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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河粉!其实就是海南老百姓
最爱吃最便宜因此也最能爽气掏钱
的大众面食之一"看似平淡无奇的外
表!却另有#玄机$!倍受人们的青睐%

那是一个清明节的早晨!为了赶
时间!在九点半之前回到老家长流扫
墓!于是!我那&不吃遍天下心不甘$

的老爸便提议'&呐!我带你们去水巷
口吃碗河粉怎么样(那里有家店做得
很好吃哦% $

沿着水巷口的水泥路!穿过人来
人往)热闹非凡的菜市!走过一家又
一家的便利店)小吃摊%拐了个弯!远
远就看见了一个不大的小铺子!&就

是那家% $爸爸领着我们走进了这间
铺子!虽说大清早!但里面已是座无
虚席!人满为患% 大家都在狼吞虎咽
地吃着这叫&河粉$的海南传统小吃!

看着那些人吃得那么津津有味!这家
店做得真有那么好吃吗(

老板娘把我们领进里面的灶旁!

满脸歉意地说'&就在这儿吃吧!旁边
是灶台!可能比较热% $我赶紧答道'

&没事儿!我们不怕热% $&好吧!来五
碗河粉* $不一会儿!五大碗热气腾腾
的河粉全端了上来%

我好奇地打量着这碗摆在我面
前的河粉!泛白的汤)白色的粉条)

勉勉强强还算得上是白色的肉丁和
猪肚!一小把葱花散落其间!组成了
一幅#冬日美景图$% 还没吃上一口!

那香味就已经使人欲罢不能! 食欲
大开%

我小心翼翼地舀上一勺汤!上面
漂浮着绿油油的葱花和淡黄色的酸
菜!喝到嘴里!鲜美的汤汁流入喉咙!

一股美味直入肺腑!顿时让人感觉神
清气爽! 再夹上一筷子河粉!#哧溜$

一声吸进嘴里!滑滑溜溜的!每一根
粉条都煮得恰到好处! 不烂也不硬!

筋道得很*我立刻跟饿了五六天没吃
饭似的!呼啦呼拉地端着大碗吃着有

生以来吃过的最美味的河粉!山珍海
味也比不上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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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去云南旅游%美丽的香格
里拉)古老的丽江古城)朴素的云南
乡村人家至今难以忘怀!而最难忘

的还是那无比壮观的虎跳峡%

那天! 来到虎跳峡%

入口处的木梯好似一
条长龙! 想将我们
引去另一个美丽
的世界% 沿着木
梯向下走去 !

#哗哗$ 的水
声在耳里回
响!那么雄
壮有力 !

仿 佛 沙
场 上 万
马奔 腾
一般+可

那声音又如同天上的霹雳!振奋人
心,,

耳边的水声越来越响! 到了最
后! 犹如惊涛骇浪一般% 下到观景
台!眼睛不禁一亮!哇* 好雄伟!好壮
观呀*

奔腾而来的江水中! 一条条急
流连绵不绝! 好似无数条猛蛇你追
我赶!争先恐后+又好像一幅巨大的
丝绸!绣着黑黄两色!漂浮在这峡谷
之间% 泛黄的江水此起彼伏!恰似那
长龙遨游于天地之间%

巨浪从远处来! 因河床中有凹
陷! 所以便会导致上升与下降之间
幅度过大! 水雾飞扬! 巨浪打入河
底!浪花的撞击之间!也让我们振奋
了起来% 一个巨浪撞上了面前的那
颗虎跳石!水花四溅% 就在浪花还未

散去的时候! 下一浪又翻腾着拍打
着上来!两股浪叠在一起!水珠洒在
了观景台上%

在回去的路上! 翻滚的江水和
那震耳欲聋的响声仍旧在脑海中回
荡% 我忘不了这神奇的虎跳峡!同时
也惊叹大自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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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参加过小姑的结婚典
礼---热闹喜庆+ 参加过同学的生日
晚会---吉祥如意+ 参加过学校的开
学典礼---充满了希望+ 可外婆家的
入伙仪式!却弥漫着浓浓的乡土味道%

十月二日!我和爸爸妈妈来到琼
海潭门参加外婆家的入伙活动%来之
前我已经向爸爸妈妈了解了一些关
于&入伙$的知识!入伙就是新屋入住
时开火做饭)入住的意思!也叫&入
室$%期间有烧香)放鞭炮)舞狮表演)

吃入伙饭等活动%

入伙仪式开始了! 外婆在新屋门
口放一张四方桌! 再摆上香喷喷的年
糕!还有水果)酒水)香火等% 摆放完
后! 一个穿着太极服的阿公点燃了一

把香!双手合十念念有词!还磕了三个
头!然后把一部分香插入香炉里!把另
一部分香分别插到屋里的各个角落%

轮到我们烧香了!我们跟着外婆
像老鹰捉小鸡似的学着阿公的样子
点香!嘴里也念叨着!然后磕头)插香
,,祭拜结束后!最让我难忘的舞狮
表演开始了% &狮子$由两个人扮演!

