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有感
20142014级级（（1414））班班 田也田也

你知道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雾霾吗？
你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癌症剥
夺生命吗？你知道为什么有的小婴儿出生
才几个月就得了成年人的病呢？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央视女记者柴静，走遍全国雾霾
多发地，进行了一次“打破砂锅采访到底”
的活动，最终，她通过采访研究雾霾的专
家、成立自己的 42个摄像小组，经过长达
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找到了答案。

柴静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为例，引出本
部纪录片的主题——雾霾。她现在生活的
城市——北京，是一个车多、人多、道路多，
雾霾也多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过去的十年
里，我国的GDP呈快速增长趋势，与它呈
相反方向下降的却是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环
境。也许雾霾早已潜伏在我们身边，只是
我们并未察觉。雾霾是什么呢？它是一种
大气污染状态，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
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尤其是PM2.5被
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而我们人

眼可以看见的最小的物体也是PM2.5直径
的 20倍。所以，柴静称与雾霾的“战争”是
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为了让大家更加
清楚雾霾的来源，以及它的构成和危害，她
携带仪器做雾霾测试，作为志愿者参与人
体实验。PM2.5非常的微小，人眼无法观
测，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于是，柴
静和她的专访组一起做雾霾测试，目的就
是为了想向大家解释雾霾是什么，以及它
的性质、危害、构成。

科学家向我们展示的源解析回答了这
个问题。我国的空气污染百分之六十以上
来自煤和油的燃烧，雾霾问题很大程度上
是能源问题。中国的煤炭消费量也在2013
年超过了其他国家用煤量的总和，车的增
速也是历史罕见。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不得不同时面对数量
和质量这两大挑战。英美发生过“大烟雾
事件”，比现在的中国更加严重，但在治理
污染二十年后，污染物下降了百分之八

十。他们不也是用 20年的光阴赶走了雾
霾吗？于是，柴静相信，中国也能再次的活
过来，这是对祖国的信任。

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呼吸，共
命运，雾霾关系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根治雾
霾是个长远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
国，因此，请你相信“众志成城”这句话。
水滴可以穿石，更何况如我们这般聪慧的
人类呢？请从点滴做起，慢慢擦去苍穹前
的灰色阴影：比如少开私家车、多坐公交
车或者骑自行车；节约用电、用水；积极支
持废旧、可利用再生资源的报纸、各种包
装的回收；不吸烟，减少污染又有利于健
康；不购买路边摊贩的羊肉串、炸豆腐等
食物；春节不放或者少放鞭炮；留心身边
一些破坏环境的现象、打环保举报电话
12369；爱护花草树木；关注空气质量检测
情况等等，把这些落实下来，你会发现一
切都会越来越好！

指导老师：李妍

致 外 公致 外 公
20152015级级（（55））班班 刘逸灵刘逸灵

老师眼中的她勤奋刻苦、德才兼备、乐观
向上，能够自如地管理班上日常事务，她把集
体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树立了优秀班干部的
形象，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课堂上的她专心听讲、认真努力、勤学好
问、积极思考，课堂上也经常能听到她那清脆
悦耳的回答声，成绩总是保持优良，多次被评
为学习标兵。同时，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
项竞赛活动，并在数学竞赛中取得了省一、二
等奖的好成绩。

在家里，她乖巧懂事，能理解父母，会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是父母的好帮手。

她五岁开始练习钢琴，已经通过了专业十
级考试，并在“星海杯钢琴比赛”中获得了省三
等奖，其中《玛祖卡》一曲获得了评委老师的一
致好评。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将来，相信
她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这美好的青春
年华涂抹上最绚丽的色彩。

她就是2012级（12）班的团支书陈睿思。

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学习目标明确，成
绩一直处于年级前十名，先后被评为温泉中学
学习标兵、校园之星。

他认真负责、扎实肯干。无论是担任班长
还是团支书，他都能积极主动带领同学们做好
老师安排的各项工作。老师不在时，他是班级管
理的临时“老师”；大扫除、办黑板报，他既是组织
者，又是实施者；学校举办升旗仪式、运动会等大
型活动时，他是帅气的升旗手、优秀的播音员。

他善良开朗、团结友爱，是同学们的好伙
伴。为人善良淳朴，性格阳光开朗，乐于将自己的

学习知识和经验与同学们分享，还帮助学习成绩
相对落后的同学，在同学中拥有很强的凝聚力。

他懂事孝顺、待人礼貌，是父母的好孩
子。作为独生子，他从不娇惯自己，孝敬父母，
尊敬长辈，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同时能力
所能及的做些家务，为父母分担辛劳。

