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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是一场时令的盛宴，造化
筵飨众生。席间供奉着来年的
生机，万物皆从中汲取各自的滋
养；席间畅行着生命的韵味，万
物咀嚼万年常新的文明，历史在
雪被与大地之间浮涌沉积。意
识的永续在于循环前行的聚散
与生长的历程，佐以时间带来的
营养与转化，其源泉在于自然。

初雪前的黎明有水汽蒸腾，
郁郁地泛着泥土与落叶温热的
清甜。植物们将贮存了大半年
的活性因子倾向土地，纤维素摩
肩接踵地团叠堆积，在富盈光热
与养分的土壤包裹下融化凝结，

再由微生物揉成一体。水分渗
入，浸泡草木的清新和泥土的醇
厚。秋的时光缓慢酝酿，终于赶
在宴前奉上一大坛大地的美
酒。初雪之前，案桌被清洗得格
外纯净，席间没有熏香——因为
花木已尽，人事将息。反而窖中
的绿蚁新醅、三秋陈酿再也抑不
住柔香，透出水泥路面在空气中
推散、弥漫，既具砭骨的辣味，又
带沁心的醇美。

云和风是最勤快的厨娘，在
万物安心的昏昏欲醉之时，披星
戴月地在穹炉内撒满食料，一夜
之间，雪宴的主餐已然尽数呈

现。柳絮干燥苦涩，且难以成
型；撒盐之举又略显得粗糙——
雪宴是不沾重料的。飞雪急坠，
更似混合苏打的甜美糖霜。云
的研磨和风的布施使之均匀地
铺满，继而月色微波，地热烘焙，
蓬松的糕质迅速膨胀起来。清
晨，云息风定，案桌上已摆满了
丰盛的主食，任凭万物分割享
用。生灵在这个早晨鱼贯而出，
耐着保鲜冷气的严寒，扑向这自
然的馈赠。

点评：语言华丽，拟人比喻
交互生辉，雪宴盛况呼之欲出！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
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
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
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
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
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你本
是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化身为

双目含愁，风华绝代的女子陨落
凡尘，只为用一生的泪和情还尽
当年以甘露相养的恩：我在书中
邂逅了你——黛玉。

黛玉的情是勇敢而易碎的，
常听人评价说黛玉小性子甚至
心胸狭隘，可我却并不这么看，
在那多愁善感的背后，竟是勇敢
不羁的心。她冲破礼教的束缚，
摒弃世俗的眼光，一心一意地去
爱那个“潦倒不通事物，愚顽怕
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
肖无双”的败家子。她爱得深
切、毫无保留、不能自已，但她毕
竟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弱女子，因
为她的细腻敏感，她才会患得患
失，才会终日与泪长伴。

诗，是她最美的灵魂，是她
精神的寄托。“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
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
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如此，在这繁华喧嚣的红尘之
中，在贾府的深宅大院中便只有
孤芳自赏。《红楼梦》中黛玉的
词，如同涅槃的凤凰，只有在烈
火带来的痛楚中磨砺，才能够浴
火重生，洗尽铅华，肆意宣泄着
美丽，虽哀婉凄凉，却始终禁锢

不住诗词韵味中与生俱来的美，
如烈火般刺穿黑暗与寒冷，摄人
心魄。

黛玉的泪如同她的诗词，是
有灵魂的，她在泪中糅入一分才
情、三分风华、七分哀怨和太多
爱恋。她注定一生与泪相伴，注
定多愁善感。在她的泪水中，我
读出了勇敢与坚定，读出了凄惨
与悲凉，读出了对爱的坚守，读
出了封建女子的身不由己，更读
出了弱柳扶风下的叛逆与反抗。

贾府的富丽堂皇逃不过化
为尘土的命运，红楼一梦躲不过
曲终人散的悲剧。就像黛玉的
一生，纵然才华无双，纵然资貌
过人，纵然轰轰烈烈地爱过，最
终还是躺在病榻上唤着爱人的
名字含恨而逝。 她的一生，恨
过，悲过，喜过，流泪过，这便足
矣，留下憔悴而倾城的孤影，写
下篇篇哀婉却凄美的佳作，泣下
忧伤而动人的泪珠，遗下叛逆而
凄美的爱情，闭眼断了尘缘。

点评：本文总结了黛玉性格的
丰富复杂：自尊又自卑，敏感又
坦荡，尖刻又宽厚，揭示了性格
的成因，令人刮目。

“唰！”一道人影冲出家门，
嘴里叼块面包，一手拿着袋奶，
一手提着书包，那是上学快迟
到的我。出了小区门口，只见
车水马龙，招手，一辆出租车呼
啸而来，“嘎吱”一声停在面前。

