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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花疏影的光景，是该
放风筝的日子。我前去看
你，你的腰疼病又犯了。你
的病，是我心中一个结。

中考前的一段日子，每
日争分夺秒，秉烛夜读，身
心俱疲，会失眠。我们两个
晚上是一起睡的，你上了年
纪，终日拾掇，于是鼾声如
雷，我一次又一次在夜里睁
开双眼，又在恼怒中睡去。
我不忍在夜晚把你叫醒。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我
晚上的睡眠质量渐渐提升。
大概是因为太累了吧，上床
即倒。夜晚没有被你吵醒，
睡得也安稳。我以为，你不
像曾经那样忙碌了，所以晚
上睡时悄声无息。

有天晚上我半夜醒来，
发现枕边空无一人，摸索着
开了灯走出去。到了客厅，
看到的一幕让我不禁落
泪。你紧紧裹着被子，身子
蜷缩着，腰弯成了一个诡异
的弧度，躺在沙发上。沙发
很短，也许是睡姿不好，你
的鼾声更重了。身上裹着
的被子跟着你呼吸的动作
一起一伏。

我悄悄走进屋，没有叫
醒你。夜晚的安稳是你对
我的爱与坚持。这一点，我
又何尝不知？第二天我便
揭穿了你的秘密。“睡沙发
干什么？你鼾声那么响，不
顶用的。”我这样说着，心里
掠过一丝不忍。可是，不这

样说，又怎能说服固执的
你。你摇摇头：“总归是好
一点。”我劝不过你，觉得无
奈，可更多的是感动。

将近一个月，你坚持躺
在沙发上睡，却躺坏了自己
的腰。思绪戛然而止，我悄
悄拭去眼泪。问你：“奶奶，
腰好些了吗？”你点头，给我一
个温暖的笑容。我也笑了，衷
心祝你能够尽快好起来。

佛曰：“今生五百次回
眸，可换来世一次相见。”奶
奶，我愿用我一生回眸，换你
一世欢喜。

指导老师 谷兰

点评：从生活中的一件小
事，写出了奶奶对自己的爱。

英国著名作家克莱尔·
麦克福尔曾说过，“如果命
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那么
谁会是你灵魂的摆渡人？”
朋友，我告诉你：爱，是你灵
魂的摆渡人。

冬去春来，我们以为这
是再正常不过的季节更
替。可有谁能想到，这是春
天对大自然的厚爱呢。我
们渴望晴朗的天空，可是当
炎炎烈日挂在头顶，此起彼
伏的蝉鸣叨扰我们的耳朵
时，恐怕有人会厌恶。可又
有谁会发现这是知了对生
活的讴歌和热爱。诗情画
意般的自然风光，其间充满
了爱，可是我们却忽略了。

世界上其实并不缺少

爱，缺少的是善于发现爱的
眼睛。平凡的生活，充满了
许多被忽略的爱。寒冷的
冬晨，我们极不情愿地从被
窝里钻出来，渴望用温水洗
一把脸，但是爸爸妈妈却极
力叫我们用凉水，因为冬天
用凉水洗脸可以预防感冒，
这背后是被我们忽略的爸
妈对我们的爱。为了避免
迟到，我们总是只顾匆忙赶
路，却不小心闯了红灯。警
察叔叔拦住去路，不仅狠狠
地批评，还反复告诫闯红灯
的危害。很多时候，我们都
会不以为然，然而谁又能明
白看似严厉的批评背后隐
藏着警察叔叔对生命的尊
重和热爱！可这种爱又被

我们忽略了。
有一首歌说，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
美好的人间。可是当爱来
临时，真正需要的是我们感
受到爱的存在，并自觉地接
受爱、感恩爱。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历经伤痛、悲欢
之后，获得家庭的幸福、社
会的和谐。只要心怀感恩，
充满阳光，我们就会发现世
界上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
的爱。细细品味，爱的甜蜜
就会溢满心头。但愿人人
都能发现爱、接受爱、付出
爱。

点评：通过身边小事，
呼吁大家发现美好和爱。

难忘的军训纪律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一（22）班 张智坚

你是我一生的暖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高三（22）班 何泽秀

被忽略的爱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五（6）班 吴治平

我小时候去妈妈的办
公室玩，喜欢看办公室窗前
那些郁郁葱葱的大树以及
成片的花草。我管这些花
草树木的集合叫“迷你森
林”。从小在花草树木里泡
大的我，自然很喜欢它们。

之前家里空间小，没
有地方养花，搬了新家后，
我们家比之前大了很多。
本来就想养花的我加上家
里人的支持，终于如愿以
偿。我们买了花架、花草和
工具。接下来，就开始养花
喽！

