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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在此刻
□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九（6）班 杨廷茹

时光如水，记忆碎片反射着
点点星光，在空中轻柔地飘散开
来，如春絮落入寂静的深潭，惹起
几圈涟漪，再缓缓地散去。

小时候，家住老屋，红墙绿瓦
中尽是风雅素朴的古韵。那时，
爷爷很喜欢泡一壶香茗，执一卷
书册，于老藤树下一坐便是一晌
安然的时光。

我年少性淘，自是不喜这份
安静悠闲，从爷爷魔术般的衣兜
里抓一把糖豆便兀自跑开，寻热
闹去了。在我看来，桌上那一壶
泛着一缕青烟，清澈的香茗，虽是
好看，却入口苦涩，甚是不喜，只
有甜入心脾的糖，才正合口味。

跑累了，也玩乏了，甩着面条
般的胳膊腿儿到爷爷怀里瘫成一
团，在他的三国英雄、水浒好汉中
肆意地流着口水，氤氲的茶香中，

梦一般一天天长大。
时隔多年，又重新回到老屋，

爷爷特意沏了一壶好茶，茶香袅
袅，将记忆温婉成一束心香。清
泉般的茶水从壶口悠然流下，注
入瓷杯，水声清脆，执杯轻抿一
口，淡淡的苦涩随着味蕾慢慢扩
散，进而转化为缕缕甘甜，渗入肺
腑，蔓延至周身。那或浓或淡的
苦，似有似无的香在唇齿间回旋，
在心神中弥漫。

倘若在某个明媚的午后，书
韵茶香交融，阳光穿过层层叠叠
的枝叶，在书页上投下点点斑驳
的痕迹，喜怒哀愁都会消失，留下宁
静的心绪，享受一份淡淡的情怀。

我想，幸福就在此刻……

点评：作者在茶香中回味旧
时光，充满对生活的热爱。

热点讨论

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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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苗助长可休矣
□郸城一高三（20）班 王阿贝

近日某著名主持人在微博分
享了自己与女儿参加沙漠徒步的
过程。这个四岁的小女孩儿，因
为爬沙漠，脚上起了水泡，腿上
布满红疹，即使午睡时间，也没
停下脚步，此事引起网友热议。

在笔者看来，这位主持人的
行为着实不妥。据悉，该活动要
求在4天时间里，走完张掖高台
县的76公里沙漠。平均每天要
走近20公里的路程，对成年人
来说仍是一个很有难度的挑
战，更何况对于一个只有四岁
的小女孩而言呢？

4岁，本是一个乐享童年、
探索世界，在父母怀里寻找爱
的阶段。而那位主持人却让女
儿在沙漠里同一群成年人，日
行几十公里。这样高强度的
历练，是那只有四岁的孩子所
适应和需要的吗？

人常道，适合的，才是最
好的。她只是一个4岁的孩
子，她还没有足够成熟，她还
没有掌握足够多的能力和技
巧，所以，请不要拔苗助长。

再放眼我们的周围，有
多少孩子从两三岁便开始学
习英语、奥数，又有多少孩子
小小年纪便被沉重的学业压
弯了腰。这种超前教育，真
的是我们的孩子所需要的

吗？这符合生长规律吗？没有人
说得清楚，家长们只能一味地掏
着血汗钱，推着子女向前跑。

不论是极富挑战的徒步横跨
沙漠，还是那种冗杂的课外辅导，
只有适合孩子的，利于孩子成长
的，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嫩
芽需要雨的滋养才能茁壮成长。
幼小的孩子需要科学引导，方能
无忧成长。

一位知名作家时时把自己写
作的喜悦分享给女儿，女儿觉得
写作就是好玩儿的事。在这个女
孩还不会用电脑打字时，就口述
自己每天最开心的事情，由爸爸
代敲键盘记录下来，女孩还把喜
欢的东西和遇到的事情画出来，
父亲把女儿交给他的画作保存起
来，并且不惜赞美之词表扬女
儿。就这样小女孩越写越想写，
越画越想画，且越写越好，越画越
好。在女孩十岁时，她和父亲一
起把她美好的童年记录编辑成书
分享给更多的小朋友。这位父亲
是成功的，他没有拔苗助长，就悄
悄地把女儿培养得很优秀。

让孩子在合适的环境中健全
心智，培养技能，从而得以全面发
展。拔苗助长，实可休矣！

点评：由一件事展开讨论，表
明态度，观点明确。

雪恋
□信阳高中二（1）班 张淇棋

雪，是冬天独有的意境，
也是我在每一个冬季的念
想。

雪的美是绚丽多姿的，
身临其境，总会思绪万千。
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
恢宏，有“终南阴岭秀，积雪
浮云端”的奇特，有“蝴蝶初
翻帘绣”的飘逸，有“千树万
树梨花开”的梦幻，也有“看
雪飞、苹底芦梢，未如鬓白”
的悲凉。

雪的美是孤傲高洁的，
细细品味，不断心生敬意。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
俗了人”，雪和梅是文人墨客
咏冬的常客，除了缘于两者
自然层次的联系，更重要的
是精神上的共鸣。“燕支长寒
雪作花”，“梅花香自苦寒
来”，那严寒下跳跃的精灵和
芬芳的鲜艳，便是生命对严
冬的挑战。雪和梅又成就着
彼此，“雪似梅花，梅花似