我麻利地跳上车，说了声：
“叔叔，去某某大厦”，出租车像
离弦之箭急驶出去。走没多
远，车速就慢下来，原来堵车
了。很快，几个人影就在停止
或缓慢行驶的车流中穿梭，噢，
是发小广告的。龟速行驶约半
小时，看见一黑一白两辆车打
着双闪灯斜停在两条道路中
间，这样，四车道变成了两车
道。原来，这两辆车刮蹭，并不
严重，两车司机吵得不可开交，
一方扬言让对方赔偿10万元，
另一方称交警队里有人！

对此，眼睛已经习惯……
车辆继续前行，路过一家

农贸市场。一家肉店门口有许
多人围观，车又停下来。原来

买肉的顾客因为肉的分量不
够，和肉店老板吵起来，双方互
不相让。肉店老板仗着店里人
多势众，瞪眼叉腰，挥舞胳膊大
声叫骂，顾客低声咒骂，围观人
群水泄不通。

对此，耳朵已经习惯……
长龙般的车队在不堵车以

后，十分钟之内消失得无影无
踪，只留下满地恶心又浊黄的
浓痰，在空中如落叶般飘落的
广告纸，还有清洁工落寞而又
孤寂的背影，这一切，渐渐地消
失在凄冷的秋风中。

对此，心已经习惯……
窗外，文明渐行渐远。让

我们重新将文明请回来吧，不
要让文明渐行渐远。

指导老师 朱春华

点评：本文借由眼睛、耳
朵、心的习惯，揭露了社会上的
多种不文明行为，呼吁：重新将
文明请回来，立意深远。

邂逅林黛玉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 靳咏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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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宴雪宴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二(27)班 郭嘉尧

瀚宇宙浩浩

窗外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初一（2）班 靳朝阳

灵呐喊心心

试着想象这样一幅画面：
浩瀚的星云，均匀弥散在每一
寸空间；随后均匀被破坏，微妙
的平衡瓦解湮灭；漫长的时间
过后，我们——生命，诞生了。

这是拉普拉斯与康德的见
解——“星云假说”。哲学家们
喜欢俯视一切，追本溯源；精密
多样的前身是简单原始，原始
之前呢？只有将我们短暂脆弱
的存在，归结于死寂的尘埃。

尘埃而已？灿烂的生命，
辉煌的文明，起源于尘埃？

我们的存在竟是一次偶然
的巧合，在那团横亘的星云中，
我们竟然是最幸运的一朵。

一朵星云绽放出思维，这
思维又去探寻自我的存在，多
么有趣。

从最原始的单细胞开始，
“恐惧”是生命的本能。人类对
自然甚至超自然力量的敬畏，
又让迷信走上神坛，这一切都
为克服恐惧，寻求心灵的解
脱。趋利避害，生存斗争，自然
抉择……终究无法逃脱死亡的
结局，个体的消亡竟是不可抗
拒的必然。

但这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个体消亡，生命的火种留下；更
何况，从宏观的视角看，“生命”
作为整体从未消亡。生命的细
浪有时被锋利的岩石击碎划
裂；但生命的洪流却亘古不息，
滔滔不绝。这是多么悲壮而坚
定的史诗般的抗争。

“星云假说”，还有宏大循
环的另一半：生命的痕迹抹除，
星云重生。然而，生命真的是
一场结局注定的悲剧吗？帕斯
卡尔说，不，我们是苇草，但我
们是有思想的苇草；即使宇宙
将我们毁灭，人类的思想依然
可以跨越时空，证明曾存在。

更何况，曾经的星云，现在
的苇草，发明了记录思想的符
号：文字，掌握了世界本质的语
言：数学，创造了自我认知的结
晶：哲学与艺术。我们甚至认
真地用上千年的时光思考：我
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
去？难怪屈原说：“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点评：上下百万年，洪荒大
宇宙，我们知道些什么？本文
纵横开阖，揭示了生命不息、求
索不止的理念。

星云与苇草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14）班 王若华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本版广告凡未标注区号
者均为郑州地区电话 。广告
投诉电话：65796185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保姆钟点做饭陪护67715997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爱妻月嫂保姆陪护86001696

信息窗口

●典当行招合作13938274197

●售库存棉袜5角13676905591
●收空调饭店等13137151568

招商

●电子厂找合作0537-4505345

转让

●转营业中宾馆13623856022
●旺铺出租转让15713870697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声明

●河南凯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

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

（税号411102747412417）
声明作废。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Ⅱ07、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