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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月亮圆得像一块月饼，香味穿过
太空，钻向每个角落；有时候，月亮白得像一块
无瑕的玉石，把光芒洒向人间；有时候，月亮像
一位年迈的老人，任劳任怨，只讲奉献从不索
取。

天已薄暮，我牵着小狗漫步在公园里，一
边嗅着花儿散发的香气，一边欣赏美丽的夜
景，我陶醉了。在一棵大树下，我禁不住诱惑
停下了脚步。你看，皎洁的月亮，温柔似水，就
像一位待嫁的新娘，月亮从这棵树的树梢缓慢
地升向天空，带着几多深情几多向往。刚升上
天空的月亮，清秀明亮，含情脉脉，楚楚动人。
温柔的月光像一缕缕金丝线，照亮大地。我沉
浸在这月色中，不由得想起了张九龄的《望月
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和唐代诗人
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在这美好的月夜，我还想起了小时候，妈
妈教我唱“弯弯的月亮像小船”的童谣，给我讲
嫦娥奔月的故事。当时我禁不住想这月亮怎
么这么神奇呢？长大后我才明白，那些精彩

的故事，都是文学家编出来的，如果没有月亮，
就不会有那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慢
慢长大，对月亮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如果没有
月亮，我们将失去生活的众多乐趣，过着焦躁
乏味的生活……

入夜，皎洁的月亮，静静地挂在空中，星星
陪伴在它的身旁，使月亮免受孤独，天空是一
个多么和谐的大家庭啊！难怪文人赞颂月
亮，给后人留下不朽的诗篇。

白天过去，夕阳西下，月亮款款而
来，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给神秘大
地披上一层朦胧的纱，生命得到滋
养关爱，一代一代，繁衍生息。

指导老师 张建树

点评：作者文
笔 流 畅 ，联 想 丰
富。

爱上倾听
□河南省漯河实验中学八（2）班 游婧
涵

曾经，匆匆奔忙于成长的道路上，
不顾一切地想要到达，却忘记了倾听是
我们人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渐渐爱上了倾听，听花开花落的声，
听春去秋来的歌。

熹微的晨光中，父爱温暖的旋律，
让我爱上倾听。“咣咣当当”,厨房里的
锅碗瓢盆奏响了一支清晨奏鸣曲，将我
从美好的睡梦中拽出，瞌睡虫在脑袋中
嗡嗡转个不停。我正欲冲到厨房抱怨，
那“咕嘟咕嘟”低沉而平和的音调将我
的起床气慢慢平息，一阵香甜的粥香把
嗅觉唤醒。我索性躺在床上，静静聆听
那锅内的美食在金黄油珠的沐浴下发
出“吱吱”的快乐声响。那声音暖暖的、
夹杂着些许诱人的菜香，在我的耳畔轻
轻诉说着父爱的芬芳，让我陶醉其中。

夕阳从高高低低的楼房中间一点
点向西挪动，生活最本味的曲调，让我
喜爱倾听。日落时分，半卧在一把藤椅
上，于阳台上安静地守望。停在对面楼
顶的鸽子，“咕咕”声盈满了幸福与安
详。闭上眼，用心去聆听更深远处的声
响，在脑中浮出儿时上学必经的路。三
五个小伙伴一起走在林荫道上，小书包
一晃一晃，时而把小脑袋凑在一起，叽叽
哝哝地私语些什么，像一群可爱的麻雀，
然后银铃般的笑声萦绕在耳边……阳光
下拍打棉被的声音空而实，“嘭嘭”从不
远处传入耳畔，将思绪牵回。那拍棉被
的声音不紧不慢，如一位老者在诉说着
生活的真谛，触动了我心底的弦，带给我
生活最本真的美好，让我爱上倾听。

