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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品人生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31）班 秦家勉

百年淑子，世纪行过。杨
绛先生驾鹤西去，追寻她天堂
中的“我们仨”。“一个人经过
不同程度的锻炼，就会获得不
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
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
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
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
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先
生的百岁感悟，以“捣磨”香料
喻人生，如此“金句”，值得我
们晚辈品味。

如果把人生比作香料，那
么，“捣香”和“磨香”是其不可
或缺的两个过程。捣得越碎，
磨得越细，人生就越精彩。

人生需“捣”。成长就是
一个刻苦进取的过程。如制
香一般，粉身碎骨，才有可能
从普通花草重生为芳香四溢
的香料。一次次跌倒在失败
的泥潭后再度爬起；在怪石嶙
峋的山路里跌撞前行；在布满
荆棘的灌木丛中被刮得鲜血
淋 漓 仍 往 前 冲 。 这 就 是

“捣”！其作用不是为了毁灭，
而是重生！明代的哲学家、心
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为了探寻
何为天理的本源，受尽十余年
的痛苦与煎熬。在唯功名论
的明朝中后期，王阳明不求功
名利禄，坚持自己“为往圣继
绝学”的理想，探索朱熹的“天
理”为何物？在经历了官场失
败后，王阳明被贬至荒蛮的贵
州龙场，但他追求理想的脚步

没有停止，终于在一个深夜顿
悟：天理即人欲。“龙场悟道”
使其成为明朝儒学集大成者。

人生需“捣”，更需“磨”。
“磨”使香料变得细腻而松软，
“磨”使人性变得宽容而谦
逊。“捣”是向外积极进取，

“磨”是向内自省自律。“捣”决
定人生的高度，“磨”决定人生
的宽度。

曾国藩就是“磨”的代
表。他位极人臣，但仍“每日
三省吾身”，从31岁起，他给自
己定了一个“记错本”，名曰

“过隙影”，记下每日犯的错，
“念念欲改过自新”。这个“记
错本”一直写到他去世那天。

曾国藩不仅自我约束，还
严格要求下属和家人。他通
过书信教导子女“俭以养德，
勤以持家”，规劝立了战功的
九弟曾国荃“盛名之下，其实
难副！弟须慎之又慎”！对待
批评哪怕不是事实，态度也得

“抑然”，不得“悍然”。
两个历史人物的“捣”与

“磨”的人生，让我们品味出了
杨绛先生香料的些许味道。

“捣”是轰轰烈烈追求理想的
奋斗过程，“磨”就是不忘初
心、自省自律的回归过程。只
有成功与修行兼备，立功和立
德并行，才是一款旷世奇香。

点评：抓住“捣”和“磨”两
个词，以人物事例为论据，逻
辑清晰，语言精练。

执著成就人生风景
□郑州四中高三（11）班 尹文琪

飞鸟执著于苍穹，方能忍
受风雨，搏击长空；鱼儿执著
于大海，方能溯流而上，畅游
海洋。

执著是一种坚守，是锲而
不舍，持之以恒的追求。

清华大学图书馆保安贾
作胜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
经济等原因，未能继续学习。
打工的几年里，他一直坚持自
学，从没放弃梦想。在当保安
员期间，贾作胜利用业余时间
到教室旁听课程和名家讲座，
在图书馆工作闲暇博览群
书，最终通过自学考上了山东
师范大学。如今，贾作胜还在
努力学习，他的下一个目标是
考上研究生。再渺小再微弱
的人，只要有坚韧不拔的执
著，脚踏实地的努力，就能实
现梦想，拼出自己的一片天。

执著是一种专注，是一心
一意，百折不挠的探索。

绘画大师凡·高27岁才步
入画坛，没有任何美术基础，
只凭对绘画的热爱，他在家里
支起画架，没完没了地练习。
但所有人都对他的作品嗤之
以鼻。这并没有动摇凡·高的
决心。这个不善言辞的人，把
他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情感，

