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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一次爆炸事故
中，我失去了右手。在大家异样
的目光下，我选择了辍学。

辍学后，我很少外出。一
天，无聊中把玩起桌上的手机，
看到一位失联很久友人的短信：

“今天中午找你！”
“咚咚……”，结实的敲门

声。迟疑着，慢腾腾地开了
门。他依旧瘦削，原本蜡黄的
脸庞变得黝黑起来。我挥挥手
臂，示意进屋。屋里很暗，凝结
出一种萧索的气氛。他打破沉
默：“嘿，想不想知道我去了哪
里！”他的语气，与其说闲聊，不
如说命令。“爱说不说！”我没好
气地回答。他挑了挑眉，旋即
严肃起来：“我啊，徒步走完了
黄河。在路上，一边游览，一边
写作。尽管遇到很多危险，但
也很有收获。”“好呀，可以去那
么远的地方！”我有些悲凉，“不

像我，笼子里的囚鸟，哪儿都去
不了。”“懦弱！”他攥起拳头，有
些生气。“少说大道理！”我猛然
起身，一脚踢翻垃圾桶，声音有
些颤抖，“我也想愉悦地面对生
活，可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愉悦
起来，你倒是说呀！”

“抱歉！”他扶起垃圾桶，“作
为健康人，也许我无法体悟你的
感受。你把残疾作为逃避的理
由，选择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一
隅，与世隔绝，借此保护自己。
也就是说，你的未来将永远都是
这个样子。”

他的语气，充盈着悲悯。我
望着右臂，陷入沉思。

不知过了多久，他走向冰
箱，拿出两罐啤酒，递给我一
罐。我轻巧地撬开，一口喝下大
半罐，长吁一口气：“你说的也许
有道理，人生是自己的。这些
年，我因为害怕别人的目光而隐

匿自己。殊不知，失去了太多太
多。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彻底垮
掉了。”

放下啤酒，刹那间，我似乎
豁然明白：“人生，就是这酒，有
短暂的苦涩，更有透心的甘醇。
倘若能以愉悦的心情面对苦难，
最终那麦芽的香甜就会挣脱苦
涩，在口鼻间绽放出沁人的清
香。”

“不介意的话，我是说，如果
你还没有找到方向的话，两个月
后，我想去巴颜喀拉山走一趟
……怎么样？放心，没有外人。”

“是呀，我也该走出这个封闭的
小窝了。”我走到门前，坚定有力
地推开了门。

一缕强光，照进我的双眼。
三个月后——黄尘之中，狂

风呼啸。少年屹立在山丘之巅，
抬头望远方，云卷云舒，天外有
天，心儿飞向未来的未来。

春节期间，我和小伙伴们
来到越南岘港的海边，在大海
里游泳。

我们尽情地在海边游玩，
打水仗，你洒我一身，我洒他一
身。一下海，海浪迎面扑来，这
时的我既害怕又兴奋，海水凉
凉的，一不小心喝了一口，咸咸
的。玩着玩着慢慢就不再害怕
了，我张开双臂迎接着海浪。

玩水之后又玩沙子，我们
玩起了保护泥球的游戏，童童
做泥球，佳妮做泥巴，我和六六
做城墙，我一边做城墙一边看
风景。海水漂亮极了：有深蓝
的、浅蓝的……一块块，一条

条，相互交错着。突然听到叔
叔喊：“石头上有海螺。”我们连
忙跑过去看，真的有海螺，还是
活的，螺壳里的肉一动一动的，
真可爱。我们的城堡快满了，
童童说：“要不这样吧，你们俩
再做一个城堡，里面放贝壳和
珊瑚。”他在浅水的地方捡贝壳
和珊瑚，我们捡的珊瑚有的像
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枝的鹿
角，各式各样漂亮极了。

夕阳西下，不知不觉中太
阳已渐渐藏进大海的怀抱，直
到爸爸、妈妈喊我们回去吃饭，
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指导老师 张艳艳