静夜，万籁俱寂。名家智慧的叙
说，让我享受倾听。亮一盏台灯，在书
页的沙沙声中静静品读，用灵魂去倾听
那绝妙的诉说。乘一叶文学的扁舟，思
绪犹如梦境般将我带到了茶峒城内，聆
听沈从文先生略带伤感的恋乡梦，“美
得让人向往，脆弱得让人心疼”。我不
禁为翠翠的痴情感叹唏嘘；来到边疆，
听铁骑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惊叹于二月
河精彩的文笔，静静思索，那大气磅礴，
意境高远的笔墨，在我心底轻唱着岁月
的长河，也带给我几分历史的深重。轻
合双眸，任哲理与思绪在心中不断旋转
交织成灵魂的框架，得到无数收获与感
悟，让我醉心于倾听。

光阴静好，如一部唯美的微电影，放
映着岁月的长河。如今，我早已不再是
那个叽叽喳喳的小女孩，变得文静与沉
稳。 因为我明白，只有做一个生活的好
听众，才能发现身边的美好，到达心灵的
天堂。

指导老师 史燕凌 魏得强

点评：从亲情到自然再到书本，从
不同方面诠释了倾听到的感受。意境
优美，让人陶醉。其中细腻的描绘给人
身临其境的感觉。

有度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一（1）班 欧阳绮依

我是张继科众多粉丝中的一个。但
这篇文章想表达的，并不是站在一个粉丝
的角度，而是客观地说一下“度”。

对一件事情的解读与调侃，应当有度。
从去年里约奥运会开始，中国乒乓球

队的被关注度就直线上升。张继科“上场
前没睡醒”的故事广为流传，微博上、微信
上、报纸上，各种媒体都在宣传。实际上，
张继科并不是真的“没睡醒”，而是因为腰
伤，进入状态慢些罢了。

但在奥运会过去之后，各个综艺节目
依旧不胜其烦地将这件事夸大，一遍又一
遍重复会使人们丧失对乒乓球的新鲜感。

对体育明星的追随和报道，应当有度。
如今的乒乓球队员知名度很高。一

些粉丝在观赛时的自我管理和对同伴的
监督，也令人赞叹粉丝们的观赛素养。但
是消极的一面无法忽视：围车追车，到处
打听队员住的酒店，节目录制时集体围观
并大声尖叫……一切令人无法想象的事
情粉丝们都做得出来。尽管刘国梁曾对
一些状况表示可以理解，“像继科、马龙，
他们现在想出去逛逛，吃个东西，还可能
吗？不可能了。作为明星球员，这是他们
应该接受的。”但是运动员正常的私人生
活应当受到尊重。

对体育明星的“应援”，应当有度。
在明星参加的活动现场，粉丝们准备

的应援物品应有尽有，呐喊助威声也非常
响亮。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张继科参加
的“跨界歌王”节目中，当主持人说“告诉
我你们心中的跨界歌王是谁”时，现场其
他粉丝的声音被大声喊出的“张继科”掩
盖掉，而此时台上的嘉宾也露出了无奈的
笑。一句人们熟悉的话叫做“喜欢是放
肆，爱是克制”，那么粉丝们是否也应当更
好地实践这句话呢？

做任何事都应当有度。望粉丝们做
事能更加有度。愿国乒长虹。

点评：从不同角度分析追星应该有
度，呼吁粉丝理性追星。

敞开心扉 沟通你我
□郑州四中高二（10）班 王雅萱

因为行色匆匆，我们错过了沿途
多少美丽的风景；因为固执己见，我
们一次次地与身边多少好主意擦肩；
因为缺少沟通，我们又与人生中多少
哲思无缘。殊不知，只要稍稍驻足，
缓缓抬头，轻轻交流，就会捡回许多
遗失的美好，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收
获。

冰心在《繁星·春水》中这样写
道：墙角的花儿，你孤芳自赏时，天地
便小了。而什么时候，天地会变大
呢？那是当花儿愿意将自己的芬芳
展现出来，沐浴在阳光下，千万朵花
儿竞相盛放，形成一片无边的花海
时，世界就在瞬间被放大了。与此同
时，蜜蜂、蝴蝶、游人都会被这美不胜
收的花海吸引，蝴蝶将花粉撒播到各
地，蜜蜂将花蜜调制得香甜，游人用
相机将花儿的美定格在永恒……百
花齐放的成果可远比孤芳自赏丰硕，
争奇斗艳也比一枝独秀美丽，而这一
切，都源于花儿们的敞开心扉。

