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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有度

养就心中一段春
□河南省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高三（6）班 孟磊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汪国
真如是说。这是一种气
势，一种哪怕人生旅途天
寒地冻也绝不放弃的气
势；也是一种勇气，一种
于荆棘处绽放的勇气；更
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养就心中一段春。

陶渊明端坐在寂寥
的东晋，用一杆长锄闲钓
青山的优雅。于诗名远
播时踏入官场，可仕途受
挫，潇洒离去。青山作
幕，流水为台，虽“环堵萧
瑟，家无粒米”，可他踩露
而出，荷锄而归，将自己
扎根于自然之间。他于
荆棘处绽放，装满平仄的
诗词，留给世人一段从武
陵县至桃花源无法破译
的距离，留下一抹花底催
归的篱菊香。

养就心中一段春，陶
渊明的诗词才流芳千古。

于竹杖芒鞋扎根于
豁达自在，苏轼养就明亮
却不刺眼的成熟；于寂寞
无依时扎根于诗词，清照
成为宋朝最清冽的一杯
美酒；于折鼎病情时扎根
于悠然自得，张岱成就他

“湖心亭一点”的意趣
……这些文人雅士告诉
我们只要深深扎根于心
灵所坚守的净土，只要心
中有春，便可花开为词，
叶绿成诗，于挫折时潇

洒，于荆棘处绽放。
养就心中一段春，这

些文人雅士才各领风骚
数百年。

“读无用之书，吟无
用之诗，喝无用之酒，钟
无用之情”。世人对周国
平的评价着实刺耳。而
周先生面对冷嘲热讽充
耳不闻，仍是独自一人，
做他的清风明月。这是
一种洒脱，更是一种豁达
的人生态度。人生如雪
中观鹤，有清静亦有混
杂，周先生便是淡然面对
混杂，平心静气，方能守
得心中的春天。

养就心中一段春，成
就了一代大师周国平。

古松扎根于悬崖峭
壁，挺拔出顶天立地的高
度和云朵做了知己；七色
花扎根于沙漠，四年时间
向下延伸根系终绽放出
色彩流溢的光华；毛竹扎
根土地耗费多年，只为养
分足够后令人惊叹地每
日生长二十厘米……

自然尚且如此，何况
人类呢？于荆棘处绽放，
于刀尖处舞蹈，于繁杂中
淡然，养就心中一段春，
总能流转出摄人心魄的
美丽。

指导老师 夏文杰

点评：语言优美，文章
清新，如诗一般沁人心脾。

家家有明月清风
□商丘市一高（61）班 付晓媛

《菜根谭》有言：“问
祖宗之德泽，吾身所享者
是，当念其积累之难；问
子孙之福祉，吾身所贻者
是，要思其倾覆之易。”洪
荒宇宙之中，岁月长河之
上，金玉满堂，往往莫之
能守。唯有精神财富会
在世上长存，正如代代相
传之家风，久居心间。

人倚山为仙，人住谷
为俗，家庭环境对于人至
关重要。家风端正的人
动若重规，静若迭矩，举
手投足之间皆是雅量；重
视家风的人澡雪五脏，疏
彻开明，言语谈吐之间皆
是气度。就像《朱子家
训》所言：黎明即起，洒扫
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箪
食，一瓢饮，甚至一棵树，
一株草，每一块生活的碎
片都能组成家风的地
图。一个人的一举一动，
投射出的不仅是个人的
素养，更是整个民族、整
个国家的兴衰前程。能
齐家者，治国必有方，政
风必肃然，民风必淳厚，
国风也定光明。

君不见，《大学》《礼
记》绳家风，《颜氏家训》
千古传，《尚书》浚明气，
《治家格言》治家严；君不
闻，嵇康狱中示子坚，岳
母刺字忠魂显，伯涵言勤
久不衰；君不语，迂叟教

子容止优，孟母三迁择芳
邻，孔融让梨暖人心。“身
教重于言教”，要求子女
家庭和睦，自己首先要以
身作则；要求家人洁身自
好，自己首先要远离低级
趣味。只有这样，才能把
家庭打造成一个追求进
步的家庭，一个经得起风
浪考验的家庭，一个和谐
幸福的家庭。而在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蓬勃
开展之今天，家风应有变
通之灵性，与法相辅之
时，与学校教育相得益
彰，成为青年人生信仰之
源泉。

