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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山，是父亲用他那
有力的双手牵着我走过一个
个春夏秋冬。

在我眼里，爸爸就是巍峨
的高山，总能给予我力量。还
记得第一次学滑冰，摔得双腿
流血，第一次学游泳吓得哇哇
大哭，都是爸爸鼓励我：“孩
子，勇敢些。”在爸爸的鼓励
下，我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
越勇敢。

记得夏季的一个周末，清
晨碧空如洗。爸爸兴致勃勃
地对我说：“走，我们骑单车去
隋唐遗址公园看荷花。”我听
了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各
骑了一辆单车便上路了，我一
路领先，不一会儿我便汗流浃
背，不想再骑了。这时爸爸微
笑着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爸爸相信你一定能到达目的

地。那满池的荷花在等你观
赏呢！”在爸爸的鼓励下，我信
心倍增，跳上车子，用力蹬起
车子。十分钟、二十分钟、三
十分钟……我始终坚持着，又
经过五十分钟的行程，我们终
于到达隋唐遗址公园。我高
兴地大喊：“我到了！”迫不及
待地走进大门后，便看到那满
池美丽的荷花在微风的吹拂
下，如翩翩起舞的仙女，婀娜
多姿。我满心欢喜，感觉这是
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美风
景。这时爸爸问我：“孩子这
花美吗？”“美！真是太美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勇敢地面
对困难，迎接挑战，你会看到
别样的风景。”爸爸抚摸着我
的头，深沉地说。

父爱如山，父亲的教诲为
我点燃希望的火焰，照耀着我
一路成长。

指导老师 李峥

点评：叙述自然生动，结
构紧凑，中心突出。

女孩的眼睛一直关注
着院子里的无花果树，她知
道，再过一阵子，就可以尝
到甜甜的无花果了。

女孩并不是在乡村长
大的，但只要有时间，便会
随父母回老家看看。夜晚，
搬一张小板凳，脚踩在落叶
上，仰望满天繁星，听爷爷
讲故事。有时，旁边小桌子
上还放着几个刚摘下来的
无花果，已经熟透了的无花
果软得像一个海绵球，轻轻
一掰，里面的汁水就流到了
手上。把果子送到嘴边，把
果肉吃进去，满嘴清香。

小时候一回老家，女孩
首先就会踏进爷爷的卧室，
到处翻找着电视机的遥控
器 ，再把爷爷正在看的新
闻换成《西游记》，爷爷也跟
着女孩看。

晚上，电视上不再播放

《西游记》了，女孩正准备睡
觉时，爸爸说要看星星，那
是女孩第一次如此认真地
看星星，乡村中没有路灯，
星星也显得格外的多。

爷爷去世那年，女孩上
五年级。她回家后，看到院
子里的那棵无花果树已经
落叶，孤零零地在风中摇
曳。到了晚上，抬头见到繁
星依旧高高挂在夜空。

无花果树还在，繁星还
在，可早已物是人非了。

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
立无援，把哭声调成静音的
过程。所以，珍惜当下，笑
着过好每一天，别等失去才
知道珍惜。

点评：通过
故乡的变化写
出了自己
的成长。

人活一辈子，总要经
历风雨。成功与得意有
之，失败与沮丧兼存。只
有那些宠辱不惊、临危不
乱、谦逊严谨的人，才是真
正成熟的强者。

大自然一直在默默地
提示人类，谦逊才是我们
的生存法则。向日葵在成
熟的季节里低垂着头，看
似少了阳光的滋润，实则
是避免在雨季里积水导致
霉烂。其他植物也是如
此。例如小麦，青涩的麦
苗，总是昂首挺胸，成熟时
节反而深深低头。聪慧的
它们不仅让贪吃的鸟儿找
不到着力点，而且避免了
被劲风折断，最终保住自
己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

谦逊，是一个名人变
成伟人的必需品。居斯塔
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
众·群体心理研究》中说
过：“任何精英阶层在大众
面前，都是无头无脑的可
怜虫，唯有真正坚守原则
不动摇的人才是伟人。”谢
安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吧。前线鏖战正酣，他却
悠然地边喝茶边下棋，云
淡风轻地瞄了一眼前线送
来的军报。棋局毕后，他
才平静地说：“小儿辈已破
敌矣。”没有骄傲，没有过
多的言语！

谦逊，是真正有能力
的名士受到重用的基石。
富有传奇色彩的陶朱公范
蠡，身为政治家，他辅助勾
践出谋划策一雪前耻，又
在功高震主前认清形势，
主动辞官还乡。而后他起
家经商三散家财，又三次
再起，被后人称作“商神”。

