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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时代
□郑州四中高二(2)班 于昊江

作文投稿邮箱：dhbzuowen@126.com
发表作文将在微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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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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阅读

我愿沉浸于书籍的纸间，
感受时代的芳华。——题记

1814年，第一列蒸汽机
车从车头中升起团团白雾，带
动“蒸汽时代”的缓缓推进；

1831 年，法拉第桌前实
验装置中的小磁针轻微转动，
拨动“电气时代”的前进指针；

1946年，一台巨大的机
器终于发出“哗哗”的声音，冷
荧光的闪现，计算“科技革命”
的发展速率；

“3G 时 代 ”“4G 时
代”……

时代不停更新，飞速发展
的科技造就现代人们五彩斑
斓的世界，可是纸的时代呢？
是它太落后不屑于让它独占
一席，还是现代人们的步伐太
快将之远远地撇开、遗忘？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这是高尔基的名言。可
又有谁在数据时代，能够真正
停下来，感受纸张的温度？

最近的一项研究数据表
明，国民的纸质图书阅读率正
在不断走低，与之相反，网上
电子阅读率正节节攀升。有
人说：“怎么读书不都是读吗?
网上阅读也是读，也能学到知
识。”不一样的，请试想一下，
当你读到一本你喜爱的书籍，
当你读到动情之处时，书中的
人物仿佛就在眼前，向你招
手，你情不自禁地伸出手……
却只触碰到冰凉的屏幕，手指
一动“一键删除”，这本书就永
远地从你生命里消失了。电
子阅读固然有其方便快捷的
优势，但这样的“阅读”却不如
称为“浏览”，这样的“阅读”真
的能够充实自己吗?

一本书中自有一个世界，
绽放着属于它的风华绝代，无
论是《大国崛起》中历史大国
的风云变幻，还是《边城》中翠
翠淳朴爱情的细水长流，都值
得你寻一宁静角落坐下，与书
中人物一起走过他们或欢喜
或无奈的人生。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本
书可能只是拓展了你的学识，
但在你阅读这一本本书的过
程中，书也在不断给你带来气
质上的提升！有了书，才有了
这个精彩的世界。

愿给书籍一个属于自己
的时代，愿给自己一个属于纸
的时代。

点评：作者阐明了观点，
呼吁大家阅读书籍。

摩陂与饸饹
思接千载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二（29）班 王云浩

暑期，畅游于《三国演
义》之中，茶饭之余，和爷爷
聊三国故事。爷爷说：“你看
三国，知不知道郏县摩陂就
有与三国相关的故事？”我赶
紧翻箱倒柜查阅资料。

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
一载：“汝水东南流，又与白
沟水合。白沟水南经龙城
西，城西北即摩陂也。纵广
可一十五里。魏青龙元年，
有龙见于郏之摩陂，明帝幸
陂观龙，于是改摩陂为龙陂，
其城曰‘龙城’。”综合史籍有
关摩陂方位的记载，基本可
以断定，汉魏时期称为摩陂
的湖泊，就在今天的郏县东
南长桥镇境内，但因为年代
久远，摩陂今已无存。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
帝迁都许昌后，曹操挟天子
以令诸侯，为扩充军需在军
队中大兴军屯，从驻守的长
桥摩陂沿阴山向北填河造田
建立大型军屯基地。

曹操还在摩陂设置行
宫，指挥两大战役，一是指挥
了阻击关羽北进的襄樊战
役，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
年）正月，平寇将军徐晃振旅
还摩陂，曹操开庆功大会，在
摩陂发布《劳徐晃令》。二是
封徐晃为平南将军，守襄阳，
引诱关羽再取荆州。徐晃振

旅还摩陂时，曹操亲迎。以
上事件在陈寿《三国志·魏
书·武帝纪》、《三国志·关羽
传》均有记载。

爷爷笑言当年曹操之所
以大胜，是因为摩陂大营的
郏县厨子烹制的饸饹面，使
士卒品美味、养士气，个个精
神焕发，战斗力大增。

郏县饸饹面，旧时多用
荞麦面制作。饸饹面松软柔
滑、利口开胃、容易消化。制
作饸饹一般都用两口大锅，
一口锅煮肥美鲜嫩的羊肉、
羊骨，另一口锅专门下饸
饹。把饸饹床横骑在大锅
上，和好的荞麦面、小麦面放
入饸饹床里，人坐在杠杆上
使面从下方的孔内落入锅
中。待面压到一定长度，把
面截断，煮熟后浇以羊肉和
羊汤，汤浓面滑、筋软爽口。

一碗面端上来，碧绿的
葱花，薄薄的大片羊肉，透红
的羊油辣椒，和着滚烫的羊
肉浓汤，又有几粒枸杞点缀
在碗中。用筷子挑起长长的
饸饹面条入口，再夹几片羊
肉，慢慢吃上几口，再品一品
羊肉鲜汤，真是神仙般的享
受。

相约摩陂，款以饸饹。

点评：从摩陂到饸饹，引
经据典，贯穿古今。

怀揣一颗感恩的心
美好情怀

□新县高中高二（14）班 陈楠

感恩，是人最基本的品
质。人，可以不优秀，可以不
伟大，但是却不能不知道感
恩。人，只有永怀一颗感恩
的心，才能逐步在自身修养
上涌现出温暖、自信、坚定、
善良等美好的品格。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
相报”的优良传统。汉朝名
将韩信自小家中贫寒，父母
双亡，他常到淮水边垂钓，用
鱼换饭吃。淮水边上有个老
奶奶为人家漂洗纱絮，人称