狮头一个!狮尾一个!狮头上蹿下跳!

狮尾左突右闪!把新屋折腾得虎虎生
威% 惊险的时刻到了!狮头突然跃上
房梁!咬住红布条挂着的红球!不一
会! 从上面撒下雪片般的红纸片!我
捡起一个!原来是红包%爸爸说过!红
包代表着吉祥!是不能当着众人的面
拆开的!那样显得不礼貌% 但不拆开

我也猜到里面会是什么东西!我也不
会告诉大家!否则就不灵了,,

入伙的点点滴滴已留在我的脑
海里! 我会经常想念外婆的新屋!包
括我深深爱着的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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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天还没有落黑!就淅淅沥
沥下起雨来%热闹了一天的城市!在
雨中渐渐安静下来% 汹涌的人潮流
进了千家万户%水淋淋的马路!像一
条闪闪发光的绸带! 在初夏的绿荫
中轻轻地飘%雨中的雨伞!仿佛是浮
动的点点花瓣!偶尔过往的车辆!就
像水波里穿梭的小船,,

一个年轻的姑娘拉着一辆小货
车!在雨中匆匆地走来% 车上!装着
几大筐苹果!红喷喷的!黄澄澄的!

堆得冒出了箩筐%也是心急!也是路
滑!小车一歪!一只箩筐翻倒在马路
上%那一堆大苹果!滴溜溜地在湿漉
漉的路面上蹦跳着% 姑娘赶紧放下
车!慌里慌张地拣了起来%几百个苹
果散了一地!哪里来得及拣呢(

眼看! 汽车嘟嘟叫着从远处驶
来!正好有一群放学回家的孩子们走
过来!没等姑娘打招呼!他们就奔过
去!七手八脚地拣了起来% 一个胖乎
乎的小男孩对她说'&不要着急!大姐

姐!一个苹果也不会少* $说罢!他解
下脖子上的红领巾! 大声叫道'&刚
刚)彬彬)小军!来!跟我封锁交通* $

然后!又不停地摆动红领巾!向驶近
的汽车大叫着'&停一停* 停一停* $

一辆大卡车停下来了! 一个小
伙子跳下车和孩子们一块拣起苹果
来%一辆小轿车停下来了!一位满头
白发的老人也走了下来%路边!过往
的行人也来了% 人们追逐着满地乱
滚的苹果! 宁静的马路顿时热闹起
来%这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又结束
得这样迅速%那位运苹果的姑娘!还
没来得及说声谢谢! 帮助拣苹果的
人们已经消失在雨帘里% 只有那一
筐散而复聚的大苹果! 经过这一趟
小小的旅行! 变得水淋淋的在姑娘
身边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这些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在
一个偶然的时候融合在一起! 流进
了一条条大街小巷!或许!也流进人
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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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文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小到完成
课堂作业!大到维持整个国家的兴旺发
展!这都是责任%

有一个男孩!他是个小店员%一天!

他在柜台结帐时发现多了几美分!他查
出这是一位太太多付的!于是!他把这
件事告诉了掌柜!掌柜告诉他明天把钱
送还给那位太太就行了!但是这个男孩
摇摇头说! 这几美分是自己多收的!自
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惩戒!也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必须今晚去%

他马上动身!当他回来时!天都微
亮了% 虽然这是一个辛苦的夜晚!但他
仍然很高兴!因为他觉得为自己的行为
负了责任%也许老天总是爱眷顾负责任
的人!他后来成了美国的总统!他的名
字叫---林肯%

也许有些人认为责任很重!不愿意
背负! 总希望放下来让自己更舒服些%

岂不知!责任就是义务!义务和权利是
同等的!不尽义务!就不能行使权利%放
弃责任!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林
肯如果不是一个肯负责任的人!就算他
有雄才大略!美国人民也不会信任他%

责任是不可替代或转移的%

有一位青年!经常做坏事!每次都
被抓进警察局! 但他有一个有钱的家
庭!每次进入警察局!他的父母都出钱
保释他!慢慢地!他认为有钱就可以不
用坐牢了!钱可以帮他逃脱责任% 就是
这种思想!导致他每次做坏事都不思悔
改!错误越犯越大!最终!钱也帮不了他
的忙了!他以后好长的一段日子必须在
监狱里为自己的过错负责任了%

责任!有大有小!不同的位置有不
同的责任%但是!无论大或小!都要勇于
承担! 只有每个人都有承担责任的勇
气!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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