林清玄如是说：“家
家有明月清风。”人的贫
穷不是来自生活的困顿，
而是来自失去信仰；人的
富有不是来自财富的积
累，而是来自对俭朴家风
的秉持。

守住家风，于浮世间
持一颗清风明月的心，穿
透岁月风尘，漫步在繁花
似锦的街头，望着潮水般
涌动的众生，我忽然想到
千年后，同样有一人，双
手合十，心怀家风信仰，
望着头顶一片明月清风。

指导老师 李俊霞

点评：作者引经据
典，阐述观点，可见文学
功底之深厚。

以大度兼容
则万物兼济
□信阳高中三（6）班 何冰焰

正如春雨滋润龟裂的土地，清凉着世
间燥热的心。

正如针线缝补磨破的衣衫，修复着人
间破碎的梦。

正如流水冲刷深浅的脚印，淡化着心
灵沉重的恨。

只有学会包容，才能于纷繁世间赏春
暖花开。

“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是宋太祖
成就盛世王朝的坚守。

当宋太祖碰上钱王叔以赠送海味为名
贿赂赵普时，他没有对赵普惩罚，且待之如
故，最终赵普被太祖的包容打动，更加忠心
耿耿，竭力辅政，成就太祖、太宗两朝的重
大政绩，立下汗马功劳。

“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是胡适力
荐人才的坚持，破格录取，终成教育佳话。

胡适为作文满分、数学零分的罗家伦
苦苦讲情，请求破格录取，为作文出色却未
接触过数学的张充找到政务委员会拍桌子
要求录取，是包容使他保持爱才之心与容
才之量，最终对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践行了“循思想自由，取兼容并包”的学风。

“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是曼德拉
笑说苦难的淡然，成就一代传奇。

“我要让全世界都记得我的温柔。”曼
德拉走了，身后留下的是用包容开辟的万
顷柔情。不幸入狱，他以包容化解仇恨。

“如果我不能放下仇恨，那我仍在狱中。”曼
德拉的包容使他攀登上心灵高地。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既然太阳上也
有黑点，人世间的事情，就更不可能没有缺
陷。”包容，即是缺陷的归处。

包容是一种博大的情怀，是一种散发
仁爱光芒的境界，更是一种心怀坦荡，凝聚
力量的途径。正如斯诺宾莎所说：“人心不
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爱与包容。”

点评：取古今中外事例证明观点，论据
充足。

六尺巷的启发
□南阳市第一高级中学三（2）班 贾苑皓

清代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收到家信，
说与邻居争三尺宽的宅基地，要他利用职
权疏通关系。张英阅信后，写了一封信并
附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
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
皇”。家人收到书信，将院墙让三尺，邻居
被感动，也把围墙向后退让了三尺，于是，
成就了“六尺巷”的千古佳话。

这条巷子虽然很短，留给人们的思索
却是很长。

宽容、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和谐
价值观必不可少的元素。在这个追求物质
利益的时代，我们青年人千万别遗忘以仁
待人、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如果心胸狭隘，没有容人的度量，难
以与人和睦相处，内心也会感到孤单、寂寞。

“礼让”二字，不管是为民者慎独慎微，
还是为官者心存敬畏，都是一种中国式修
身。当下社会，小部分贪权者漠视尺度，路
怒症睚眦必报，民粹族死磕到底，皆是无礼
又无让。因此，把礼让当成道理来思考，人
生或许有大境界。

包容忍让、平等待人，作为一种美德，
从古至今，源远流长。在建立和谐社会进
程中，这种谦和礼让的传统更需要发扬。

胸襟开阔、雍容大度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心有多大，快乐就有多少。我们
要学会释然，学会放低，才会收获快乐！