“漂母”。她见韩信挨饿，就
把自己带的饭分一半给他
吃。韩信被封为“淮阴侯”后
对漂母的分食之恩始终没
忘，最后以千金相赠。

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榜
样，一饭之恩尚且千金回
馈。想想父母的养育之恩、
恩师的教导之情，想想身边
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位，我们
可曾回报？感恩是对别人恩
情最起码的回报。

感恩是一份温暖的情
怀，在必要的时刻会发挥重
大作用。13个来自河北唐山
的农民在得知四川汶川发生

特大地震后，自己准备了工
具奔赴汶川不断寻找幸存
者。他们抢救出25名幸存
者，刨出近 60 具遇难者遗
体。感动，因为他们来自唐
山。30年前的浩劫中唐山人
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无私
援助，30年后他们用最无私
的奉献回馈。

感恩就是这样能给人温
暖与感动的美好情怀。对于
感恩除了说声感谢，也许我
们没有机会做太多，就让源
源不断的情谊化为一句句简
单却发自内心的祈祷。这份
祈祷不能流于形式，当我们
心灵相通产生默契时，祈祷
便能产生神奇的力量。一个
时刻被美好祝福围绕的人或
企业在特定情况下因为这份
祝福，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
果。

让我们虔诚地把祈祷送
给所有有恩于我们的人，祝
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
亲朋好友，祝福我们的企业
一切都好。

点评：举古今事例阐述
观点，通俗易懂。

成功人生

勤思合一可谓知明矣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1）班 刘青葙

歌德曾警示世人：“谁游戏
人生，谁就一事无成；谁不能主
宰自己，就永远是一个奴隶。”
自然，没有人想做一个一事无
成的奴隶。那么我们需要做什
么？歌德已给出答案：一曰思
想，二曰勤奋。

运海抟扶，必借思想之羽。
思考，是人与动物区别的

根本标志。孔子言传身教“日
三省吾身”；王阳明久坐于树下
静思，悟出玄妙之事；帕斯卡以
为“人是为了思考才被创造出
来的”；周敦颐有言“思则睿，睿
作圣”……由此可见，为人，定
要搞懂三个问题“我是谁”“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人生
三问，不仅能让你认清自己的
地位，明确人生的方向，也能让
你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了
思想，就不会成为幕布前的傀
儡；有了思想，就不会迷失方向
或漫无目的地奔波。

乘流击汰，必伫勤奋之楫。
打铁还需自身硬。当心中

有了明确的方向，只有马不停
蹄地奔跑才会到达彼岸的圣
地。王羲之染黑一池水只为练
字；徐悲鸿的屋子堆满宣纸只
为画一匹马。高考赢家是什

么？是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挑
灯夜战。大国工匠是什么？是
坚持不懈、刻苦钻研的精雕细
琢。为人，需有勤奋以立身，既
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又要有
水滴石穿的信念和乘风破浪的
勇气。有了勤奋，高山上的旌
旗触手可得；有了勤奋，彼岸的
花朵伸手可摘。

思想，为人生明确方向；勤
奋，为人生提供动力。人生的
航行中，思想如舵，勤奋如桨，
二者缺一不可。若缺乏勤奋，
就会成为只会纸上谈兵的空想
家，船将在大海中停滞；若缺乏
思想，就会成为机械运转的机
器，船将在大海中不知所踪。

一位诺贝尔获奖者在采访
中曾说：“我不聪明，但我有思
想；我没有优越的出身，但有勤
奋的特质。所以你们采访了
我。”

韩愈有言：业精于勤，荒于
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让我们
做一个勤思合一的知者，握好
思想之羽，勿随波逐流；掌紧勤
奋之楫，莫碌碌无为。

点评：用词准确，语言流
畅，观点明确。

家乡美景

美丽的沙澧河公园
□漯河市郾城区西南街小学四（3）班 陈鹏宇

我家的南边有两条河，一
条是沙河，一条是澧河。它们
蜿蜒交汇在漯河市区中心，形
成了美丽的沙澧河公园。

沙澧河因水得名，因水闻
名。河水干净、清澈。河里有
很多鱼：鲫鱼、鲤鱼、草鱼，还有
虾、螺……每天都有人在两岸
垂钓。河面上经常有游船通
过，夏天有人在河边嬉戏。现
在的沙澧河公园已经成了国家
级4A级风景区。

沙澧河公园是一个美丽的
植物园。河岸上有很多树，有
银杏树，树上结了银杏果；有松
树，树叶像很多细细的针。还
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在
花坛里有五颜六色的花。从我
家往东走是红枫广场，秋天的
时候，一边是黄色，一边是红

色，煞是好看。
人们喜欢到沙澧河公园游

玩、锻炼。早上，公园里有很多
人不约而同过来晨练，有的跑
步、有的打太极拳；傍晚，夕阳
映照在河中，波光粼粼，树木倒
映在水面，形成一幅美丽天然
的画卷；晚上，灯火辉煌，河两
岸有霓虹灯，草丛中有红色的、
黄色的、蓝色的地灯，五光十
色，非常漂亮。人们身临其境，
不管是跳舞、散步，还是闲坐、
聊天，都是一种享受。

我的家在美丽的沙澧河公
园，我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
健康成长……

指导老师 李思佳

点评：从多个方面描写公
园美景，表达的对家乡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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