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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住一时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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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高中三（6）班 杨汉青

人人皆有欲望。有人为了
满足一时的欲望，不惜付出很大
代价，等到失去一切再悔悟，为
时已晚。忍住一时的欲望，提高
自己的能力，才能走得更远。

在《伤仲永》中，方仲永本是
神童，能书善写，若勤奋好学，日
后说不定能成为一代文豪。然
而，他的父亲目光短浅，只想着
让方仲永题诗写字来赚些小钱，
没有让他继续学习，终于导致方
仲永由天才变成了普通人。为
了眼前的利益，付出如此惨痛的
代价，实在是不明智。

文学家的笔下常在创造一
些类似方仲永的人物，他们为了
一时的欲望，付出很大代价，给

后世提供了借鉴。然而，当今社
会仍有不少这样的人。

一些黑心商家为了赚取蝇
头小利，不惜破坏环境，浪费资
源。有朝一日，被相关部门查
出，不仅财富不在，甚至还会身
败名裂。贪官污吏同样令人唾
弃。他们在其位不谋其事，没有
忍住对金钱的欲望，公然受贿，
殊不知他们终究会受到法律严
惩和道德谴责。因为一时的欲
望而做出覆水难收的事，害了自
己，还会连累他人。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也
不乏那些能够忍住一时欲望，终
成大事之人。刘邦入咸阳而不
称王，对项羽恭敬有加，等兵力

充沛后打败项羽，建立汉家王
朝；爱迪生发明电灯后声名大
噪，却未因此停下研究科学的脚
步，不断创新，一生的发明有两
千多项。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不
少定居在美国等地的科学家都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美国等地的
优厚待遇，选择回国。他们忍住
一时的欲望，却创造了令世人瞩
目的辉煌。

忍住一时欲望，莫要被欲望
冲昏了头脑，才能走得更远，飞
得更高。

点评：列举古今中外事例，
劝世人忍住一时欲望，将目光放
远。

放松心态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29）班 孙千惠

王安忆曾在书中写道：“没
有力量是因为不放松，任何一个
部位任何细微的紧张，都会抵消
这力量，妨碍这力量直达目的
地。”要想使力量直达目的地，就
应放松心态。

总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的
失败不是轻视导致的，而是由于
过分重视，过度紧张。由此看
来，做任何事情，都应放松心态，
压力太大，过度紧张会影响事情
的成功，放松心态，才能达到目
标。

放松心态，不是放纵，而是
调整。放松心态的目的是缓解
压力，而非自甘堕落。有张有
弛，才能调整过度紧张的情绪，
释放压力。人须有“张”，挽起满
腔的豪情壮志，快意拼搏；人须

有“弛”，“张”极之后松弛心情，
洗涤一路征尘，润泽疲惫的心
灵，有了心态的调整，才能以饱
满的热情，奔向终点。

放松心态，不是回避，而是
面对。若只是怨天尤人，终将被
压力打倒。孟浩然曾被王维邀
请到翰林院见面，以安慰他科举
考试落选的郁闷心情。不料，唐
玄宗突然驾到，要求作诗一首。
孟浩然便吟咏了《岁暮归南山》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
表面上是一连串的自责自怪，骨
子里却是不尽的怨天尤人。结
果，唐玄宗大怒，自此，孟浩然再
也没有得到唐皇的召唤，一个人
总是喜欢怨天尤人，他的心态
就会失衡，为压力所迫，畏缩不
前。

放松心态，不是止步不前，
而是心境淡泊。平常心之于陶
渊明，是桃花源的恬然自得；平
常心之于林清玄，是心如止水的
禅意；平常心之于梭罗，是瓦尔
登湖的宁静。孔明先生曾言：非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不要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中
迷失自我，放松心态，泰然处世，
荣辱不惊。

适度的压力会成为前进的
推动力，而一旦压力过度，便会
阻碍前行。这就需要我们放松
心态，面对压力，淡然处世。放
松心态，不急于事功，才能达到
目的。

点评：观点明确，条理清晰，
语言流畅。

领悟生活真谛
□郑州九中高三（8）班 王佳上

一个一个日子展开了我们
的生活，古人对生活各有感悟。
杜甫说：“爱日恩光蒙借贷。”他
把自己经历的每一天都归结为
施舍。韩愈说：“日月如跳丸。”
他感叹岁月光阴的无情流逝。
陶渊明的《移居》也是关于生活
的诗。

《移居》诗共二首，第一首：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
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
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
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
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
相与析。”这首诗的意思是：早就
想搬到南村来住了，不是为了要
挑什么好宅院。听说这里住着
不少品质高尚、心地善良的人，
我愿意与他们为邻，笑看日升日
落，在一起快乐地生活。我有这

个念头已经有了好多年，今天才
算把这件大事办完，一了心愿。
房屋很简朴，不必高大宽敞，只
要够摆床铺就能安然居住。左
邻右舍经常来串门，喝茶聊天，
闲谈往事；有好文章大家一同欣
赏，遇到疑难大家一同探讨。