这是一个高大、帅气、阳光的好男孩，一棵
充满希望的好苗子。相信在老师的精心教育
培养下，今天的好苗子，会茁壮成长为明天的
栋梁之材。

他就是2013级(8)班团支部书记胡天宇。

他诚实守信，待人真诚，孝敬父母，不做损
人利己的事。

他性格开朗，努力拼搏，为了解决自己不
会做的难题，常常独自一人思考，有时达到废
寝忘食的地步。他聪明，往往能答出其他同学
答不出的问题；他好学，时时都可以看到他拼
搏的身影；他渴望得到更多的知识，经常伏案
苦读，所以成绩十分优秀。

在他的学习生活中，有成功的欢笑，也有
失败的痛苦。成功时他没有陶醉，失败时他也

没有气馁，他能用坚强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去
面对学习，大家欣赏的并不是他那优异的成
绩，而是他执着的学习精神。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他才能在我校 2014
年的期末考试中冲进三总第一的位置，并且他
是一个注重多方面发展的男孩儿。希望他在
以后的日子里再接再厉，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
的奇迹与惊喜，也祝他成绩步步高升，向着更
远的目标迈进！

他就是2014级（9）班的班长陈清欣。

☆☆☆优秀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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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那个地寻找那个地方送给你方送给你
2013级（3）班 袁瑾

一声问候，一句寒暄，一丝温暖，一点陪伴，关心的方
式太多太多。星星关心月亮，为它在黑暗中闪烁；绿叶关
心花朵，只为默默做它陪衬；老师关心我们，是为我们的
明天担忧；父母关心我们，是那最简单的“冷不冷”。关心
不需要太多华丽繁琐的语言修饰，只需要一颗真心。

小时候，我喜欢花。在我心中有一个理想：我要去到
那充满鲜花的世界。妈妈很早便知道我的梦，她也知道这
也许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毕竟从来没有人去过那里。她
不忍打破我梦的天真，而是带着我去各处有花的地方。

我看过漫天飞舞的樱花，争奇斗艳的牡丹，小荷才露
尖尖角的荷花，朝气蓬勃的向日葵，气节高雅的梅花，还
有那桂花、雏菊、杜鹃花，无不进入我的眼睛。

每次去到花的海洋，我都不知妈妈费了多大劲才能
带我去到那么美的地方。我喜欢在花里奔跑，我不希望
看到花的尽头，我想一望无际，满满的都是鲜花。年幼的
我空有一腔热血，跑得汗流浃背也不知道停。跑到尽头，
我水晶般通透的眼睛变得黯淡无光。妈妈好不容易追上
我，看着我失望，她也不开心。她只好默默地为我擦汗，
对我说：“向前跑，你总会看到。”我不顾满身汗水，依旧只
是带着希望去跑，她不忍再看我失望，劝我回家。

随着年纪的增长，学业繁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寻
找。妈妈说，她一定会找到那里，带我去亲眼看看那个地
方。当然，我也没有放弃，现在我依然怀有一腔热血，但
不再是空有，我学会查找资料，去寻找有花的世界。我翻
阅历史，看看曾经是否有过那个花的世界；我查找地理，
了解哪里适合花的开放。后来，我终于明白这只是个梦，
同时，我也明白了，妈妈她明知这只是个梦，她所做的只
是徒劳，可还是那样关心这个梦……

心愿许在永恒的岸边，愿有一个地方，那里开满鲜
花，带着妈妈送给你。

文章语言生动优美，用“花”贯穿全文来表现母亲的
爱，情感真挚，感人至深。 指导老师：赵慧

多希望
还有一天
2013级（10）班 镇诗祺

人生的路途中，
你无怨无悔陪我风雨兼程。
迷惘时，
为我掬一捧花香；
彷徨时，
为我捥一缕清风。

淌过岁月长河，
不经意偶遇你最美的花期。
岁月斑驳了记忆，
脑海中每一帧都是关于你的

回忆。

多希望有一天，
父亲啊，
你在我心上，
我在你身旁！
语言清新，细腻丰富的情感

流淌于作者的笔端，犹如暖流滑
过读者的心灵，让人倍感温情。

指导教师：丁慧

窗 外
2012级（10）班 祝之韵

坐在教室里，我不自觉地又瞄
向窗外，一眼望去还是从前的蓝天
白云、花草树木，却再没有了他蹒跚
的身影。

不论炎炎夏日，还是寒冬腊月，
窗外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那儿
有我爱的人，也有爱我的人。每当
我饿了、渴了，爷爷总能及时让我从
窗外看到他，总会有可口的点心或
是解渴的饮料默默递到我的面前。
他就以这种方式溺爱着我，却毫不
担心我会被宠坏。

