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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重要》读后感
读书感悟

□新郑市苑陵中学七（1）班 王婧

在世界上七十多亿人当中，
我们是多么渺小而平凡，就像一
滴水之于浩瀚的大海，一株草之
于广袤的草原，一颗星之于无垠
的天空。在我们甘于平庸、自卑
怯懦的时候，毕淑敏老师在《我
很重要》里的发声让我为之一
振：“我很重要！”

有些人听了会摇头说：“算
了吧，我们有多少作用呢？在伟
人面前，我们的贡献不值一提。”
也许你很平庸，你很渺小，在历
史的长河面前不值一提。但我
们想一想，我们每人每天都有贡
献，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我们的
一生也有不少贡献。虽然没有
伟人的贡献那么大。但我们可
以骄傲地说，家庭、社会、国家甚
至世界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献出
了一份力。这样想来，我们是不
是很重要？

在父母、挚友看来我们是多
么的重要。我们是父母的骨肉，

他们视我们为珍宝，在那份沉甸
甸的亲情面前，我们高喊：“我很
重要！”我们是挚友的知己，我们
在挚友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
们视我们为人生路上的助手，在
那份沉甸甸的友情面前，我们高
喊：“我很重要！”

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拥有生
命，就会有我们的一片天地，我
们每个人的天赋和能力都不容
小觑。我们只要立足于生活，善
于观察，善于思考，就会发现自
己的价值，体味自己的重要。

不要再自暴自弃，我们每一
个人都很重要。只要我们还生
活着并奋斗着，就无愧于心灵对
生命的允诺。

我昂首挺胸地高喊：“我很
重要！”我仿佛听到花草树木、山
川河流都在为我鼓掌……

点评：语言流畅，充满正能
量。

舍与得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2）班 菜炎芬

在印度，人们用一种小巧的
笼子装上坚果来吸引猴子，那些
贪恋坚果美味的猴子往往被困
住抓走，而只有那些放开爪子的
猴子才得以获得自由。

美味的坚果正像人们心中
的魔念，也许，勇于舍弃，才能获
得真正心灵的自由。

勇于舍弃，是一次心灵的升
华，而这建立在对自身所念认识
得足够透彻之上。没有深思熟
虑，谈何刻骨铭心，谈何真正心
灵的自由。就像弘一法师，剃度
之前便已学冠百家。倘若他继
续置身在此，人生注定也会精彩
纷呈。可在接触了佛经之后，他
猛地发现那片深邃的天空有个
熟悉的声音召唤他。于是，他舍
弃一切，伴着虎跑寺的钟声，看
天上云卷云舒，恬静地微笑。

有时候，舍得带来的影响会
远远超过你的希望。大家一定
都听过六尺巷的故事。那位宽

宏大量的宰相主动让出三尺，最
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失去的
一点地盘怎能抵得上相互体谅
的两家人所传达出的暖意呢？
舍弃一缕阳光，赢得满目繁星，
生活总会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
补偿，你又何需患得患失呢？

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会像故
事中的猴子一样纠结，要坚果还
是要自由。可我们要明白，为了
物质而舍弃自由，势必会引起精
神上的空虚。就像报道里很多
贪官，他们腰缠万贯，却失去了
畅意生活的自由。倒不如为了
自由而舍弃物质，精神上真正快
乐的人是不会过分在意物质的。

在生命的长河中，只要用简
单的心，来迎接纯粹的生活，就
能够明智地舍弃，享受着心灵的
自由，品味生活的真谛。

点评：通过一些事例，阐述
对舍与得的看法，通俗明了。

一波三折学游泳
成长记忆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三（1）班 吴盈萱

暑假里，看到大街小
巷出现的游泳班的招生广
告，不由得回忆起当年我
学游泳的情景来。

那是一年级的暑假，
我七岁。第一天训练，教
练耐心地教我们做动作。
我学得很认真，动作要领
掌握得也很快。才练了两
天，教练就让我取下游泳
圈，换成背漂。背漂是由
四块板组成的，教练根据
我游的情况，一块一块把
板减下去。当减到最后一
块板时，我突然觉得失去
了安全感，我害怕了，不敢
再游了，一直紧紧抓住绳
子，不敢松开。

