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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藕根
□郑州市文化路第一小学六（6）班 郑力豪

母爱是无私的，是慷慨
的。她把爱撒给了春露，撒给
了秋霜，留给了晨曦，留给了暮
霭，留给了我，唯独忘了她自己。

冬季，是藕的季节。大街
小巷，随处可见，白白的整齐
的藕引来不少人。而我最看重
的，是那卖藕人遗弃的藕根。因
为，那包含了母亲无尽的爱。

我从三岁便开始流鼻血，
妈妈带着我走遍了大大小小
的医院，访遍了名医，都不见
好。去年冬天，妈妈不知从何
处得来一个治疗我鼻子的秘
方——喝藕根汤。可是到哪
里去找呢？妈妈想到一个办
法，去菜市场捡拾卖藕人不要
的藕根。我劝妈妈不要去，感
觉这很丢脸，但是妈妈却说，只
要能治好我的鼻子，什么都值！

一碗涩涩的，散发着难闻
气味的藕根汤端在我的面
前。我舔了一口，便不想喝
了。妈妈站在旁边劝我，“喝
吧乖，喝了就好了……”我看
看这碗汤，狠狠地喝完了。

之后，妈妈经常去菜市场
捡藕根，每天为我煮汤。太难
喝了，我有时趁妈妈不在旁

边，便将其倒掉。一个月过去
了，鼻血又如约而至，妈妈很
奇怪，但还是不停地去捡。

有一次，我和妈妈一起去
菜市场，在凛冽的寒风中，她
蹲下身子，在一堆被人所弃的
藕中挑拣，像一个拾荒者，在
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宝贝。她
不停地扒着，拣着，好像儿子
的健康就在这沾满泥土的藕
根上。路人不停地扭过头看
妈妈，她只顾不停地拣着，那
无数次弯腰的背影深深地刻
在了我的心中。

我转过头哭了，都说男儿应
有铁一般的心肠，可是再铁的
心，在母爱那把火上也会融化。

又一碗藕根汤端了上来，
不管它治不治我的鼻子，我毫
不犹豫地喝了，这碗饱含母爱
的汤很香，很浓。

母爱像小河，缓缓地流过
我的心田，爱的藕根，我会永
远记住！

指导老师 杨秀卫

点评：作者通过一碗藕根
汤来展现母亲伟大无私的爱，
叙述完整，感情充沛。

共享单车
背后的诚信考验
□郑州四中高二（3）班 王晨皓

阳光明媚天正好，满城尽
是橙、绿、黄车。共享单车因
兼具骑行轻便、有效解决“最
后一公里”出行问题、支持微
信快捷支付等优点而广受青
睐，同时也有各种“唱衰”之
声，当然，这也非空穴来风，我
姑且用两个“困惑”概括共享
单车存在的问题。

第一是用户的“困惑”，有
的是押金退款、余额退款难，
有的是遭遇虚假二维码诈骗，
最为堪忧的是部分车辆破损，
存在安全隐患。早前，在北京
就发生了自行车刹车突然失
灵，导致骑行者连人带车失控
摔倒的事件。

第二是商家的“困惑”，有
的是单车被恶意破坏，有的是
被骑至远郊藏匿，有的是车辆
停放不规范，更为尴尬的是，

“作案对象”身份难以明确。
这些“困惑”，从表面上

看，覆盖产品安全、资金安全、
人身安全等不同层次，但深究
其背后，投射更多的是用户和
商家的诚信问题。与其拷问，
谁来捍卫用户和商家的利益，
不如思考“如何为共享单车模
式增加诚信的保障”。

通过查阅资料和深入分
析，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社会
宣传、政府指令规范、企业营
销手段三种主要途径解决。

第一是面向全社会宣传
引导，让大家正视共享单车的
价值和意义。需要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层面，对“诚
信”予以多角度、多层次的解
读和宣导。

第二是由政府下达行政
指令，对共享单车承租人年龄
及行为、单车商家行为、相关
竞争者行为进行规范。如，明
确骑行造成重大人身伤害情
况的权责，将押金退还列入企
业经营规范要求。据悉，北
京、深圳等地均出台相应政
策，其中，《北京市鼓励规范发
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
行）》明确承租人须年满 12
周岁，涉及恶意破坏、盗窃等
违法行为信息由公安部门纳
入个人征信系统，值得借鉴。

第三是企业营销手段刺
激，企业可以通过积分抵现、
单价折扣等形式，对诚信用户
进行激励，培养用户黏性。还
可以发展“文明用车义务监督
员”，由诚信用户帮助企业做
市场行为监管……是不是有
点儿“脑洞大开”？

共享单车，共享的不只是
交通资源，共享的还有健康的
生活方式，还有我们的诚信友
善。无论是新技术的应用，还
是社会每一次的发展进步，都
对广大公民与企业的诚信自
律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期
待我们的思想意识能与社会
进步同步，期待我们的共享单
车使用行为更规范、使用过程
更舒适，在点滴之间彰显我们
的文明、促进城市的和谐。

点评：作者不仅指出共享
单车存在的问题，还指出问题
产生背后的原因，并给出了解
决方法。

我与《论语》
□河南省实验中学八（3）班 王岩钢

孔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
史中伟大的文化大师。我对
孔子的文学素养、政治觉悟和
道德思想一直是怀着景仰和
崇敬的态度。记得在三四岁
的时候，我和表哥被送到经典
诵读班，跟着老师诵读《论
语》。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懂
其中的意思，但是却让我认识
了这位儒家文化的创始人。