他不像朋友那样会陪我聊聊心
里话，也不像父母那样给我讲做人
的道理，更不像老师那样会教我读
书认字。他跟我说的话似乎特别
少，少到我几乎没有印象了。我知
道他将我视为他与病魔抗争的动
力，他想看着我上大学。

对于他的爱，我选择的只是默
默接受，曾经也觉得理所当然。每
次见面，他总是将事先准备好的点
心或者零花钱塞到我手里，看着他
一脸的欣喜，我不好意思拒绝。每
次他都会嘱咐我路上要注意安全，
除此再无多话。他经常拖着病体守
在窗外或是我放学的路上，我想起
来就有些心疼，但我不好意思说出
来。我和他都在珍惜着每一次的见
面，看到对方似乎一切都静止了。
他每一次的转身离开都似乎特别满
足，而这一次离开却满是遗憾。

忽然某一天，我有种害怕的感
觉，不敢一个人睡觉，吵着要跟妈妈
一起睡。三天后，2014年12月17日，
爷爷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入土为
安后，我之前那种害怕的感觉居然消
失了。爸爸说，我那没来由的害怕是
因为爷爷对我的牵挂，没办法用科学
常识来解释的亲人间的依恋。

从此，他再也没有出现在窗外，
但我却老是习惯性地看看窗外，他
似乎并没有离开我们，一直站在那
儿看着我，望着我微笑。

珍惜那段美好时光，珍藏那份
温暖亲情，在记忆中留下永恒的温
馨，淡淡地把一份思念收藏，留一份
美好在心头。小作者以这样的方式，
表达对逝去爷爷的感恩情怀。其情
可感，其文可赞。指导老师：柯春霞

雨，用她隽永的声响唤醒了寂寞
的灵魂。雨，用她苍白的诗句镌刻了
枯涩的记忆。雨,用她柔美的身躯滋润
了莽山大地。沧海横流挡不住雨的激
情，世界因她而孕育出不尽其数的万
物生灵。古木缅怀着那些逝去的岁
月，却在雨的呵护下绽放着数以千年
的铮铮傲骨。

酣睡在路边的尘土，微风过处，忽
悠悠地打着旋儿，末了情不自禁地歇
息在一个仄逼的角落儿。它少了些许
喧哗，多了几份宁静，没了生机，没了
感慨。就这样，它静静的，静静地凝视
着长空中一簌簌像断了线的珍珠、直
坠而下的秋雨，小心翼翼地聆听着秋
雨倾诉的每一个点滴故事,似乎都不愿
意放过秋雨故事里的每一个环节和细
节,那高度凝视的神态傻傻的、呆呆的，
活像一个“雕塑人”。线一般的秋雨掠
过它的额头，使它感到秋儿带来的丝
丝凉意。它忽然随波逐流，被秋雨卷
走，渐渐消失在雨露里，便无了踪影。
夜色悄悄地爬上楼梯，夜幕布满了屋
顶，星星灯火儿照亮着夜幕，仿佛在诉
说秋的寂寞：“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
温馨”。夜伴风雨声，有股微妙的感觉
悠然掀起我的心扉。向往、憧憬与遐
想一时间占据了我的心窝儿。在没有
了同学、没有了辛勤园丁补课的夜晚，
寂寞的惆怅牵扯着我的衣角儿，拽我
走出闺房，观赏、聆听、感悟那宁静的
雨夜即景。

在雨中漫步，让晶莹的雨露涤荡
尘封的记忆，点燃心里深藏的孤灯，照

亮记忆里狭窄的通道，去寻找昔日曾经给老师、家长旦旦
的誓言。在雨中漫步，让被雨水冲淡的浓浓心绪，汇成一
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化作午夜那杯泛着白沫的红酒，一丝
一丝渗入舌根。然后，闭着眼睛，细细品味。在雨中漫
步，让凌乱的雨星轻轻敲着我苦涩的脸，溶解双眸下淤积
着的所有感慨。让风儿轻轻抚弄我沾湿的发丝，吹散夜
里残留下的几声唏嘘的嗟叹。在雨中漫步，让甘霖般的
雨丝滋润沙漠中枯萎的心灵，激活雨夜里梦的灵魂，让飘
落的誓言从此生根、发芽。我，重拾起曾飘落在心底的那
片孤叶，漫步在轻风细雨中。

雨不停地下着，洒落在树梢上、叶片上，顺树干而流
淌，末了，渗到土壤里。她渗透到了我的心田里，像辛勤
的园丁滋润着我幼小、孤单的心田。雨中夜景，我的心情
好比李商隐的那叶“枯荷”：“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
听雨声。”