妈妈喜欢绿萝，我们
买了好多绿萝放在家里，
绿萝特别好养。我们又把
它分成一枝一枝的，把分
出来的枝养在水里。这么
一枝一枝分出来、种下去，
种下去、分出来，现在，我
们家已经有二十几盆绿萝
了。这些绿萝把我家的窗

台装点得生机盎然。
我们家养的有栀子

花、茉莉花、多肉植物、柠
檬树、常春藤等，它们在我
的精心照料下长得很好，
栀子花、茉莉花、柠檬树开
花的时候，整个客厅都弥
漫着淡淡的香气，让人心旷
神怡。但我的花也发生过

“悲剧”，比如长寿花，因为
我浇水太勤把根泡烂了，当
时伤心了一天，后来释然
了。毕竟我不是养花的行
家，况且养花之路漫漫，我
还将上下而求索。

养花让我知道了无论
做什么事都不能太过。水
太多，植物的根会被泡烂；
肥太多，植物的根会被烧
坏。人和花一样，我们要
适可而止，不贪多。

点评：从养花中悟出
人生大道理，语言流畅。

你听，那是什么声
音？是山泉的叮咚声，是
小草的破土声，是秋风的
萧瑟声，还是幼鸟的叽喳
声。

你看，那是什么东
西？是奔腾的大海，是开
放的花朵，是飞舞的蝴蝶，
又或是可爱的兔子。

这世间的所有，这大
自然的一切，是多么美
妙！那么，我来了。

你猜我从哪来？我从
天上来，我从云里来，我从
空中来。那你再猜猜我是
什么？我是天上的一抹
虹，我是空中的一朵云。
说了这么多，都忘了自我
介绍：我叫雨。

我从空中飘下，看到
了许多。当然，包括你的
容颜。我从空中飘下，听
到了许多。当然，包括你
一切的声音。我从空中飘
下，感到了许多。当然，包
括你很多的心声。我从空
中飘下，爱上了许多。当
然，包括你。

你知道吗？我喜欢绽

放笑容的花，喜欢破土而
出的草，喜欢百年不倒的
树，喜欢叽喳不停的鸟，喜
欢一望无边的海，还喜欢
多姿多彩的你。大自然，
你喜欢调皮可爱的我吗？

你听，你看。那天空
中的比翼鸟正幸福地双
飞，那水中的鱼正高兴地
吐泡泡，那大地上的一花
一树都在跟着我的节奏舞
动……

渐渐地，我变小了。
这就是我的妈妈叫我回家
了。可是我还不想离开。
我还有好多景色没有看
完，还有好多歌声没有听
够，还有好多心声没有倾
诉……

我要走了。等到下一
次，你看到雨时，就对它笑
一笑，招一招手。因为，那
就是我啊。

叮咚……叮咚……
指导老师 王豪

点评：作者以“雨”的
视角写出了对大自然美景
一切的热爱，语句优美。

养花记
□郑州市优胜路小学五（8）班 刘宇轩

与你邂逅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六（1）班 单诗洁

高中军训已成往事，但
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
新，有很多难忘的体会。

其实最让我难忘的还是
纪律。纪律很奇妙，虽看不
见摸不着，却半步不得跨
越。记得军训的第一天，骄
阳似火，我们在训练站军
姿。正在艰难地忍受毒辣的
太阳之际，一只飞虫飞到我
脖子后面，又痒又疼。由于
军纪严肃，只得寄希望于虫
子自己飞走，一分钟，两分钟
……竟然赖着不走了！我眼
睛向四周一瞟，见教官不在，
便偷偷伸手赶走了虫子。刚
想为自己的侥幸得意，背后
却挨了教官一巴掌。“打报告
了吗？”“没，没有。”我心中懊
恼，心想：不就打了一只虫子
吗？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吗？

晚上下起雨来，我躺在
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雨
声，雨星偶尔钻过窗户飞到
我的脸上，让我清醒了很

多。正像教官讲的“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解放军之所
以取得胜利，其中一条就是
严格的纪律！如果没有纪
律，各唱各的调，各拉各的
套，那便是一盘散沙，没有任
何战斗力可言。教官警告
我，也是在对我进行纪律养
成教育。

认识到这些之后，我的
心里顺畅多了，我努力做遵
守纪律的模范。在一次会操
演习时，我的鞋被踩掉，脚扭
伤了。其实我可以向教官打
个报告停下来，但我的纪律
意识告诉我，不能这样做！
我一瘸一拐地坚持到了最
后，赢得了教官和老师的认
可。在军训结束时，还获得了

“军训优秀生”的荣誉证书。
难忘教官的那句话：纪

律就像束缚衣，你越挣扎，自
由的空间就越小，与其让自
由的空间越来越小，倒不如
安生地待在原地，让自由的

空间大一些。
指导老师 王丽娟

点评：叙事完整，语言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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