《论语》共分二十章，我较
为关注的是《为政篇第二》这
一章。《为政篇第二》主要记载
了孔子对学习、孝道和为政三
个方面内容的言论。

学习方面，最著名的是孔
子对自己学术人生规律的总
结：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
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还有对学习方法和规律
的总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
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怠。”“由！诲汝知之

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是知也。”这些话，对于初
中生今天的学习依然有着指
导意义。

在孝道方面的要求主要
有：孟懿子问孝。子曰：“无
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
母唯其疾之忧。”

每一个人问孔子孝，他都
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内容各
异的回答，这也是孔子“有教
无类”思想的体现。

同时，孔子对从政也有自
己的理解：子曰：“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
之。”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
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
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
服。”

可以说，孔子对“为学、做
人、从政”的理解认识，有着一
套完整的思想方法，告诉了人
们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认
真学习理解掌握其中的思想
精华，对当代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非
常有益处。通过诵读《论语》，
使我跟孔子这位文化大师进
行灵魂和心灵之间的沟通，受
益良多。

点评：作者罗列《论语》内
容，阐释孔子观点，表达对孔
子的敬仰之情。

我生活在孤单之中
心灵呼唤

□商丘市宁陵县逻岗镇马尔小学六年级 李潇雅

我本来有一个幸福、温暖
的家，每逢星期天不是爸爸陪
我讲故事，就是妈妈领我进超
市。我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小
鸟，整天叽叽喳喳。

这样幸福快乐的生活从
三年前离我越来越远。我内
心痛苦、孤单。

三年前，妈妈生了个弟
弟，全家人欢天喜地。爸爸给
妈妈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家里
又扯上了网线。自从妈妈学
会了上网，对我不再温柔。有
天傍晚，我正在做作业，有一
道数学题我左思右想，怎么也
做不出来。“潇雅，快点你弟弟
饿了，给他冲奶粉。”我语气急
促地说：“我在做作业，你自己
喂。”这时，妈妈提高嗓门，大
声训斥说：“你没看妈妈正忙
着吗，我在微信聊天。”我极不
情愿地给弟弟喂奶粉。

我患病了，爸爸开着车拉
我去镇医院看病，一路上，他
边开车边和人语音聊天。我
说：“爸爸，这次期中考试我语
文成绩全班第一。”他好像没
听见似的，继续聊天。在医
院，我在输液，他在一旁玩手

机，我几次和他说话，他摆手
不让说，却聚精会神地和手机
说。我气得闭上眼睛装睡。

“你这个当爸的怎么这么不上
心呀，你女儿的药液都输完
了，也不去叫护士。”一个护士
大声朝爸爸说。爸爸慌张地
说：“对不起，光顾着玩手机了”。

我这个“开心果”不再开
心，学习成绩在慢慢下降。

是爸爸、妈妈不爱我了
吗？不是，是他们痴迷于玩手
机。有次星期天在家，我把电
路闸刀偷偷地扳下来，他们以
为停电没网络了，手机不能
玩，他们气得唉声叹气。我却
窃喜。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再玩
手机了，和你们的女儿说说
话，聊聊天。女儿渴望你们的
爱，好想让你们抱抱。

爸爸、妈妈，女儿好爱你
们，也好想被你们爱。女儿现
在好孤单。

指导老师 李应华

点评：作者写出了内心的
呼唤，言辞恳切，条理清晰，内
容详实。

母爱伟大

读书感悟
社会热点

我家的
小萝卜

家有萌宠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
五（3）班 卢云骢

小萝卜是只小白兔，是我
用好几个单元测试100分，外
加做了好几次家务、得了好几
次爸妈的表扬才换回来的，我
可珍惜它啦！因为爸妈工作
忙，所以，小萝卜一直寄养在
奶奶家。

我真正在奶奶那儿见到
小萝卜已经是一周后了。一
进门，我鞋都顾不上换就去看
它。它缩在笼子里，小小的，
软软的，听见动静，支起耳朵
看我，两只眼睛就像两颗纯净
的红宝石。

奶奶打开笼子，让我抱
它。我想抱又有点胆怯，没想
到它更“怯场”，我一碰它就往
后缩。妈妈笑话我们俩，说我
俩的胆子小是“一样一样”的。

一样就一样。我笨手笨
脚地抱起小萝卜，笨手笨脚地
摸它。摸呀摸，小萝卜在我怀
里不再挣扎，安静地卧着，很
享受的样子。

后来我一有空就去奶奶
家看它。每次看它它总在吃，
超爱吃萝卜。不过我一喊“小
萝卜”，吃得正欢的它就会停
下来看看我，然后，接着吃
……几周不到它长大了一倍，
笼子都撑满了，一放它出来，
它就到处蹦，可有劲了，好几
次奶奶和妈妈都不得不围追
堵截，才把它从厨房或客厅的
某个角落给拎回来。

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又去
看小萝卜。笼子里空空的。
追问奶奶才知道，小萝卜不见
了。原来，奶奶抱它到一楼的
草地上吃草，顺便“放放风”，
没想到小萝卜一跳一跳地转
眼就跑远了，奶奶腿脚慢，怎
么追也追不上……

小萝卜就这样从我生活
里消失了，再也没回来。奶奶
怕我伤心，偷偷地跑了好几趟
宠物店，想再给我买个像小萝
卜一样的小兔子。可在我心
里，小萝卜只有一个。我想念
小萝卜。我希望它跑到了哪
里，都有萝卜吃。

点评：文章记录与小萝卜
从相识到离开的点滴，详略得
当，感情真实感人。

作文投稿邮箱：d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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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作文将在微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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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活动中得票最高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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