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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

难忘记忆

□郑州四中高二（3）班 徐艺馨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单独买
超过一百元的“贵重”东西是上
高中后的事了。

那天放学，我瞒着爸妈跑到
商店买心仪已久的手表。我在
商店里无头苍蝇般逛着，不知是
否天气太热的缘故，汗从额头上
冒出，像爬满蚂蚁似的痒。

“一百五，少了不卖！”店员
拿着我鼓起勇气递给她的粉色
手表说。我揣紧兜里假期在家
做家务攒起来的钱，脸立马红了
起来。“能不能便宜点？我只带
了一百二。”我的声音小得跟蚊
子哼哼似的。店员用精明的眼
光打量着我，看得我心更慌了，
手不自觉地抖了起来。“好吧，一
百二就一百二！”她不耐烦地摆
摆手。我高兴地说声谢谢，立刻
将钱放到柜上，拿了手表顾不上
检查逃离了商柜。

我十分珍视这来之不易的
表。然而，我只戴了半天，它就
罢工不走了。无奈之下，我只得
硬着头皮再走一遭。

“这表是我昨天买的，不知
道怎么不走了……”我鼓起勇气
说。店员觉得我是个软柿子，轻
蔑地白了我一眼：“自己弄坏了
自己修，找我有什么用！”这时，
又有两个人来看表，店员立刻笑
脸迎了上去，临走时又瞪了我一
眼，像是在警告：赶紧走，别碍着
我做生意。店员凉薄的话和那
天被晾在店里的处境成了我心
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表被我丢在箱底。那次
经历成了难以启齿的回忆。直
到放假回家，妈妈从箱子里翻出
了那只手表，问：“这表挺好看
的，你自己买的吗？”一提到表，
我的鼻子像是吃了芥末一般难
受：“我开学时买的，就是……进
水了，不走了。”

“没事儿，明天拿到店里修
一修就行了。”妈妈温和的笑容
似是春风拂过，轻柔，温暖，我的
眼泪刷地涌了出来。

第二天，妈妈带我来到修表
店。看着妈妈将表递给修表师
傅，之前买表的情景涌入脑海，
一股强烈的退缩感在心中涌
起。妈妈紧紧拉着我，向我传递
着温暖的力量。“给，修好了。”就
在修表师傅将表递到我手中的
那一刻，长期以来压在我心中的
石头土崩瓦解。回家的路上，妈
妈牵着我的手告诉我任何时候
都不能害怕困难，任何困难都是
可以克服的。

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不会
总是平坦大道，我们要翻越一道
又一道坎，只有知难而上、努力
解决了，我们才能茁壮成长。学
习之路，何尝不是呢？

指导老师 李亚婧

点评：从一件小事悟出人生
成长的道理，叙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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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分析

网络文化 雅俗相融
□郑州十六中高二（6）班 李子涵

在网络社交腾飞的现
代社会中，网络用语随同着
互联网的普及，也在一步步
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从“白富美”到“傻白
甜”，从“高富帅”到“穷屌
丝”，年轻人将网络用语作
为自己的个性标签；从“蓝
瘦，香菇”到“丧气满满”，从

“稀饭”到“宝宝想哭”，人们
使用网络用语描述自己的
喜怒哀乐。这些不断更新
的新鲜词汇，带着强势的娱
乐性，如一涌喷泉，淹没了
人们的日常表达。

我们不得不承认网络
用语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灌
注了娱乐力量，但同时，我
们也不能忽视其副作用
——使表达陷入苍白匮乏
的尴尬境地。

当你说“我宣你”，却传
达不出如“今晚月色真美”
一般的絮絮深情；当你说

“神马都是浮云”，却不如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的豪气冲天；一
句“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不抵“了自不相顾，临堂空
复情”的凄凄切切；一句“穷
到吃土”拟不出“我要做远
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

短暂情人”的优雅风趣。
当深入传统文化的丰

富底蕴，其优美的字句，其
婉转情怀，是一把真正开启
语言大门的钥匙。

当然，我们无法将千百
年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与
新兴的网络用语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在历史长河中流经下来的
深厚墨迹面前，网络用语的
浅薄不言而喻。经得起推
敲，承得起深情，的确是选
择表达的不二原则。

时代日新月异，在繁忙
的现代生活中，一些“快餐
式”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
力；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新兴文化的强大
后盾。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
分子，我们开放——接受新
兴文化；我们风趣——使用
娱乐语言。但是，我们同时
有情怀——爱护、敬仰传统
文化。雅俗相融，雅俗共
赏。

指导老师 高艳娟

点评：既指出了网络用
语的弊端，也表达了包容的
态度，观点明确。

身边风景也动人
凡人不凡

□许昌市第十二中学八（14）班 丁雨化

在千奇万变的大自然
中，有许许多多耀眼的风
景，但最动人的风景来自人
心的美丽，它往往是我们所
忽略的最不起眼的存在。

说到最不起眼的存在，
估计就是我们城市的净化
者——环卫工人了。说到
环卫工人，大家并不陌生，
任何一条街道、小巷都有他
们的身影。橘色的外套，从
额头上流下的汗珠，构成了
亮丽的风景。我的一个叔
伯，他就是一个环卫工。听
他讲，大多数环卫工都是四
点多钟起床，有的甚至更
早。因为要赶在人们起床、
上班之前打扫出一条干净
的街道。他们为这个社会
做的贡献，值得我们尊重。