雪”，没有雪花的陪衬，哪来
梅花扑鼻香？没有梅花的画
龙点睛，哪来雪花的灵动？

雪的美是洁白无瑕的，
精雕玉琢，那般超凡脱俗。
被雪染的大地洁净得如一张
白纸，任你去书写、去描绘属
于自己的故事。对我而言，
漫天的雪花，可以洗去所有
懊恼和悔恨，每当迷茫时，漫
天飘雪的意境总会让我重拾
行囊，重新看待整个世界。

我的雪恋，除了恋雪之
美，更恋雪之情。每当雪天，
我便冲出屋外，仰面苍穹，张
开双臂，仿佛天地间只有我
自己，也最容易让自己走进
美好的回忆。时而无忧无虑
地游荡玩闹，时而在老树下
的秋千悠悠荡起……泛黄的
童年印记，现实的追逐，未来
的迷茫，片片落雪的柔情，能
将这个喧嚣的世界，装饰成
一片简单洁白。

雪给了我思考人生的
角度，也给了我很多感
悟。细看这茫茫红尘，于
个体，原先一切都是那么
简单，如雪花一般纯洁；于
宇宙，世间万物，都是生命
轮回中上演的美丽风景，我
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点缀。
时光匆匆地溜走，岁月一去
不返。回首相望，似乎一切
都应顺其自然。

“经纬为线，大千世界
的画面；时间为鉴，日转星
移的思念；纷纷扬扬，剪不
断冰雪情缘；踏雪寻梦，一
百年换一瞬间……”伴着熟
悉的旋律，看着窗外飘雪，期
盼美好的到来，万物滋长，阳
光雨露皆成欢乐的乐章。

指导老师 简德武

点评：从不同角度描写
雪的姿态、精神，表达了对雪
的喜爱。

冬天意境

冬日随笔
□郑州市惠济一中九（11）班 王梓桢

“宝贝，家里没香菜了。
你帮妈妈去超市买点吧？”“没
问题！”

出了家门，发觉雪停了，
比昨天暖和点了。小院里一
片白色的海洋，脚下的雪发出

“咯吱咯吱”的细语。我低着
头，慢慢地走。忽然，“哗”！
一场暴雪从树上落了下来，盖
在我身上。是鸟的恶作剧，它
们嬉笑着。淘气鬼们！我抖
了抖身上的雪，然后找它们。
可这群“熊孩子”早就逃得无
影无踪，我只好继续向前走。

咦？我闻到雪的安静和
冰凉，却怎么感到了暖意？我
静下心，看见雪上镀了一层金
粉，灿灿发亮——是太阳出来
了。我停下，面向阳光，闭眼
感受这冬日温柔的一刻……
又听见鸟的叫声，慌忙拔腿走

人，但鸟儿只是落在树上轻轻
一跳，下起了“太阳雪”。雪花
乘着安详宁静的阳光舞动起
来，金黄的落叶给它们伴舞，
落到地上给它们深深地拥
抱。雪地被人们踩成了一条
印花围巾，大家笑着，走着。
小伙儿夹着提包神情焦急，好
像在赶时间，结果一个不小心
差点栽倒，行人连忙扶他起
来，在人们的关切声中他露出
腼腆的微笑；一位妈妈蹲下，
一手推着儿子玩滑板，另一手
围成半圆保护着他。母子的
笑声惊醒了松针上沉睡的雪，
它们翻滚而下一探究竟；少女
和小朋友一起堆雪人，在阳光
下，她乌黑的长发，白皙的脸
庞楚楚动人；老人拿着铲子，出
来铲积雪，孩子们拥出来帮忙。

出了社区门，来到安静的

小路上，鸟儿唱得竟格外响
亮。路上的雪已被铲过，我
很快到了超市。当我拿着
香菜，正疑惑买几捆时，卖
菜的阿姨笑着走来，“是一
家人吃，调味用的吗？”我点
点头。“那一捆就够吃了。”我
表示感谢，又买了点零食，开
始往家走。

一路伴着香菜味，马路
边向来深沉的楼房，在阳光
和白雪的奇妙作用下，也变
得柔和灵动起来。

“我回来了！”“快来吧，
饭都做好了，就等香菜了。”

“我出去了一趟，遇到好多有
趣的事……”

点评：作者观察非常仔
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描写得
生动形象，充满趣味。

雪花

趣味生活

冬季精灵

□洛阳市双语实验学校四（1）班 郭之一

雪，纷纷扬扬地飘着……
你像天堂里的天使，拍着轻盈
的翅膀，在天空中打着旋儿，
悠然降落人间。古人把你比
作飘忽的柳絮、盛开的梨花，
你是多么值得赞美和吟咏！

雪花，你是美丽的。你洁
白晶莹，玲珑剔透，轻盈好看，
宛如朵朵白莲，从茫茫太空徐
徐降落。看，你漫天起舞，令
人神思飘扬。

雪花，你是奇异的。每朵
小雪花都是一幅极其精美的
图案。你们既有共同之处，又
各具风姿。有的像明亮的小
星星，有的像一个个可爱的小
精灵……真是千姿百态，美不
胜收。世界上有不少雪花图
案的收集者，用毕生的精力，
拍下了数千张雪花的照片，竟
未发现彼此一样的图案。

瑞雪，你是宝贵的。你能

降低土温，冻死害虫，你又能
湿润土质，使庄稼有充足的
水分。你还含有许多氮的化
合物，是庄稼的好肥料。

雪，你是上帝的天使，人
间的精灵。我的心灵追随你
飞到了天堂，善良、美丽、纯洁
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指导老师 田帅

点评：语言流畅，感情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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