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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师恩

读书感悟

幸福人生

我们的谢师方式

机智狡黠的列那狐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32）班 张祁添

□大河报小记者、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澳新三（1）
班 张景轩

那天是教师节，第一节是
间，科学安排学习。看她每天
化学课，临近上课，教室里异
讲课累得口干舌燥，建议送给
常平静，同学们焦急地等待着
她一个保温杯。
化学老师李老师。
语文课代表说，时老师文
随着上课铃响起，李老师
质彬彬、满腹经纶，硬笔书法
健步走进教室，同学们没有像
写得好，课堂上板书工整又漂
往常一样起立问好。她正在
亮。好字配好笔，为她买一支
为这一反常现象感到奇怪时， 钢笔比较合适。
低头看到讲台上包装精美的
英语课代表说，陈老师不
水果——红红的桃子和黑黑
仅口语流利、发音准确，还非
的布林，拿起水果的瞬间全班
常洋气，特别是满头秀发，想
同学齐齐站起来，异口同声地
送她气垫梳。
喊：
“桃子李子，祝老师桃李满
…… ……
天下！”看到这一幕，李老师脸
作为劳动委员，看到美术
上疑惑和不解的表情变成了
鉴赏书上的桃子图画，联想到
惊喜和感动。
“桃李满天下”，建议把各科老
接下来第二节课、第三节
师的教师节礼物统一确定为
课……同样的惊喜送给了其
水果——桃子和李子，并介绍
他任课老师。当天最后一节
了自己的想法和寓意。听我
课地理老师收到礼物时，我和
一说，其他班委纷纷称赞我的
班长相视而笑、击掌庆祝！
想法有创意，班长肯定了我的
教师节前，班委们一直想
建议并当场分工实施，才有了
用一种“惊喜+感动”的方式
让老师们惊喜和感动的一幕。
感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大
师恩如海，亲爱的老师，
家围绕“送什么既有寓意又能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感谢您、祝
表心情”进行了热烈讨论。
福您！
数学课代表说，王老师心
思缜密、思维清晰，作为班主
点评：文章叙述完整，有
任时刻想着让我们充分利用时
新意。

军训经历

我的军训我的班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一（5）班 郭家识
十天的军训生活在充实
一位同学偷懒耍滑，有的只是
的训练中偷偷溜走。这十天
整齐划一的步伐和昂扬向上
让我明白，何为军人，何为军
的精神。我们刻苦、执着，换
魂。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美
来了荣耀的一等奖。
好珍藏。
告别那天，胡教官静静地
最令人难忘的是两位教
坐在后面，雷教官在讲台上训
官对我的影响，两位教官一遍
话。我不会忘记老雷一边说
一遍地强调，使我养成了不拖 “大家都开心点，不要这么伤
泥带水的生活习惯。
感”，一边红着眼睛转过身背
还记得第一次集合，雷教
着我们。我不会忘记嘴角挂
官大声喊道：
“我数十秒钟，所
着笑，眼泪却在眼眶中打转的
有人在我面前集合。”然而十
感 觉 ；不 会 忘 记 一 边 吸 着 鼻
秒过去了，还有不少人仍在喝
子，一边强忍着不哭出声的感
水，集合的人寥寥无几且杂乱
觉。我想这也许就是男人之
无章。看到这一幕，雷教官沉
间的友谊，没有一个人想把自
默了，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
己最难看的样子表现出来。
有罚我们，只是用严肃的语气
这感觉我永远无法忘记！
告诉我们，服从命令是军人的
天职。那一刻，我开始明白，
点评：写出了教官的严厉
军人为何那般刚毅。
和同学的变化，最后感情让人
还记得第一次站军姿，仅
感动。
仅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开始
东倒西歪。教官说：
“ 把身体
拔起来，身要正，胸要挺，颈要
直，眼睛都给我瞪大，要有杀
气！”作为一个生活于和平年
代的学生，我们何时体会到过
杀气？然而慢慢地我懂了。
在五分钟后的每一分每一秒
中，我们都在坚持。透支的是
体力，但恢复的是意志。我们
不屈不挠，挑战自我。
会 演 前 的 彩 排 ，烈 日 之
下，所有人都一丝不苟，没有
一位同学选择休息，没有

我读过很多书，但印象
最深的一本是《列那狐的故
事》。书中运用幽默风趣的
语言，把聪明、机警、狡黠的
列那狐，
描写得活灵活现。
传说，夏娃和亚当因为
偷吃了善恶果，被上帝赶出
了伊甸园。上帝赐予亚当
一根神奇的木棒，只要用它
敲打水面，就会出现一种有
用的动物。一次，两人争抢
神棒，神棒断了，触及水面，
一下子出现了很多动物，狐
狸列那就这样诞生了。
一年冬天，列那一家没
有食物吃，于是，它决定出
去找点吃的。一出门，它就
发现了一个卖鱼的人坐着
拉鱼车过来，它装死躺在地
上，不一会儿，卖鱼的人过
来了，发现了地上有一只狐
狸。卖鱼的人高兴极了，因
为狐狸的皮毛可以卖很高
的价钱。于是，卖鱼的人把
列那和鱼放在一起。列那

