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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市实验中学九（19）班 王乙如

曾经，我是一株莲。
我出自柔软的淤泥，腰

缠缥缈的流水。我爱独自仰
望天角堆砌的云山，爱在深
夜听远方星星的呓语，也爱
雾气里那亦真亦幻的稻香。

在洒满阳光的清晨，我
喜欢和露珠闲适地谈天，也
喜欢一边汲取着淤泥的养
分，一边观望着锦鲤们忙碌。

但后来我和姊妹们一
样，都褪去了丰满的花瓣，只
剩硕大的莲蓬，我们的舞姿
也不再受蜻蜓的爱恋。我们
都对未来没有了梦想。我们
曾经引以为傲的莲叶，也似
一位情殇的女子，憔悴地收
起了泛黄的面容。

再后来，我死了，灵魂
化作一粒金莲子，坠向池塘
深处。

我就一直地躺在那里。
起初，还有鱼儿对我殷

勤探看，还有水藻向我嘘寒
问暖，但我一直在对自己短
暂的花期感到失望，我一言
不发。于是没有青蛙再来
我的身边蹦跳，连扇贝姑娘
也不再过问。

一天又一天，我始终保
持仰望的姿态，却身不由己
地陷入淤泥。在将要被掩
埋的那一刻，我哭了，晶莹
的泪水竟像气泡一样一排
排浮了上去，拼命挤出淤
泥。我小小的身躯不禁为
之一震。我想起在许多个
美好的早晨，露珠曾不断
说，即使自己只是一颗露
珠，但只要抱着“我是一颗
钻石”的信念，就不会输给

太阳！
于是我决定生长。在这

漆黑的淤泥里，并没有人嘲
笑我，也没有人激励我，连我
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够
再次见到太阳。也许我很柔
弱，但不竭尽全力总会让人
懊悔，我想，奇迹总会发生在
永不言弃的人身上！

我开始不断汲取营养，
历尽曲折地摸索着生长，一
点点蔓延向那令我向往的
地方。曾经给我磨砺的石
头，现在是我精神的臂膀；
曾经给我伤痛的沙砾，现在
是我成功的勋章。因为有
泥土巨大的压力，我伸出的
根茎变得笔直；因为有清水
多时的洗濯，我新吐的花蕊
格外芬芳。岸边有人走过，
吟诵道：“水陆草木之花
……”

我笑了，现在万物都看
到了我的美丽，只有我自己
想对成长歌唱！

我成了这池中最美的
莲花，经过苦难的洗礼，我
变为一位真正的莲仙子。
每每向池塘里的孩子们讲
起这段故事，我总是向他们
描述一个充满信念的成长。

那是最不朽的力量。

如果能有来生，我真愿
做一株莲，把清香播遍，把
小池装点，还留一粒莲子，
仰望千年。

——尾记

点评：采用拟人手法，
写出莲花坚强成长的过程。

第一次坐高铁
□河南省息县小茴镇乌龙店明德小学六（3）班 杨志

科技发展科技发展，，给人们的社会生给人们的社会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出门办事出门办事
说走就走。所以，我们小学生对
科学家特别向往和敬重，是他们
在推动着社会进步，用技术改变
着生活方式。高速铁路就是科
学家研究出来的。

“五一”节第一次坐高铁，非
常舒畅。站台上画出停车点，几
号车厢站在几号位置，人们排队
候车。那么快速的列车，怎么能
稳稳当当地正好停在这里呢？真
是不可思议。坐到车上，列车悄
无声息地开走了，只感到很快，速
度越来越快，列车像飘了起来似
的，没有噪音、震动、摇晃、喧哗，
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坐在临窗
位置，看着外面翠绿色的各种树
木迅速闪过，满眼绿色扑面而来，
还没有看清树木的模样，列车已
巨龙一样向前游动很远。农舍、
山坡、电线杆、楼房、草木……迎
过来闪过去，看得眼花缭乱。车
厢连接处行道上方电子屏幕滚动
变换着车内外温度、即时速度。

为了方便国外游客为了方便国外游客，，这些信息还这些信息还
用英文显示用英文显示。。前排座椅后背有个前排座椅后背有个
旋钮，扭半周一个长方形小桌放
下来，可以放本书阅读，或放饭
盒、零食就餐。人性化设计，想得
真周到。从汉川到汉口，一会儿
就到了，车票12.5元，比坐大巴车
还便宜，而且安全得多。

这就是科技给人们带来的
好处。我国高铁世界闻名，已经
帮助美国、印尼等国修建高速铁
路，用中国的技术服务更多的
人。有的地方，时速已达到
300～350千米，而且还在向前
发展。正在研制的时速600千
米的磁悬浮列车，从信阳到郑
州，半个小时就到了。嗨，多风
光啊！若“丝绸之路”坐高铁到
法国，那才美呢！我迫不及待地
等待着那一天快快到来。

点评：站台、速度、车内设
施、价格等都进行了描述，可见
作者观察仔细，文末提到高铁的
发展，自豪感油然而生。

站成一道风景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八（6）班 张馨予

窗外的阳光，穿过飞扬的柳
絮，撒落在玻璃的一角，我思绪
飞扬，于记忆里,细数着每一道
或深或浅的印痕，数着数着，双
眼潮湿了心中的那个身影——
父亲。

记得那些日子，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繁花绽放，每每接到
放学的我，无论你的心情如何，
身体是否疲惫，你都会看着我的
眼睛，亲切地问一声：“今天过得
如何呀？”