都一笔笔绘在画板上。凡·高
一生穷困潦倒，但从不言放
弃。凡·高对命运的执著，对
艺术的信仰，犹如黑暗中的一
束强光，在多年后照亮他的理
想。

执著是一种付出，是壁立
千仞，无欲则刚的坚持。

华罗庚从小痴迷数学。
幼时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在
单调的生活中，他自学数学。
后来他因病致残，也没有自暴
自弃，拖着病腿，忍着疼痛，在
油灯下学到深夜。华罗庚毕
生驰骋在数学王国里，也在数
学讲坛上走完了生命之路，最
终实现了他的诺言“工作到最
后一分钟”。他一生的坎坷经
历都在讲述着对数学的执著
与奉献。

因为执著，我们遭受磨
难，饱经坎坷；也因为执著，我
们的理想发芽，价值升华。

唱响执著之歌，高歌猛
进，吟唱生命的美好；扬起执
著之帆，扬帆激浪，面对理想
的挑战；磨亮执著之剑，披荆
斩棘，创造人生的辉煌。

点评：用三个事例阐述自
己的观点，通俗易懂。

淡定人生
□新县高中高二（14）班 陈楠

有一种心绪风轻云淡，平
淡对待得失，冷眼看尽繁华，
畅达时不张狂，遇挫时不消
沉，享受着平和宁静的生活。

淡定的人生最美。这种
淡定，淡在荣辱之外，淡在名
利之外，淡在诱惑之外。这样
的淡定，能够让一个人在物欲
横流的红尘中，击破纷扰，洞
察世事，回归简朴。最经典、
最浪漫、最深情不渝的情话，
来自不离不弃的爱心和不悔
的真心；最真实、最温馨、最长
久的幸福，来自我们宁静的心
境和愉快的心情。

人们总希望每一天都是
美好的，农夫白天沐浴着阳光
和风，繁华草木，尽收眼底。
市民晚上欣赏着繁星和月光，
平和安静。也许，每个人都有
过这样的体会，有了白天，可
能就失去了夜晚；有了夜晚，
可能就失去了白天。所以，我
们要怀着诗意去看待人生，得
到一半，留下一半，我们还有
个念想。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
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只有
那些心中对世事淡定的人，才
能够真正享受到宁静的滋味，
也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够成
就一番事业，才能够欣赏到人
间的种种美好。

心灵的宁静之道心灵的宁静之道，，要不受要不受
物役物役，，不抱怨社会分配给你的不抱怨社会分配给你的
东西太少东西太少；；要不为名累要不为名累，，其实其实
生前生前、、身后名声都是过眼烟身后名声都是过眼烟
云云；；要不为别人的好恶所左要不为别人的好恶所左
右右，，不用他人的错误来惩罚自不用他人的错误来惩罚自
己己。。一个人要挣脱这个纷繁一个人要挣脱这个纷繁
喧嚣喧嚣、、物欲横流的社会的确很物欲横流的社会的确很
难难。。唯有淡定唯有淡定，，才能让你的内才能让你的内
心安静下来心安静下来，，才能细细品味生才能细细品味生
活的万千滋味活的万千滋味。。从容淡定从容淡定，，意意
味着时刻保持好心情和好心味着时刻保持好心情和好心
态态，，不要自寻烦恼和不快乐不要自寻烦恼和不快乐。。

繁华过后是寂寞繁华过后是寂寞，，绚烂背绚烂背
后是平淡后是平淡。。保持淡定保持淡定、、心绪宁心绪宁
静的人静的人，，一定是这世上最平一定是这世上最平
和和、、最美丽最美丽、、最动人最动人、、最幸福的最幸福的
人人。。

