陈海舟

洞头区实验中学903班 詹乐蓉

“哗哗”这是清泉的轻喃，是诗人徐
志摩眼中揉碎的彩虹似的梦；“哗哗”这
是河流的锵然，是毛主席眼中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的畅快；“哗哗”这是幽涧的低
叹，是黄鹂的啼啭，是韦应物眼中的水急
舟横，思欲归隐。

“哗哗”这是我眼中的它，是海的潋
滟旖旎，是山的清秀娇美——半屏山。

真如莹辉的珍珠，坐落在洞头近岸。
白日的云霞蒸腾，晌时的裹日挟光，远不
及它在夜色中缥缈起舞。连接洞头与半屏
山的，是一座弥漫温情的石桥，暖橘色灯

光披洒其上。
不过是一座桥，一座山，一片海，可

有什么让人稀罕的?墨色晕染中，一片悄
然虚无，只能模糊辨清山的轮廓，水的轻
澜，或许嗤然一声，便道“此处有景犹无
景”，可是——犹如羽化的灵蝶，涅槃的
凤凰，脱胎换骨！

让人惊艳了，让人震撼了，让人沉醉
了！这一时的光景，难以全纳于眸中——
缠绵于黯淡无光的山上，万千灯光瞬然间
全全亮起，刺激得原本晦暗的瞳孔须臾绽
放出无数如烟的灯火，那倒映在眸中的浑
浊轮廓，刹那交织出令人目酣神醉的夜
景。

激浊的灯光是半屏山最好的洗涤。吐
露的光辉让霎那间亮如白昼，短暂的错觉
后，又是茫茫的一片“仙境”。娇美的群
山上盘旋着一圈圈的螺纹灯管，那灯光
渐渐变得柔和了，温情了，它们互相交
映着，又逐渐抽离，灯光色彩的与亮度
交融变幻，勾绘出华灯初上的动人心
魄。莽莽榛榛的林木覆盖着一片区域，
远远望去，犹如一张冗长的绿毛毯，而
另一片区域则与这张毯子相去甚远。或
是错落有致的村落，抑或是排列紧密的
楼房，都建筑在码头的周围。“灯火家家
市，笙歌处处楼”，在如梦如幻的彩灯
里，透过那玻璃的屏障，房屋里的欢声

笑语都凝为实质，穿过了一片大海的距
离，深深地激在对岸的人的心窝。建筑
物前不远，是一大片一大片茫茫的沙
滩，白日里细如精盐的白沙，此时此刻
倒是披上了神秘莫测的光辉。

“哗哗”海水轻柔地舔?沙滩，留下
几串转瞬即逝的泡沫，随着几股清流撞击
礁石，发出珠落玉盘的空灵脆响以及飞珠
泻玉的白色浪花。此时的它，褪去了海的
汹涌壮阔，碧波万顷，甘愿轻声与半屏山
这座小岛耳鬓厮磨。绚烂的灯光轻轻投映
光晕，却为这包裹不住的广阔身躯氤氲起
如云霞的渺渺雾气，这是半屏山与海，为
洞头抹上了一层精致妖冶的裹妆，确如怅
悯的美人的眉黛青颦……

“哗哗”康河的水依然流动；“哗
哗”狮子洲的河流依然奔涌；“哗哗”幽
涧依然潺潺；“哗哗”……但是半屏山这
一刻的美景，却深深地印在了每个见过
这片光景的人的心上，终成永不忘的记
忆……

指导师：郑娟娟

当你站在岔道口上
——读《解忧杂货店》有感

岛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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