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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生对话
□郑州市龙湖一中高二（7）班 吴丽姝

梦，是每个孩子心中最
纯真的向往。对于梦，我们
都不陌生，但什么是中国
梦？

在历史的漫漫长途中，
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
顺，其中有许多坎坷。中
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
承载了太多的荣耀和屈
辱。曲折的历史记载了中
国蜕变的过程。雄鹰要想
学会飞翔就必须不畏于折
断翅膀，人要想成功就必须
经过挫折，而一个国家要想
真正富强，就必须敢于直面
黑暗！我们每个华夏儿女
的中国梦，使中华民族历经
沧桑而不衰，百经磨难而更
强！我以为，一切以祖国繁
荣富强为目标的梦想，就是
中国梦！

作为中学生，或许有人
会觉得我们还小，稚嫩的肩
膀尚扛不起生活的重担，我
们单纯清澈的双眸，还辨不
清光怪陆离的色彩。但，祖
国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的
身上！正如梁启超先生所
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
则国强。只要我们有了目
标，国家也就有了目标！

或许这个过程很艰难，
但人的一生有很多种活法，
我们可以选择一生碌碌无

为，就这样平淡下去，我们
也可以选择倾尽全力，为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做出贡
献。我们有梦想，我们想为
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哪
怕失败！但请一定记住：明
天总是要面对的，我们如果
还想继续走下去，只能勇往
直前。“天空不会留下鸟的
痕迹，但我已经飞过”，如果
我尽力了，却依然抵达不了
梦的彼岸，我无悔，因为至
少我奋斗过！如果我付出
了，得到的却是不成正比的
收获，我无悔，因为至少我
付出过！

人生因梦想而高飞，人
性因梦想而伟大。从小给
自己一个梦想、一个远大的
目标，从而让梦想带着自己
在人生辽阔的天空中自由
飞翔。

中国梦既是民族复兴
之梦，也是复兴过程中我们
每一位同学自我实现之梦，
社会、国家、个人原本是连
在一起的，互为前提，彼此
成全。国家梦为个人梦提
供了发展的机会，无数中国
人的梦连在一起，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才能实现！

点评：观点明确，逻辑
清晰，催人奋进。

我爱四季
□永城市胜利中学八（4）班 刘婷

百花争艳的春天充满
活力，烈日当空的夏天富有
热情，瓜果飘香的秋天香气
诱人，白雪飘飘的冬天令人
遐想。四季分明，各有千
秋，犹如四个姐妹。

春天，阳光明媚，风和
日丽。风暖暖的，轻轻拂
过，世上所有小生命都苏醒
了，呈现出勃勃生机，到处
洋溢着清新自然的气息。

春风吹醒万物，也舒展
了文人墨客的笔触，这才孕
育出“不知细叶谁裁出，二
月春风似剪刀”“等闲识得
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的优美诗句。

夏季烈日炎炎，百花盛
开。夏日的早晨，瓦蓝的天

空像玻璃一样清澈透明，嫩
草上的露珠晶莹剔透，细风
轻轻地吹拂，就像慈祥的母
亲抚摸着孩子的脸，风里裹
着花的清香，带着泥土的气
息，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秋天硕果累累，红叶胜
花。稻谷成熟，沉甸甸的穗
子压得稻秆直不起腰，秋风
吹过，掀起一波波金色波
浪。在稻田中，辛勤的农民
伯伯头顶烈日，脚踩泥土，
忙着收割，他们汗流浃背，
汗珠像雨点般洒落在地上。

冬天，洁白无瑕，冰天
雪地。在灰色的天空中，总
能看到一群群南去的鸟儿，
点缀着天空，为冬日注入生
机。冬日里漫天飞雪，犹如
白色精灵，银装素裹，使世
界亮丽起来……

四季更替，就像一幅幅
山水画，我爱四季！

指导老师 张建树

点评：语言流畅，用词
准确，比喻恰当。

童年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一小
六（1）班 李思颖

回想童年，我还记得，那
榆树下嬉戏的身影，当然，还
有那可爱动物的陪伴。树阴
层层，水天一色的故乡，自由
自在的我，书写了那一年的
春天。

回到家乡，我第一刻的
感觉，就是这里的宁静与
美。午后，我走向不远处的
溪流，在树阴下读书。我正
读着书，突然，书上映出了一
个影子，我抬头一看，一群年
龄与我相仿的孩子站在我面
前，一个女孩有些羞涩地对
我说：“你想和我们一起玩
吗？”我欣然同意，我们在林
间奔跑，玩“抓人”游戏；我们
在草丛嬉戏、编花环。后
来。我们又回到小溪边，坐
在地上休息。一只小狗跑到
我们身边，我们逗起了它，拿
着草去挠它的鼻尖，小狗发
出奇怪的声音，我们都被它
逗笑了。

忽然，小狗开始在小溪
边的泥土上挖洞，像着了魔
似的，我们都聚精会神地看
着它，只见它的两条后腿“扑
腾扑腾”地踢着，前腿有时向
前推几下土，那样子让我有
点想笑。看着小狗一点一点
地往下滑，我暗自担心“小狗
不会掉下去吧”，就像是要印
证我的想法似的，只听“扑
通”一声，小狗就消失在我们
的视线里，我们都吓坏了，全
都跑到溪边，紧张地往水中
看。咦？一个湿漉漉的小脑
袋正向岸边移动，哎呀，差点
忘了，小狗是会游泳的。过
了一会儿，它就从水中爬出
来，我们看着这只“落水狗”，
不禁哄堂大笑。