点评点评：：语言简洁流畅语言简洁流畅，，充充
满对人生的思考满对人生的思考。。

看海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二（31）班 王屿然

“海，漂亮吗？”
“大，大！”
父亲与两岁女儿之间的

对白，早已成为一帧渐渐泛黄
的记忆，不再清晰。

海，是值得去看看的。
或立，或卧；或凭栏远眺，

或漫步沙滩；或掬一捧海水涤
尘，或枕一方礁石小憩。你可
以慵懒地、随心所欲地感触大
海。没有限制，没有禁忌，也
没有喧嚣，那就是海！

你不必静息凝眸、刻意地
去看，白帆点点、云霓变幻，连
同“水天一色”的苍茫与寥落，
在不经意间早已涨满你的眼
帘。你也不必沉心聚神、刻意
地去听，海风呼啸、波涛拍岸，
伴随着“卷起千堆雪”的气势，
悄然充盈你的耳朵……人生
不是享受，但人性可以追求纯
真与洒脱。

看海，是看，是听，也是一
种别样的寻觅和品味。放飞
思绪，让海鸥引领你未泯的童
心，穿越钢筋水泥构筑的森
林，去寻觅那雕刻着恒久光阴
的贝壳，去品味那来自记忆深
处的亲近自然的冲动。偷得
浮生半日闲，岂非人生一快？

海，是值得去看看的。
放下工作的刻板与纠结，

父亲就是父亲，不再是那个在
数据与表格之间穿行的职场
身影；抖落学习的沉重与紧
张，女儿就是女儿，不再是那
个在试卷与习题之下趴伏的
应试机器。

看海！我们怎能看不到
致远舰那渐去渐远的悲怆背
影？《日出印象》是莫奈大师眼
中的海，但瞬间的印象怎能勾
画出历史的浓墨重彩？

听海！会听不到郑和归
航的欢快桨声？会听不到“九
断线”刺破锦帛的回响？美人
鱼的低语，是安徒生耳中的
海，但童话的音符怎能演绎黄
岩岛和赤瓜礁上的《义勇军进
行曲》？

看海，是看，是听，也是一
种与古圣先贤的对话。父亲
不必再问，女儿也不必再答，
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一起去
看海。

海与岸，不是千年不变的
约定。但人类与自然有约，心
灵与大海有约，历史与现实有
约……

海，是值得去看看的。

点评：文章一气呵成，流
畅自然。

我
□河南省实验中学九（3）班 王岩钢

2003年冬，就在农历腊月
二十四那天，当人们在为即将
到来的春节忙碌时，随着“哇”
的一声，我出生了！我双眼紧
闭，体重七斤六两，身体只有
成年人小臂那么长。家人对
我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当护
士阿姨抱着我准备洗掉身上
的血渍时，奶奶在护士从产房
出来的那一刻，就紧紧跟在她
身后，生怕失了孙子。

慢慢地，我长大了，到了
上幼儿园的年龄。童年时光
无忧无虑，是人生中最珍惜、
最值得留恋的时光。

时光匆匆，三年时间转瞬
即逝，懵懂的我满怀期待地迈
进人生中第二个阶段——小
学。进入校园第一感觉就是

“小学真大”。飞奔着跑向教
学楼中的教室，对一切事物感
到好奇。小学生活比幼儿园
更加丰富多彩，在小学期间，
我曾参加了好几次演讲活动，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
第三十个教师节为金水区的
老师们献辞：“假如，我能搏击
蓝天，那是您给了我腾飞的翅

膀，假如，我是激浪勇士，那是
您给了我弄潮的力量；假如，
我是不灭火炬，那是您给了我
永恒的光亮；假如，我是诗人，
我将以满腔热情，赞美大海的
辽阔和深远，并把它献给我们
胸怀博大、知识渊博的老师。”

初中，是人生中最美丽的
年龄段，步入青春的我们思维
更加活跃，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但繁重的升学压力、沉重
的学习任务，让我们有了竞争
的紧张感。多少个日日夜夜
的努力与付出，只为实现一个
梦想，考上一所好的高中，不
让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

我想，现在的青春是用来
奋斗的，而将来青春则是用来
回忆的。或许，只有进行了激
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
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
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真正留
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
回忆……

点评：从出生到初中，展
现了一个积极向上、顽强拼搏
的少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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