“乐与数晨夕”这句诗中有
一个“数”字，数什么？数日子！
对于高中生来说，我们每天也会
数日子，一些同学惜时如金，仔
细制定学习计划；有些同学是这
样数的——伸手掐指一算：“今
天周一，明天周二，离周末还有
五天，天啊！要了命的五天啊！”
但陶渊明是怎么数日子的呢？
他是乐数晨夕，快乐地数，欣喜
地数，人家数日子可以把快感数
出来！那些度日如年的高中生，
把日子当成为了达到目标所绕

不开的路，因为消极，使路途枯
燥乏味，使时间变得可憎。对陶
渊明来说，周而复始的日子并非
逃之后快的牢狱，而是乐之而不
足的篇章，生活悠闲而充实。

只有把日子当成恩赐，我们
才会去悦纳它。其实，乐数晨夕
不仅是生活的技巧，也是生活的
质量、生活的心态。也许只有看
着时间的洪流淹没在岁月长河
里之后，无知少年才会长大成
熟，慢慢领悟生活的真谛！对陶
渊明来说，生活，其实再简单不
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生活在一
起，品茶读书聊天，使平凡的日
子变得五彩缤纷。

点评：从古诗写到高中生的
现状，规劝大家调整心态，领悟
生活真谛。

尊重他人亦被尊重
□郸城一高三（20）班 王阿贝

在云南，一位取钱的中年
男子脱掉沾满黄泥的雨靴和安
全帽后，光着脚走向取款机，取
好钱后，出来再穿上雨靴。这
一幕被市民拍下并传至网上，
当事人意外地成了网红。他那
天去取钱是为了给工友们发工
资，其脱靴取钱是为了不影响
原本干净整洁的环境。

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起热
议，众网友为这一“新晋网红”
点赞。

干净整洁的银行自助取款
区，包含着清洁人员的辛苦劳
动，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才
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公共环境。

同样是劳动者，他能够体
谅劳动的不易，尊重清洁人员
的劳动成果，脱掉沾满泥的鞋
子与帽子，以免破坏这份成果。

他通过小小举动，向众人
传递了正能量，引领了一轮道
德正视与反思，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尊重他人亦被他人尊重的
真理。

美国的一位出租车司机，
将其车内装饰得非常温馨——
车座上辅有毛绒坐垫，遮蔽板

上贴有复制的世界名画，车内
十分整洁。当有乘客问其原
因，那位司机说是为了给乘客
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从而
引起他们对这份成果的重视。

同时，他也透露他的出租
车在夜晚回清洁处时，仍然整
洁如初。

想必正是因为出租车司机
对乘客们的尊重，给他们提供
更加良好的环境，才博得乘客
们对司机劳动成果的重视与爱
护。

日常生活中，我们处理人
际关系时大多希望能够得到他
人的尊重，而往往忽视尊重的
双向性，即只有给予他人以肯
定与尊重才能赢得他人对自己
的尊重。

小小举动，蕴含巨大的正
能量。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博得众人的点赞与尊重，向社
会传递正能量，亦是对道德的
正视与呼吁。

点评：通过耳熟能详的事
例，呼吁人们从小事做起，尊重
他人。

善待你的痘痘
□长垣县宏力中学高三（13）班 王一

又在抠你脸上的痘痘了？
是的，它鼓鼓的像一个随时都
可能爆发的小火山！更可恨的
是，就算它消下去，也不忘留给
你或深或浅的疤痕。可你，就
是拿它没办法！你越生气，它
就越肆无忌惮；你越是想要早
点消灭它，它就越是不客气地
为你多留点记忆。

我猜你早已受够了它，曾
经白皙嫩滑的脸颊惹得多少人
羡慕嫉妒，它却让你引以为傲
的资本轻松地毁于一旦。而面
对它，你又不得不战战兢兢，因
为稍有不慎，它便可能卷土重
来。

尽管你如此痛恨它，我还
是要说：请善待你的痘痘。毕
竟，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不美好
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人生中
碰到的一切不如意，也自有它
的原因。

不能否认的是，因为痘痘
的存在，你不再热衷于垃圾食
品，反而冰箱里多了时令水果

和新鲜蔬菜；因为痘痘的存在，
你学会不再任性发脾气，知道
了控制不良情绪；因为痘痘的
存在，你也不再当夜猫子熬夜，
开始注意作息规律；因为痘痘
的存在，你也不再浓妆艳抹，转
而重视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痘痘的存在，你学会了调
理身体，慢慢学会了重视健康。

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
之八九。痘痘于我们而言，或
许就是那不如意。但恰巧，这
些不如意的事，最能磨炼你的
意志。就像骑车路上遇到的挡
路石，你讨厌它，却因为想要绕
开它而学会了转弯；像数学卷
上的压轴题，你畏惧它，但是一
旦克服，就成为你超越他人的
关键。只要认真对待它，它就
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所以，请善待你的痘痘，善
待你人生中的不如意。

点评：角度独特，观点新
颖，通过小痘痘讲述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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