教练看我退缩，把我
的手从绳子上掰开。可我
刚松开绳子，就喝了几口
水。此时的我，大脑一片
空白，拼命扑腾才算抓住
绳子。我又惊又吓，手脚
冰凉，浑身发抖，嚎啕大
哭，死活不肯再下水。

爸爸妈妈为我着急，
决定帮我克服恐惧心理。
晚上，爸爸陪我到游泳馆
继续练习。我虽然害怕，
但也不愿意放弃！爸爸给
我套上游泳圈，从头开始
学习。但是一下水，我的
恐惧心理再次袭来。爸爸
抱着我，鼓励我，慢慢地我
放松多了，但依然不敢去
掉游泳圈。

第二天早晨，我和爸

爸妈妈五点起床，赶到游
泳馆，在爸爸妈妈的鼓励
下，我很快下了水，爸爸看
我已经找到了感觉，就给
我把游泳圈换成了背漂，
慢慢地，又一块一块把板
的数量减少。爸爸鼓励
我，认真地教我做每一个
动作，让我尽量战胜心理
问题。终于，背着一块背
漂的我敢放手去游了！

中午，又到了体工大
队的训练时间。这 24小
时的感受，对于我来说简
直就如坐过山车一般。来
回游了几次，教练看我游
得不错，就征求我的意见，
问我是否愿意去掉最后一
块背漂。我看到原本比我
学得慢的队友都已经去掉
背漂，能够自己在水中游
了，心里很羡慕，一咬牙就
同意了。教练帮我去掉背
漂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你的动作是最棒的，你已
经会游泳了，游到那个红
色绳子部分没有问题。”果
真我不费吹灰之力游到了
教练指定的位置。

透过窗户，我给爸爸
妈妈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那一刻，我知道我战胜了
自己，克服了恐惧心理。

点评：详细叙述自己
学习游泳、战胜恐惧的过
程，作者注重细节描述，故
事完整。

夕阳西下
美景如画

□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平路第二
小学五（2）班 何锦峰

我不知道多少次看见夕阳
落幕的身影，每一次看到落霞，
心中都会涌起一阵愉悦。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东方升
起的太阳又要落下了，它一次次
给人们带来温暖，给世界带来光
明，也一次次照亮了我的心窝。

偏西的太阳不再那么火红，
好似含蓄的姑娘，只给人们透露
她可爱的一面。那颜色似红非
红，似黄非黄。云彩伸长身躯，
一层一层地围绕在太阳身边，好
像为太阳披上了一层面纱，使人
们更加感受到夕阳那股神秘的
美。

透过西边的窗户，夕阳散发
着今日最后一线光芒，透过清澈
的西海，映出彩虹，赤、橙、黄、
绿、青、蓝、紫这七种颜色各为一
种光环，由大到小、由浅入深排
列着，再配上云彩，场面非常震
撼、辉煌，它虽然没有早上那么
毫无杂念，没有中午那样火辣，
但是他不单调，这才是美的最高
境界！

最后一缕阳光渐渐隐去，沉
浸在朦胧和模糊当中！这里不
再那么明亮，人们也都睡去，只
留下月亮和星星守夜，没有了人
们的欢笑、吵闹，它们应该十分
寂寞吧！

我也安静地睡了，等待明天
的朝阳，欣赏又一次日落！

指导老师 张哲

点评：文字优美，浓墨重彩
描绘夕阳美景，如油画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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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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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法律合同。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68697669

出租大型机械
● 郑 州 安 诚 吊 装 公 司

50T-260T 履 带 吊 出 租

电话：13783714351 张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3067保养充氟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软件网站

●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直销商城APP开发 55919528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利民保姆月嫂护理53727683

信息窗口

●汽车电车定位追踪88880812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招商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郑州韵达快递总部诚聘

加盟商王经理 15939049304

转让

●位佳宾馆转让 15713870691
●经三路700㎡火锅18903844099
●整形诊所托管 15038140222
●赢利药店转让 1352303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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