好的环境决定好的人生。
在我众多同学里，有一位让我
印象最为深刻，她叫郭志清。
明亮的眼睛、浓黑的秀发、高挺
的身材让我记住了她。不仅如
此，她的品格使我钦佩。

社团招新，我和郭志清报了
名，选拔耽误了时间，眼看就要
到晚自修时间，我就像那热锅上
的蚂蚁不知所措。她冷静地带
我一同去请假。请完假后我们
便往食堂走，出来时，遇到了食
堂厨师的孩子。“姐姐，能不能陪
我打一会儿羽毛球？”他小小的
眼睛里充满着期待。我还没缓
过神来，她便答应了。在嬉笑声
中，十分钟过去了，她便将球拍
和球一起装在袋子里还给他。

边装边说道：“小朋友，以后这么
晚一定要去找爸爸，不能再像今
天这样找人跟你打球……好了，
赶紧去找爸爸吧！”小朋友似懂
非懂地点点头，便跑走了。

在回教室的路上，我打趣她
道：“人家就是想找个人玩羽毛
球，你还给人家心灵洗涤了。”

“哦，也是，这学校里怎么会有坏
人，是我多虑了。”虽这样说，但
我心中还是暗暗佩服。

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早
已过去，那件事还一直在我心中
没有忘却。记得那天，操场上运
动员们激烈地比赛，台下的观众
被骄阳烘烤着。我的水杯里早
已空空如也，却懒得去接，口渴
难耐便邀郭志清一起去。谁知

她一起身便大声问道：“谁要接
水？”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的杯子
被举起，我俩手上拿得满是，胳
膊上夹得也都是。好不容易走
到接水的地方，眼看就要接完
了，她突然叫道：“呀！这水才
11℃，还不能喝啊！”我心想：都
快接完了，难不成又要重新？她
仿佛看透了我在想什么，说道：

“我们把它倒了吧，咱们让大家
喝生水啊！”她警醒了我，将近五
十个杯子，一次次拧开又合上。
终于都接满了开水。回去路上，
我们走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但听
到那一声声“谢谢”心里很是踏
实。

她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生活
中为我洗涤心灵的老师。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
子的经典诗句让人不经意间就
想到了大海，看见了春天。想象
着张开双臂，拥抱海风，让春暖
花开的快乐与祥和弥漫在心间，
那是何等的惬意和美好……

人生更是如此，需要一种春
暖花开的心境去面对未来，迎接
挑战。有春暖花开，就有光明的
未来。

不必惋惜逝去的流年，不必
担心沧桑的巨变，更不必怨愤时
运的不济。一旦有了春来花自
开的心境，终会换来累累硕果结
满园。君不见，苏武扬鞭牧羊异
乡十九载，流年花白了他的青
丝，沧桑打磨了他的脸颊，忍辱
含冤的他，心里始终有一颗不落
的太阳，最终才换来了可贵的自
由，也换来了他流芳百世的传
奇；李时珍背上采药的竹篓，寻
访名山三十载，尝遍了上千种草

药，流年模糊了他的双眼，沧桑
锤炼着他的身心，最终换回了
《本草纲目》享誉世界，造福了无
数的炎黄子孙；袁隆平院士下田
实验二十载，流年黝黑了他的皮
肤，瘦弱了他的身躯，却换来华
夏十三亿人民的温饱。这些，都
是何等的光辉和不凡！

流年易老，沧桑巨变，怨愤
无益，唯有心中那颗不落的太
阳，唯有春来花自开的心境使他
们在逆境中始终勇往直前！春
暖花开，是光明的未来，那种光
明不仅点燃了自己，也照亮了别
人。

拥有这样的心境，便拥有了
在逆境中搏击的勇气。请不要
无奈，春来花自开，光明在胸
怀。桑兰曾是国人寄予厚望的
体育健儿，可生活夺走了她驰骋
赛场的双脚，终生只能与轮椅为
伴。但她伤痛过后仍有一抹坚