谦逊，是人在逆境中
不卑不亢继续前行的动
力。特斯拉一生既坎坷又
传奇，在爱迪生发现直流
电骄傲无比时，特斯拉在
爱迪生的嘲笑与人们的不
理解中发现了交流电。后
来惨遭投资人赫根抛弃的
他，继续在世间保持低调
与谦虚，又发明了雷达、通
讯卫星……被人们称作

“现代军事科技奠基人”。
“谦受益，满招损”。

谦逊，是我们青年人的必
修课。作为青年人，较早
地领悟其中的道理，不仅
会让我们拥有多姿多彩的
人生，而且能够更早地走
向成功。

点评：利用古今事例
阐述观点，通俗易懂。

我的妈妈是一名大学老
师，因为工作需要，要去上海
学习一年。从9月份到现在，
已经有三个多月了。妈妈每
个周末都回来照顾我，周日再
返回上海。来回要坐高铁八
九个小时，非常辛苦。

上个星期五的早上，妈妈
打电话说晚饭前到家，我下午
放学早早回家等妈妈一起吃
饭。六点半，我听到门口一阵
熟悉的脚步声，随后敲门声传
来，一定是妈妈回来了！我迅
速放下手里的书，跑到门口，
打开房门，像往常一样，准备
迎接妈妈的笑脸，给她一个大
大的拥抱！

只见妈妈进门之后，脸色
苍白，看到我后，扬了扬嘴角，
拍拍我的肩膀，就疲惫地进了
卧室。我跟在妈妈后面，连连
问道：“妈妈，您怎么啦？”妈妈
躺到床上，脸上勉强挤出了一
丝笑容：“宝贝，妈妈肚子痛。”

“我去给您倒杯温水吧？”“不

用麻烦了宝贝，你不用操心妈
妈，去吃饭吧。”“那怎么行？
我生病的时候都是您照顾我，
现在也该轮到我承担小小男
子汉的责任了！”说完我到餐
厅给妈妈倒了一杯温开水，突
然又想起来我以前肚子疼的
时候，妈妈都是用家里的“治
痛神器”——一个盛满了红
豆、黑豆、生姜、花椒的长方形
红方格布袋，用微波炉加热三
分钟，隔着衣服敷在我的肚子
上，很快我就活蹦乱跳了。于
是，我学着妈妈的做法，把布
袋加热后，端着水杯，小心翼
翼地来到妈妈身边，将布袋敷
到妈妈肚子上。

妈妈惊喜地握着我的手，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
把手放在妈妈的脸上，擦去一
行泪水……

指导老师 高志恒

点评：通过小事写出了母
子之间的感情，让人感动。

双十一，在网络购物大
军的鼓动之下，众人群起而

“抢”之，过后又发现买来的
商品真正用到的少之又少，
面对此情此景，有人推出物
质极简的思想。在我看来，
物质极简是一种更为人性
化的生活方式。

简，是简便之意，提倡
不买不需要的，对确有必要
的物品对其进行充分的使
用，做到资源优化配置，让
每件物品发挥最大价值。
物质极简，是一种先进而又
现代化的生活理念，提倡更
加环保而轻松愉悦的生活
方式，解决了如今“物不尽
其用”的问题。

可是有人对于物质极
简并不推崇，认为购物可以
舒缓生活压力，那么“减”就
成了一种必然选择。面对
生活中巨大的压力，我们要
学会自我减轻，自我调节。
只有真正在心态上进行调
整，以疯狂购物排遣压力的
方式就可以改变。

减也是实现物质极简
的方法，在购物时列出购物
单，减少购买不需要的商品

的数量，亦不失为一良方。
用减的方法，提倡简的方式
实则为弘扬俭的美德。都
说“俭以养德”，闲置资源不
能得到充分利用也是一种
浪费。在如今高举环保大
旗提倡勤俭节约的时代背
景之下，物质极简拥有得天
独厚的优越性，号召和呼吁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环
保和提供轻松愉快的生活
方式。勤俭是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历经几千年磨炼改
进之后在新时代被赋予新
的内涵。

我们作为祖国未来之
希望，更应该发扬传统美
德，在生活中应用俭的思
想。物质极简，简便在生
活，减在内心，俭在精神。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
应该学会物质极简的生活
方式，提倡节俭节约，将简、
减、俭的思想落到实处，落
到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上，希
望明年的双十一会变得不
一样。

点评：观点新颖，语言
简练。

简·减·俭
□辽宁省沈阳市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高三（1611）班 王巍默

越成熟
越谦逊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高一
（32）班 李心悦

繁星·无花果·故乡
□河南省沁阳市第二中学1709班 郎子曦

暖暖的布袋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四（2）班 魏琰哲

感恩父亲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机车小学四（3）班 胡潇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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