点评：作者以六尺巷为切入点，讲中华
传统美德，以小见大，逻辑清晰。

人生哲理

包容礼让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4）班 朱明钰

曾经地理老师问我们，
除了中国最喜爱哪个国家，
我哑然。我绞尽脑汁也想不
出第二个可以让我称之为喜
爱的国家。

我只想大声说，我爱中
国。我爱她五千年厚重悠久
的历史，爱她壮美秀丽的万
里河山，爱她坚韧不屈的精
神，爱她回荡于天地间的正
气。沧桑如她，从五千年前
的风尘中稳步走来，她看过
繁荣盛世，也看过满目疮痍；
伟岸如她，从历史的洪流中
涅槃重生，她曾历经磨难，然
而都忍痛站起，继续走下去；
朝气如她，拍净身上泥土，向
新的路程出发。我爱她，无
论过去，现在，抑或未来。

何其幸运，在唐朝遇见
她，风华正茂，笑靥如花。开
元贞观的盛世，让千百年后
的世界依旧用“唐人”称呼她
的子民。然而盛极必衰，终
于安史之乱，战火纷飞，她精
致的面庞瞬间模糊在金戈铁
马的叠影中。唐王朝落幕，
她逐渐消失在世界的视线
中。

何其幸运，在清朝遇见
她，风韵不减，只是眉宇间多
了一丝沧桑，康乾盛世让她
一度以为那便是自己的归
宿。然而1839年的炮火惊
醒了美梦，昔日的山河已经
黯淡，她本以为让步可以换
得安宁，没想到换来的是更

深入的侵略。她等，她盼。
终于，一批又一批的人开始
觉醒。她宽慰，释然，因为她
知道希望之光已然亮起。

何其幸运，在抗日战争
中遇见她。伤痕累累，却英
姿飒爽。从1931年到1945
年，她忍着泪水，忍着疼痛，
以千万儿女倒在脚下的撕心
裂肺换得日本签署投降书时
挺拔的身姿。她终于迎来了
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可当她转
身回望，960万平方千米的大
地上满目萧然，她的心如同
刀绞。

然而，最幸运是在今天
遇见你。几代领导人的努
力，你终于东山再起，傲然屹
立。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繁
荣，你让儿女明白中国是怎
样的存在。我庆幸，在这样
的时代遇见你，看你用实力
让对手闭口不言，用正义在
国际上赢得支持。我庆幸自
己是一名中国人。

我不知道，究竟怎样的
言辞才能表达我对你的热
爱。只记得一句歌词，“千言
万语汇成一句话，爱我中
华”。

幸甚至哉，爱我泱泱中
华！

点评：作者采用拟人手
法，简述中国历史，感情真挚
动人。

人生不可旁逸斜出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20）班 岳晨曦

为何工人要锯掉树木的
枝叶？因为不锯枝叶既不容
易把它扶正，又会因根基不
牢而被风刮倒。树犹如此，
况于人乎？所以人生要固守
根基，何须旁逸斜出？

旁逸斜出之人，最易失
败。宋濂曾说：“其业不精，
德有不成者，非天资之卑，则
心不若余之专耳。”一个“专”
字道出成功的本质！而那些
旁逸斜出、本末倒置之人，正
是由于不专心。“伤仲永”的
故事发人深省。昔日的神童
沦为平庸之辈，只因他不肯
专心苦学，天天走街串巷、卖
弄文采，将上天厚待于他的
才华磨得一干二净。这不正
是在告诉我们：人生不需旁
逸斜出，只需专心、稳固根基
以求发展。

不旁逸斜出，才能坚守
本心。晚清时期的曾国藩是
我最为敬仰之人，因为他能
做到坚守本心，实现自己人
生之志——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因为不愿旁逸
斜出，所以在别的封疆大吏
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之时，
他才能修身养性，和睦宗
族。因为不愿旁逸斜出，只
愿坚守自己入仕本心，才会
拒绝苟且求得的安宁，训练
湘军，保住摇摇欲坠的大清
王朝，实现入仕之梦。因为
他的坚守本心，不肯旁逸斜
出，才会给日渐穷途的清王
朝注入最后的生机。

或许我们不是神童，也
并非位高权重之人，但真理
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或许无
法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
我们也应对自己的人生负
责，不需太多的枝叶，迷乱了
本心，坚守内心最真实的梦
想，不论成功与否，终其一
生，终是不悔！

人生何须旁逸斜出！只
有坚持初心，方得始终！

点评：文章逻辑清晰，观
点明确，有理有据。

爱我中华

守住家风
坚守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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