咬开一个鱼篓，先自己吃了
个饱。然后，它又咬开一个
鱼篓，把鱼穿成一串，挂在
脖子上，带回去给家人吃。
等卖鱼的人发现，列那早已
跑远了。
你看，列那多聪明、多
狡猾呀！它捉弄贪婪的狼、
狗熊等强大的对手，让狮王
身陷绝境，有时还用诡计欺
负弱小动物。
我们要向列那学习，遇
到困难想办法，被别人捉弄
了也能够很快调整心态，积
极应对，变被动为主动。当
然，我们不能学习它的花言
巧语、骗人招数。
这本书很有趣，让我明
白，只要我们积极想办法，
就可以解决问题，成为真正
的胜利者。
指导老师 孙玉荣
点评：语言流畅，逻辑
清晰。

假期收获

“糟糕”
的暑假
□大河报小记者、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五（1）班 韦霁航
期末考试完我就在想：
我要把这个暑假变成最棒
的假期！我要去张家界爬
山、承德避暑、成都吃小吃
……可是，事与愿违，刚刚
过去的这个暑假可以说是
最
“糟糕”
的假期了。
刚放暑假，弟弟就生病
了，咳嗽、发高烧，去医院一
检查，居然是肺炎！爸爸妈
妈 担 心 他 的 病 情 ，睡 不 安
稳，非常疲惫。看到大人忙
碌、疲惫的身影，我感觉自
己也该做点什么，于是主动
照顾弟弟喝药，陪他玩耍，
逗他开心……经过十几天
的治疗，
弟弟总算好了。
弟弟出院以后，需要静
养 ，于 是 我 们 就 回 了 姥 姥
家。每天，姥姥、姥爷都在
厨房里忙，姥姥每天还要洗
比平时多两倍的衣服，非常
辛苦。慢慢地，我也知道每
次饭前帮助大人摆碗筷，饭
后收拾碗筷、洗碗、扫地，还

帮妈妈洗衣服、晾衣服。
在弟弟病情刚刚痊愈，
大家稍微松一口气的时候，
爸爸突然把腰扭伤了，躺在
床上好几天，于是所有的家
务活全部压在了妈妈一个
人身上。我的两个姑姑知
道后，请假前来探望，帮助
做家务，把家收拾得干干净
净。我又一次体会到了亲
情是如此重要！
感恩不需要惊天动地，
只要一个小小的行动，一句
轻声的问候，一声衷心的祝
福。经过这一特殊的暑假，
我逐渐明白了，亲情与感恩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和
美好。现在想一想，这个暑
假并不算“糟糕”，它也许是
我有生以来收获最大的一
个暑假！
指导老师 吴周利
点评：从小事情中发现
大道理，
学会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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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于人生
中的幸福
□郑州七中高三（17）班
宋婳益
我时常在想，到底什么是
幸福？在某个茶余饭后的瞬间
环顾四下，我明白——其实，那
就是你。
儿时的幸福是拨浪鼓，是
母亲的体香。那时的幸福像阳
光，带给我们温暖。后来，等我
们长大，我们在花一般的年龄，
并 不 向 阳 绽 放 ，而 向 父 母“ 怒
放”。你听，好像每当回忆起这
一章目，就能听到歇斯底里的
争吵和摔门声。这一段故事的
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在幸
福里迷失方向，遁入暗道，又突
然让我们沐浴阳光，
迎接美好。
随着人生三万多天时光的
沙漏悄然流去五千多天，我们
和幸福又见面了。我们从餐桌
上的土豆丝、饭后的水果块、父
母间的小恩爱、彻夜与父母的
交心中，感受到了期盼许久的
小确幸。但对于此时的我们而
言，幸福还隐藏在追求梦想的
过程。
我们在“负箧曳屣行深山
巨 谷 中 ，穷 冬 烈 风 ，大 雪 深 数
尺，足肤皲裂而不知”里感受毅
力；在“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中体味孤苦；在“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里接触豁
达；最终，我们在“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里铭记
祖国；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中提炼个人灵魂。同时，我们
关注南海主权、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我们惊异于
屠呦呦如何能在宁静中见神
奇，并憧憬马斯克开启的太空
私人运营新时代；重读经典《红
楼梦》，品味新视角下黛玉的唯
唯诺诺；歌颂并纪念霍金的 76
年地球之旅……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
花 扑 鼻 香 。”从 书 本 中 缓 缓 抬
头，
感悟到梦想那颗炽热的心牵
动着我们的脚掌，
去做一个改变
人类未来的梦……梦想总是要
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想到这里，困惑我好长时
间的问题渐渐清晰。幸福是什
么？那就是你自己。倘若你可
以看到自己的心脏，你会发现，
幸福可以是：品懂了父亲这杯
苦涩的茶；领悟了木心先生的
“从前的日子变得慢”；明白了
“到最贫穷偏远山区去支教”的
生命意义；读透了龙应台“所谓
母子一场不过是陪他走过一段
路，然后看他的背影在路尽头
的转弯处逐渐消失成一个点”
这段话……
人生三万多天的路这样走
过，其实就是常言所道的“幸福
的一生”。想到这儿，我忽然感
到未来可期，准备好奔跑着捡
拾我一生的幸福……
点评：
多角度挖掘幸福，
最终
发现人生是否幸福关键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