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本版电话!!""#$%%&

·百草园

小记者

编辑 王卫宇 版式 李渊杰 校对 梅志刚

小记者南京寻访

穿越——
—感悟一座城的沉重
# 参观南
# 月 (+ 日"省前黄高级中学团支部开展了争创周恩来班系列活动##
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南京梅园新村活动"部分小记者随行参加$ 南京"一座略显沉重
的城市"小记者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人和事"放飞了他们的思绪$

我们反思的是''
这就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白灰的外壳让人倍感压抑。
从二号门进，
便见到种种逃
难中的中国人的雕塑，
以跌撞的
身影无声控诉着这场本不该发
生的屠杀。南京，
我们反思的是
……
入园的第一眼，
停留在一位
年轻的母亲上，
她蹲下身，
对尚在
婴儿车里的孩子讲着什么，
孩子
固然是听不懂的，
但却出奇的安
静。心头的压抑也淡了些许。
随后进入眼帘的是黑底白
字：
300000。看得久了，
便有了眩
晕感，
300000。看着这空阔的四
周，
我不禁想：
有些事可以宽恕，
却不容忘记。中国人参观南京大
屠杀纪念馆，
是为了不忘历史，
而
日本却屡次参拜靖国神社，
否认

南京大屠杀的行径是不负责亦
是不会被国人所理解和宽恕的。
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光鲜的过去，
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就如流
水，
留下来的应是我们的反思。
历
史的警示意义在——
—生的人要
好好活下去，
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也是每一个人应背负起的意志。
由此可见，
中国的行为是客观的
理性的。
中断了我的思考的是那万
人坑。白茫茫的鹅卵石恰如一具
具尸体，
累累白骨，
给人带来的冲
击不禁是生理上的，
更是心理上
的。震撼、
失语。害怕与愤怒已不
属于这里。
步入档案馆，看着那毒气
弹，
刑具，
仅是少量便已让人心里
发毛。但我又看见人们围着那时

的钱钞、
刀枪剑弹看，
文献资料处
却少有人问津。大家震撼于一时
的场面，
心里又会有多久的波澜？
南京，
我们反思的是什么？
一个六朝古都，几起几伏，
鲜血沾满了土地，这对我们启
示是什么？和平，
只有和平才能
避免流血，避免过早的凋零；知
识，用知识去保护世界；责任，
生的人要背负起离去的人的意
志，背负起责任；珍惜，既已看
见了他人的离异，我们更应懂
得珍惜现有的美好，放下争执，
多些关爱，且行且珍惜；爱世
界，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
们就直接或间接，经意或不经
意间就得到了他人的帮助，爱
世界，
是最好的回报。
省前中高一 ,*- 班 刘棋洋

爱国需不需要被证明
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还
没有进门的时候，便看见门口
有卖小红旗。举着小红旗贩卖
的女人越过一众的小吃摊，颇
有优越感一般的占据了大门前
最好的位置。红旗迎风招展，
鲜
艳明亮，第一次让人觉得不对
味。
入园看见的第一个雕塑是
一个老妇人，怀里抱着死去的
孩子。模糊的身影，隐约窥出疲
惫的面容，控诉着支离破碎的
人生。再稍稍侧头，却看见了衣
着鲜艳的的女孩，侧头比 V，自
拍时妍丽动人。
换个地方或许真的很美。
可是却在这里。这附近是
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痛苦，是
十三岁少年背着炸死的奶奶行
色慌忙，一尊尊雕塑下刻着的
小字深刻的反复随时能旋荡在
空中，
发出撼人的声响。
“逃难！
逃难！”
不禁让人在想，把这样的
照片上传到微博或者朋友圈之

上，究竟算是什么？有一个最坏
的 可 能 性 …… 这 是 在 证 明 爱
国。这个认知让我产生了一种
啼笑皆非的无奈感。
这才想起来这面小红旗也
是有“典故”的。回想起来保钓
闹得最凶的那阵子，人们上街
游行，更有甚者借机打砸日货
泄愤。日本车主不也常常在车
上贴一面红旗，为的，不就是证
明爱国吗？时间再往前推，才知
道小红旗也是有祖宗的。它的
前身应该是清政府的辫子。辛
亥革命时，人们争着剪辫子，再
到复辟，又争着留辫子，以示所
谓忠诚。也算是某种不太对的
证明爱国……这种证明力多少
掺杂着自保，更甚至于炫耀的
意味。
但我也举起过小红旗。看
奥运会时，和自己的父亲一起，
看到中国的运动员站上领奖台
时，情不自禁的挥旗致意。说白
了也是再在证明，和千千万万
各国各地的人民一样，举起自