花儿不愿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

里，与其默默无闻地开过一季，不如
齐心协力展现出一次惊世的美，它们
懂得如何将自己的价值提升，如何使
获得的利益最大化。我们懂不懂
呢？我们总是将自己锁在笼子里，自
顾自地生活，偶尔还会为自己获得的
小成就感到欣喜，觉得十分满足。其
实，只要我们迈出各自的笼子，走到
一起真诚地交谈，愉快地分享，就会
发现，原来世上还有那么多好主意、
金点子。

交流是成功之路上的明灯，让你
顿时“柳暗花明”，找到多条通往成功
的渠道，汲取更多宝贵的经验。合作
是事业成功的土壤，培育出更多成功
的机遇，使所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减
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别闭上自己的嘴，更不要锁住自
己的心，用心分享，集思广益，充分利
用身边的一草一树，也许你将打造出
一片碧水蓝天！

点评：文字简洁，语言流畅。

偶得的美好
□河南省沁阳市永威学校初一 李秒

教学楼前，有一小片竹林，每每
春雨过后，枝叶上的水珠便压着竹子
往下弯，枝干却不甘沉沦，两者竞争
着，在风中摇曳。

看着眼前这些竹子，想起了那
天，那风，那雨……午休起床后，便看
见乌云正一点一点地向太阳靠近，吞
噬着原本蔚蓝的天，我连忙冲向教学
楼，生怕这天忽然出现缺口，倒下水
来。果然，在我刚刚坐下来的那一
刻，雷声轰鸣。不一会儿雨声便在耳
边响起，“哗哗哗！”原本干燥的地面
瞬间遍布水洼。

刚刚被吓傻的我，见雷声已去，
便探出头来向外张望，“这是……”不
错，一根竹子正挺立在这倾盆大雨
中，与肆虐的狂风做斗争。雨，疯狂
地拍打着它的身躯，得意地笑着；风，
伸出它邪恶的双手，露出狰狞的笑

容。我不忍看，低头看起书来。可我
对竹子产生了怜悯之情，又将头探出
窗户，静静地注视着它。

竹子貌似扛不住风雨交加的疯
狂，无力地垂下身体。片刻之后，可
能雨也觉得无聊，悻悻地走了，独留
下了弯曲可怜的竹子。

下课后，同学们都在感叹竹子好
可怜，我也深有同感，可这竹子不也
正探着头，告诉我们：面对挫折，只要
勇敢尽力拼搏了，就算失败，也不后
悔！

竹子，是你让我燃起斗志，谢谢
你，让我在这善变的雨季，遇见了你
独有的那份美好。

指导老师 王金娣

点评：作者详细描述竹子经历暴
风雨的过程，因此悟得道理。

作文投稿邮箱：
dhbzuowen@126.com
发表作文当天在微信“大河

报少年”同步推出，微信投票中得
票最高的还有精美礼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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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车单位和个人：
S86原焦高速焦作站将于2017年7月21日-8月15

日之间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绕行路线：

焦作-郑州方向：可选择S104郑常线，或S86原焦高
速小徐岗站上站，或在G5512晋新高速焦作东站上站转
S86原焦高速，或在G5512晋新高速焦作西站西副站上站。

郑州-焦作方向：可选择在小徐岗站提前下站，或绕
行至G5512晋新高速焦作东收费站或焦作西站东副站下站。

焦作-晋城方向：可选择从G5512晋新高速焦作东站
上站，或G5512晋新高速焦作西站东副站上站。

晋城-焦作方向：可选择从焦作西站西副站下站，或
绕行至G5512晋新高速焦作东站下站，或S86原焦高速
武陟站下站。给您带来不便，请谅解，特此通告。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河南新时代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4日

S86原焦高速公路
焦作收费站封闭施工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