我也总会笑盈盈地回一句：
“嗯，还行呀。”

然后，你拉着我的手过马路，
当我们在斑马线停留时，面对下
一轮车流，你总会和我换个位置，
拉我的手也换了姿势，挡在我身
前，站立的身姿更显挺拔。一开

始我总以为这是无心之举。
后来，你每天重复这个举动

引起了我的注意。
“为什么要换位置，老爸？”
“因为，我要保护你啊。”你

若无其事地边走边说。
我瞬间懂了你的做法。这

些日子，爸爸，你的身影在我脑
海中已变成一道风景……

面对车流，你总会和我换位
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我知道，你的爱如新酿的桂
花酒香甜醇厚。我知道，你的爱
如清泉流水潺潺流动缠绵不
绝。我知道，你站立的身姿已成
为我心中一道风景。

点评：作者通过生活中的一
个小细节，写出了父亲伟大的爱。

月亮离我有多远
□河南省实验中学英才学校八（3）班 刘瑾蓉

晚风清凉，夜色美好，蝉鸣
蛙叫。夏天的夜，月亮给它镀了
银边，照出了生活的恬静。望着
月亮，想起故乡，故乡离得很远，
就像我与月亮，但却能看到最美
的景象……

院子里，蝈蝈演奏着乐曲，
蛐蛐跟着合唱，风拂过鼻尖，带
着淡淡艾香。“哟嘿，出来玩儿
啊！”晚饭后的孩子呼喊着，各家
的孩子从门廊里风一般跑出，三
五成群地向溪边奔去。

故乡晚饭吃得早，所以每每
这时，天还亮着。去小溪的路上
有一片野花田，里面有的是蝈蝈
和蚱蜢。路过时，如若眼尖瞅见
了，会停下拔根草，朝虫儿的后
脚上一系，两三只系在一起，起
劲儿地看它们打架。玩腻了就
将草绳一抛,又扔进了田里。编
个花环戴在手上，兴高采烈地向
着前边的小伙伴跑去。

小溪的水清凉、干净。夏天
的鱼换上了明亮的鳞片，在水里
分外夺目。鱼一群一群的，虾、

蟹藏在石底，不过黑亮的眼睛会
出卖它。

伙伴们个个撸起袖子，挽起
裤腿，猛地跳进去，在鱼还没来得
及跑时，一抓一个准儿。鱼多的
是，随便一踢，就能踢上岸，当然，
那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儿。不熟
的，大鱼会狡猾地闪到你脚下，一
落脚，“啪”滑倒了，小溪水不深，
但水流很快，水花会飞溅得很高，
景象十分有趣。滑倒的人会不甘
心，悄悄爬到其他人身后潜伏，找
准时机——“哈哈……”会看到一
串水花和一串倒地的孩子。

“天黑喽，回家！”各家的爷
爷奶奶呼唤着孩子。低头，月影
在水中映，离我那么近……

“快看，荷花开了！”朋友把
我拉到池塘边。我又看到月影，
离我是那么近。

月亮不远，月影很近。
家乡不远，永驻我心。

点评：作者回忆故乡作者回忆故乡，，儿时儿时
的趣事记忆犹新的趣事记忆犹新，，语言清新语言清新。。

答案
在风中飘荡
□郑州四中高二（9）班 焦昀芃

子夜，音律一点点地从音
响里流出来，轻轻滑过夜的忧
伤。他们能唱出歌的音调，却
没有唱出歌的灵魂。每日在寂
寥的深夜困倦时我都会独立窗
前，静静想象我在和宇宙对话，
去努力感知距离我们一百三十
亿光年外的星系。

这是美国哈勃望远镜观测
到的迄今为止最遥远的星系，
我知道无论我怀有对时空体系
多么憧憬的心，无论那颗星多
么闪耀，我都不可能目测到它
的存在，可我不后悔我追求
过。霍金说过：“我的目标很简
单，就是把宇宙整个明白——
它为何如此，它为何存在。”世
上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成功也
总是藏在布满荆棘和坎坷的道
路尽头。正如同我每天都要埋
头于题海之中无法自拔一样，
我不知道还要煎熬多久，经历
多少困难才能在高考的战场中
赢得胜利。一座山要存在多少
年才能被冲向大海？一个人要
生存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答
案在午夜，在远方，在风中……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
逆旅，一苇以航。即使穿着最
朴素的鞋子，想你所想，脚踏实
地，终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我知道我不能放弃追逐。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回答为什么
要用功读书时，是这样说的：

“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
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
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
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
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
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
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
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
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
给你快乐。”

成绩，在我眼里不是将来
的好工作。我现在努力学习只
是类似于一种偏执，一种想要
证明自己的愿望。也许是想要
诗意的生活，也许是一股神秘
力量的驱使，我坚持到了现
在。答案似乎已经明了，我们
都不是神的孩子，但我们都是
有梦的孩子，即使不成功，我也
能骄傲地说：“我无悔！”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最终的答案并不重要，随它在
空中飘荡，因为我已找到方向，
唯有坚持是根本。

点评：虽遇到困惑，但仍清
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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