己的国旗证明自己不变的身
份，证明着我们热爱着祖国；说
白了也是在炫耀，炫耀这让我
们引以为豪的一切。
明明是某种意义上并无二
致的两种证明，却给了我截然
不同的感受。后来一字字的想，
才发觉，前者是在炫耀爱国，后
者是在，炫耀祖国。一字之差，
千差万别。
从万人坑遗址出来时，看
见很多人往池子里扔硬币，我
下意识跟风，掏出钱包时才发
现不对劲。这让我回想起自己
以前在景区的寺庙，往池子里
近乎迷信一般的扔硬币，是祈
福也是凑热闹。可是放在这里，
我却真的寻不着理由，
证明？
我不想证明自己的爱国，
所以我最终把钱包放了回去。
在出礼堂前，花钱买了一本史
书，我想铭记可能比一枚硬币、
一面红旗更有意义了。
省前中高一%* &班 王舒艺

纵使风雨飘摇"而我依旧不屈不挠
在这冬末春初的季节里，风中还不
时卷来一丝丝凉意。道路旁粗壮的梧桐
树上挂着几只将落未落的叶子，在风中
飘摇，他们看起来那样单薄无力，脆弱的
让人担心。灰蒙蒙的天空似乎积聚许多
难以言说的话，只待某一时刻慢慢倾吐。
我们走进梅园新村，踏在这安静的
小石板路上，
我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这
是一座民国时期的房子，古朴的建筑风
格，小院里各种花草树木正微微摇摆，它
们吐出了新芽，
探头望着外面的世界。再
走近些，木质门窗上有一些好看的镂空
花纹，有些文艺气息。如果不是在那样特
殊的年代里，这儿的生活应该会很悠闲
吧，我想着。进了门，
正暇想着，
忽见一房
间外的牌子上写着：
“周恩来同志的办公
室”
，霎时间，我感慨万千，就在此刻，我
脚下的木板曾布满一位伟人的脚印，我
所见的办公室，曾有他日夜工作的身影。
一切简单的一览无余，只有一把椅子，一
张桌子，桌子上几只笔，一瓶用了一半的
墨水。我好像看到了周恩来同志在用钢

笔吸墨水，然后低头写字，那一个个有力
的字体里包含了深藏不露的睿智，包含
了永不屈服的坚毅，包含了令人叹服的
气魄。再往后看去，就是一间卧室，也是
十分的简单，只有一张床，床边一根挂着
外套的衣架，四周雪白的墙壁，除此以
外，再无其他。我回过身，低头看着脚下
的木板，有的地方已经脱落显出一块块
的白色，
在红漆中分外显眼。我在心中悄
悄告诉自己，这里的事我不曾参与过，但
现在我正见证着。
参观完了几座房子，我们走出了梅
园新村。路旁的梧桐树依旧粗壮，让人感
到心安。树枝上的叶子依旧紧抓着不放，
不管最后它们是落叶归根还是留在树
梢，我都祝福它们，至少它们勇敢，坚强，
敢于创造自己的命运。这时，天空中飘落
了几滴小雨，好像在安静落泪，原来天也
会被感动，我似乎明白了他积聚已久的
话，只在心里慢慢融化，却难以言说。
省前中高一%% &班 朱丹丹

祀我国殇
“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仁风远播，
大
化周行……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
庶，
屠戮仓生……”
国家公祭鼎上的铭文似乎仍在眼前
浮现,警示世人的钟声似乎仍在耳边回
响,白骨冤魂却永远沉睡地下,诉说着那
段不堪的往事。
走近万人坑,我不禁被眼前的景象
所震撼.一层又一层的白骨层层垒积、堆
叠。白骨扭曲在一起，大腿与手臂缠绕，
腰肢与项颈堆叠，白骨扭曲、歪斜，诉说
着那段过往。亲眼看见，八、九岁的稚童
打断的肋骨生生暴露在空气中；亲眼看
见，八九十岁的老妪身上被钉子打出尖