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
都会莞尔，家乡的童年时光
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当
然，也是难以忘怀的。

指导老师 杨静

点评：将童年趣事写得
神奇、有趣，表达了对故乡的
留恋。

“抠门”的姥姥
□河南省安阳市钢城小学四（1）班 刘思滕

姥姥虽已年近七十，可
“抠门”的习惯依旧改不了。

“抠门”的姥姥对用过的
每一滴水都不轻易倒掉。家
里的厕所里总是摆着大大小
小的水桶，她用洗衣水拖地，
用洗菜水、淘米水浇花，用刷
碗水冲马桶。我对姥姥的

“抠门”不屑一顾，上完厕所，
总是随手一按，将水箱里的
水放得干干净净。姥姥每次
听见了，都会立刻跑过来，冲
我喊道：“臭小子，说你多少
次了，上完厕所用水桶里的
水冲马桶！”姥姥的话对于我
就像“耳旁风”。终于，姥姥
使出了“杀手锏”——把马桶
后面的进水阀门关了，我只
好乖乖就范。姥姥不仅盯着
我，还管着姥爷用水。以前，
姥爷总是用自来水浇花，姥
姥看见了，便嘟囔：“用自来
水浇花既浪费水，又没营养，
用淘米水浇花对花更好。”被
姥姥训斥一番后，姥爷也养
成了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每次
浇花都用洗菜水或淘米水。

姥姥不仅“抠水”，还“抠
电”。姥姥做饭时能开窗户
就不开抽油烟机；晚上看电
视从不开灯；夏天从不开空
调，就连电风扇也不开。姥
爷有时候耐不住热，每每想
偷偷开空调时，总逃不过姥
姥的“火眼金睛”。因此，姥
爷也逐渐放弃了开空调的念

头，实在热了就打开大门，搬
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吹吹“过
堂风”。前段时间，姥姥听说
用LED灯省电，便叫爸爸从
网上买了许多，把家里所有
的灯泡来了个“大换血”。

“抠门”姥姥买菜从不用
塑料袋，每次出门都提着一
个布兜。连用过的纸，她也
不放过。每次我写作文打草
稿时，她就让我用已经用过
一面的纸。在她的影响下，
我也学会了把用过的本子留
着，用来练字或验算。姥姥
身体不好，常常去药店买
药。她从不让爸爸开车送，
非要自己骑车去，每次回来
都汗流浃背。我们劝她：“您
那么大年纪了，干吗总是这
么抠？家里条件也不错，该
享享福了！”谁知姥姥说：“你
们没看电视、报纸上经常报
道，我国水资源严重缺乏，有
一亿人用不到电，现在全球
气温上升，环境污染严重，再
不注重节能减排，我们的生
活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原来，姥姥“抠门”是为
了环保！从此，我们一家再
也不说姥姥“抠门”了，都称
她是“环保”姥姥！

指导老师 阎长运

点评：通过具体事例，写
出了姥姥“抠门”的特点，表
达了对姥姥的敬佩之情。

家乡的味道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机车小学三（3）班 胡潇榕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
的美食。我的家乡——洛阳
也有风味小吃，如洛阳水席、
小街锅贴、浆面条……但我最
爱的是洛阳的早餐——汤。

洛阳人向来喜欢喝汤，
这汤汤水水也贯穿了洛阳几
千年的饮食历史。由于洛阳
雨水较少、气候干燥等原因，
洛阳人便经常用喝汤的方式
来取暖、去燥、润肠润肺。洛
阳的汤种类有很多：羊肉汤、
牛肉汤、驴肉汤、豆腐汤、丸
子汤等，大大小小的汤馆遍
布洛阳的大街小巷。每个汤
馆里都能看到端着碗在取汤
口排队等候的场面，特别是
早上，不论男女老少，总能把
汤馆的桌位占得满满的，找
不到桌位的食客，任性地端
着碗跑到门口，或站着，或蹲
着，津津有味地喝起来，直喝
得大汗淋漓，满口生香，形成
古都一道风景线。

洛阳的汤好喝，是因为
做法有讲究。一是熬汤舍得
花时间，往往是头天傍晚开
始熬，整整熬一个晚上。二

是舍得放佐料，每个汤锅里
都有一个小孩枕头般大小的
佐料袋，据说里面有花椒、八
角、肉桂之类的香料。当然
每家的佐料里面都有秘不示
人的东西或祖传秘方，给洛
阳这古老的汤文化又增添了
神秘色彩！

洛阳人喝汤还有一个特
点——添汤不花钱。你买一
碗汤，就算添个十碗八碗，汤
馆老板也是乐呵呵接待，绝
不会多收你一分钱。我们洛
阳人就是这么耿直实在！早
上带上五六元钱，包你喝得
胃暖肚圆。小小年纪的我有
的时候也能喝两碗汤呢！那
畅快淋漓的感觉只有喝过的
人才知道。

大街上形形色色的汤馆
成了洛阳独特的标志。欢迎
朋友们来洛阳游古迹、赏牡
丹，顺便再尝一尝我们的汤！

指导老师 李峥

点评：从汤的特点到做
法，具体描述了洛阳人对汤
的喜爱。

故乡记忆 追求梦想

季节更替

特点美食

环保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