有一次，我走在去补习
班的路上，看到一个环卫工
阿姨正在清理下水道口的
垃圾。头上烈日炎炎，阿姨
头上的汗珠直流，我对她的
耐力和勤劳充满敬意。这
时，一个路人随手向下水道
口丢了一个空瓶，瓶子恰好

砸到了阿姨的手。可是那
人也不道歉，眼神不屑一
顾。

我替一旁的阿姨不平，
道：“这人怎么回事，乱扔垃
圾砸着人了也不说对不
起！”

阿姨笑了笑：“没事，我
们是社会底层，习惯了！”

这句话让我印象深
刻。虽然话语卑微，但是环
卫工所付出的努力和勤奋
却是有目共睹的。正是他
们给我们带来了优美的环
境，这何尝不是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呢？

生活中从不缺少美丽
动人的风景线，缺的是发现
美的一双亮眼。所以，不要
只看到华丽的外表，多留意
那些不起眼的存在，那么生
活会更美好，每一处风景都
会变得更动人。

点评：将关注点放在被
忽略的环卫工身上，从他们
身上发现闪光点，充满人文
关怀。

神奇自然

大风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五（9）班 许乐心

郑州的春天，大风经常来
走动。这天，走在小区的花园
里，我就有一种不妙的预感。
果然，一阵狂风吹来，吹得我呼
吸都觉得困难。我赶快拉紧衣
襟儿，戴好帽子，接受“风大王”
对我的考验。

“呼——”一阵大风吹来，
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下，如同
一个个跳伞运动员背着降落伞
陆陆续续地跳下飞机一样，吹
得草地上的花儿、小草都低下
了头，弯下了腰，有的花儿的花
瓣都吹走了。地上的尘土随风
飞扬，我只能眯着眼睛看路。
眼前灰蒙蒙的，我像被笼罩在
灰沙大阵之中。

“呼——呼——”，接着又
是一阵更大的风，体重60斤的
我简直要被大风吹跑了！我抬
起手挡住眼睛，弓着腰，艰难前

行。“哗哗”几根干树枝落在了
离我不远的草坪上，幸好没有
被砸到，万幸万幸！我抬头眯
着眼一瞧，头上几个大树枝摇
摇欲坠，吓得我心惊肉跳：不
会砸到我吧？突然“咣当当
——”一片声音，我一惊，原来
自行车都抵抗不住大风的“狂
击”，像多米诺骨牌一辆一辆
都倒下了……

终于风平了。天空蔚蓝，
像蓝宝石一样。原来是大风吹
走了雾霾，让天又蓝了。

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大风
呀！

指导老师 岳丽敏

点评：作者观察仔细，描写
细致，将亲身感受到的风之大
形象地写了出来。结尾简洁有
力。

幸福往事

有守候就有幸福
□民权第一初级中学九（17）班 付梦杰

那些零散的情节，温暖了
一枕的冷清。记忆，仿佛一扇
窗，让人望见幸福的深处。

一
闲暇里，您总会坐在屋院

门口，或是摇着蒲扇，或是哼着
小曲，在落日余晖中等我回
家。西院里种着一棵槐树，四
五月份时，树枝上挂满银灿灿
的花，满院浮动着丝丝清甜的
香气。每每这时，您总会做出
一锅香喷喷的槐花饭，满院飘
香。夏日午后，院中，绿荫匝
地，阳光从浓密的树荫中，洒落
一地的金黄。这时候，我总喜
欢院中荡秋千，花狗不停地舔
着脸盆里的水，老猫在您的脚
边打着盹。玩累了，您便拿出
枣糕，我咬一口，便醉倒在旧日
的时光里。

二
渐渐地，我已不再是小时

候的自己。那日，我偷偷拿了
邻居阿姨一对耳环，我怕极了，
怕您会凶我。落日后，我依然
在外面游荡。天终于黑了，我
蹑手蹑脚地回了家。灯还亮
着，您红着眼睛，坐在沙发上，
唤了我一声，声音嘶哑。我知
道刚才您一定哭过，我鼻头一
酸，哭着向您跑去。您抱着我，

晃啊晃的，就像小时候荡秋千
一样。您温柔地说：“知道错，
改了，就是好孩子。”我用力点
点头，今生，不会再让您失望。

三
就像天终要黑下来，您也

要离开我。病床上的您，很安
静。但对于我来说，我所依靠
的天要塌了。我哭得稀里哗
啦，说了许多心里话，您都听到
了吗？

别人说我很不幸，没有父
母的疼爱，可您却给了我世上
所有的幸运。您日日夜夜陪伴
着我，把我娇养得像朵花。还
有那年我做的蠢事——您知道
吗？当我看到那对耳环，我想，
您要是戴上该有多好看。我真
的好喜欢。事发后，您拿钱赎
了它，息事宁人，守候着我……

静静的，病房里的您在听
吗？祖母，您做的槐花馍，真的
很好吃，您讲的故事，真的很好
听，您的一笑一颦，真的很好看
……还有，您给我的守候真的
很幸福，我会永远锁在记忆深
处。

指导老师 卢凤勇

点评：语言流畅，感情真挚
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