锐深洞；亲眼看见，一堆堆的骨架厚积成
几米高度。白骨无言，但它的扭曲却诉说
着那残痛的过去，白骨无泪，但它的情已
化为粒粒沙土淹没在六朝古城上。如今
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那段过往，也许对
那段历史心痛流泪，但无论怎样，却只能
围着这万人坑默默驻足。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是南京大屠杀
遗址的设立目的。今日，祀我国殇，不是
为了复仇，
也不是满足冷漠的需求。而是
为了让孩童不再恐惧，让母亲不再泣叹，
让战争远离人类，
让和平洒满人间。
省前中高一%() &班 周澄

雨能冲刷去污垢"冲刷不去伤痕
雨不时飘下，
难言的寥落弥
漫于心扉。
雨不大，
却把天空渲染得只
剩一片迷蒙的灰色。
南京，
曾经的
六朝古都，
演绎出一片传奇的繁
华；
大屠杀，
那是整个中国，
曾挥
之不去的梦魇。
“八十岁的老母啊，赶快逃
离那恶魔的血腥。”
这是什么，
枯瘦嶙峋的老汉
正挽着自己年迈的母亲逃难。他
们能够摆脱么，
他们要逃离的是
那央央十几万曰寇的爪牙，
他们

要摆脱的是那铺天盖地的炸弹
……他们，
能够吗？
悄悄收起脸上的玩世不恭，
这是一场心灵的洗涤。难言的悲
悯似乎是从血脉里流出，
先是一
缕，
然后是一股又一股。
那份血脉
里传承着的骨气与羁绊，
是我们
民族的不屈与骄傲。
恶魔，
我们不
会逃避，
我们也拥有战胜你们的
力量！
黑色的大理石墙壁烙下的
是触目惊心的数字：
300000！白
色的数字在水面的映衬下显得

如此令人心颤；
白色的花岗岩上
同样烙下了惨不忍睹的遇难者姓
名，
300000！那一个个黑色的灵
魂是在呐喊，
亦或是在彷徨，
在苦
吟他们的冤魂多年来得不到声
张，
他们在控诉，
控诉恶魔惨无人
道的暴行……泪无言，
声无息，
君
子方知恨别离。
一个月，
三十万条生命黯然
流逝，
他们的悼词谁来镌写，
三十
万股血流汇聚的洪涛冲击着中
国的彼岸。未来，
由我们缔造！
伸手抚摸，
是跨越时空传来
的刺骨痛楚，
感受着指尖所传来
凹凸的质感，
感触心底起伏的连
漪，
我悄悄放下闪烁不停的相机，
默默驻足。
这种苦思需要我们用心去
铭记；
这种呐喊需要我们用心去
聆听；
一张照片，
只是一种无言的
证明：
他们，
可以被宽恕，
历史，
不
能被忘却！雨，
能冲刷去污垢，
冲
刷不去伤痕……
省前中高一%((&班 邹传鑫

追寻"那深邃的目光
高大的梧桐用它那苍劲的枝干守护
着南京城东长江路东端的梅园新村街
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梅园新村与梧桐
相伴，诉说着 1946年 5月到 1947年 3
月间在这里的风风雨雨。
1946年 5月，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
来到梅园新村，与国民党进行了长达 10
个月的谈判。在这艰苦的 10个月里，周
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内战，独裁，分裂的政
策，为推迟中原内战爆发时间，开辟人民
革命的第二战场，为中原部队战略转移，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
出了卓越的贡献。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追寻那深邃
的目光。
还未进入纪念馆，周总理的铜像便
映入了眼帘。沉着，从容，坚定，
凝望着这
尊铜像，
我似乎看到了那样的周总理。据
说，这座铜像是根据一张真实的照片而
制作的，后面的背景就是梅园新村的 30

号大门，仿佛周总理正出门向我们走来，
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周总理进
出梅园新村的风采。
穿过一条小道，我们来到了梅园新
村 30号，这里是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的
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初春的小院充满了
生机，小巧的假山上盘满了郁郁葱葱的
藤蔓，门前的几棵树也争先恐后地冒出
了嫩芽。红色的瓦，灰色的墙，白色的栏
杆，别有一番风趣。继续向里走去，
房间，
客厅，书房都装修地极为朴素，想到多年
前周总理就是在这里，在国民党的监视
下，向来访的友人们苦口婆心地宣传共
产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抵制内战，
争取和平的主张。
临行前，我们与周总理的铜像拍了
照片留念。照片中的周总理目光深邃，
看
着身前的青年们，似乎是看到了中国的
希望。
省前中高一%& &班 张欣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