强的笑颜，在逆境中仍憧憬着春
暖花开的明天，最终迎来了“奥
运天使”轮椅女孩的春天；杨光
曾被命运之神夺去了他炯炯有
神的双眼，可他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迎来了“中国第一男高音”
盲歌唱家的春天……他们无一
不是用自己积极生活、乐观向上
的人生态度向人们展示了花开
不败的生活姿态，同时告诉人
们：花朵即使将要凋零，也不要
感到无奈，春天依旧在，春暖还
会开，光明还会来。

当代知名学者姜岚昕说：所
谓成功，并不是看你有多聪明，
也不是要你出卖自己，而是看你
能否笑着渡过难关！

其内涵便是：在心中留一方
净土，撒下玫瑰的种子，用爱浇
灌，用真爱用乐观陪伴，每个人
都能春暖花开，花开不败，拥有
光明未来。 指导老师 兰庆杰

季节颂歌赏花·惜春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经三路小学 五（6）班 栗仕彤

春，是一个繁花盛开的季
节；春，是一个美轮美奂的季
节。春天来了，妈妈又带我到
公园里赏花。

一进公园大门，一股清清
的、淡淡的花香迎面扑鼻而来，
随着花香往前走，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花的海洋。这里有郁金
香、桃花、梨花、樱花……一簇
簇五颜六色，把春天打扮得美
丽多姿。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大片的
郁金香，它们有的才露出花骨
朵儿，有的已经含苞待放了，颜
色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红的、白
的、黄的，还有紫色的，盛开的
花朵就像一个个小酒杯，它们
优雅而又高贵，怪不得能成为
荷兰的国花。

再看那桃花，有白的，有粉

的，还有玫红色的，一团团，一
簇簇，开满了枝头，在绿叶的衬
托下，显得更加鲜艳动人了。
许多花儿紧密地挨着，你争我
抢地怒放着，好像生怕游人看
不见它们那可爱的笑容！

还有樱花那粉红色的花
朵，每朵都由五个花瓣组成，中
间还有清晰可见的花蕊，微风
吹过，花瓣纷纷飞落，有的落在
了地上，有的还调皮地落在了
游人的头发上，这画面瞬间让
人进入到梦幻状态……

梨花也毫不示弱，满树洁
白花朵，淡淡的梨花香中散发
出它独特的高尚纯洁的气息。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游
兴尚浓中，我和妈妈依依不舍
地离开了这花的海洋。

指导老师 熊晓琼

家乡的湖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 三（2）班 杨雨菡

我的家乡在郑州，它是河
南省的省会，那是个繁华的城
市。我住在郑东新区，那里非
常美丽，道路宽阔，绿树成荫，
高楼林立。不过我觉得郑东新
区最美丽的还是那如意湖。如
意湖的外形很独特，它的湖面
不是规整的，而是像我曾在博
物馆里看到的古代的玉如意。

如意湖的湖水好像是一条
变色龙，晴天时候它是蓝色的，
蓝得那样纯净；阴天时它又是
绿色的，绿得好像是被岸边的
树染过似的；夕阳西下时，晚霞

映红了天边，也映红了如意湖，
湖水变成了玫瑰红，每当这时
我好像能闻到湖面飘来的一阵
阵玫瑰花那特有的清香……

不仅如意湖很有名，湖中
央那个形似一个巨大玉米的万
豪酒店同样有名，大家都叫它

“大玉米”。蓝天白云映衬下，
它显得分外高大醒目，投射到
湖中的倒影随着水波荡漾，和
湖水相映生辉，构成郑东新区
一道美丽的风景。

我爱我的家乡！
指导老师 袁双双

海边游玩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 三（1）班 李龙跃

故乡味道

祖国山水

图说生活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市经开区六一小学 二（5）班 杨婉清

电动车

未来的未来 人生感悟

□郑州市第九中学 高三（5）班 于立夫

心灵洗涤手
□郑州外国语中学 七（2）班 王思茗

挚友感情

春来花会开 生命真谛

□汝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11）班 桂子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