曾经编织着未来，秋雨中却让我回瞬着过去。一滴，
两滴，三滴……任凭雨滴滑落指尖，清爽透明。霓虹灯光
透过雨珠映射出满目秀丽的夜空，仿佛她承载了整个精
彩的世界。朦胧细雨，婀娜多姿，真不知外面的世界怎
样……漫不经意间，我又回到了闺房。但盈盈的雨，还是
不邀自来，细细斜斜，柔柔摆摆，携缕花香，轻叩着我的门
窗。见我不睬，牵扯着风儿挤进窗隙，又悄然飞入我的心
房，缱绻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交融。

秋雨，柔静婉约，让人很难抗拒她美丽的诱惑。她似
乎与人很亲近。于是，我双手伸出窗外，让她尽情的润滑
在我的掌心、指尖。雨，慢慢汇聚，终成圆润的水珠摇摇
摆摆的要溢出掌间。我急切地想要挽留，小心翼翼地拢
起手，生怕一不小心打碎了它的靓丽。就这样一个精心
细微的举动，却让它顺着手掌的纹路四散流淌。我由然
而生一种感悟：人生亦是如此，就如手握雨滴，握得越紧，
流失的越快，越是珍惜的往往因过于小心，会成为一种心
理障碍与精神负担。犹如我的学业，脑神经绷得越紧，很
难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收回思绪万千的心，回眸昨夜秋雨留下的痕，朦胧的
雨翻着冷静的夜，可又能翻起谁的几册感慨？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粉身碎骨浑不怕，但留清白在人间；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昨夜，雨中即景，寂寞深
闺，如诗如歌，绵绵缠缠，即是秋雨意境，又是人生感悟。

这篇散文以优美的语句写出雨的诗韵、雨的情怀、雨
的意蕴。在行文之中，表达出对雨的赞美与喜爱之情。
正如文章写道：雨，用她隽永的声响唤醒了寂寞的灵魂。
秋雨，柔静婉约，让人很难抗拒她美丽的诱惑。这篇文章
意境幽远，思路明晰，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指导老师：李儒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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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终点，不是在山水踏尽时，亦
不是在生命结束后，而是在放下包袱的那
一刻。当你真的放下，纵使一生云水漂
泊，亦可淡若清风，自在安宁。

——白落梅
缠绵的雨丝是春的情人，点点滴滴地

踏过青草，掠过山林，叩开大自然的门
扉。行走江南，宛如行走在一幅水墨画
间，山野村庄淡妆浓抹。山前白鹭飞，流
水鳜鱼肥，斜风细雨青箬笠。

凭栏依伴，临水山石嶙峋，复廊蜿蜒
如带，廊中的漏窗把园林内外山山水水融
为一体。

行走在这样的美景之中无疑是一种

享受，如诗如画，使人流连忘返，赞叹不
绝；无忧无虑，使人悠闲自得，枕稳衾温。
可我不知为何总感觉心中缺了份什么，所
以我决定继续行走，去填补心中的缺漏。

炎炎的夏日灼烤着大地，走到上海黄
浦江畔，东方明珠塔卓然秀立于陆家嘴地
区。现代化建筑楼群，与隔江的外滩万国
建筑博览群交相辉映，展现了国际大都市
的壮观景色。东方明珠十一个大小不一，
错落有致的球体晶莹夺目，从蔚蓝的天空
串联到如茵的草地上，而两颗红宝石般的
巨大球体被高高托起浑然一体，描绘出一
幅“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如梦画卷。

望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矗立的高楼
大厦，看着人们觥筹交错，行走在繁华的
都市之间却不经意间迷失了自我，人生变
得毫无意义。这也不是我行走的目的，所
以我的脚步仍未停息。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秋风把
我一路送到了北方，只见空旷的大地上伫
立着一棵挺拔硕大的胡杨树，旁边有一棵
已完成千年使命而折断倒下的胡杨树
干。它们的身躯虽然斑斑驳驳，道道伤
痕，却粗壮有力。那挺立着的胡杨树叶

子，黄得干脆，黄得一尘不染，黄得光彩照
人。叶子空隙间伸出许多干枯的枝条，那
些枝条努力地向天空中伸展着，像要抓住
什么。在干旱的季节里，它以自己强大的
根系吸收着土壤的水分，然后流出红色的
液体来滋养大地；在飓风狂沙侵袭的日
子，它挺直傲岸身躯，钢干铁枝，抵挡着风
沙的袭击，任岁月和风沙剥光了皮，掏空
了心，依然倔强地、精神抖擞地挺立着！
它似乎在向人类诉说：“这领地是我的家
园，我要誓死保卫它！”

“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
倒而一千年不朽。”我从它们身上看到了
一股震天撼地的生命力，令我情不自禁地
产生了肃然起敬的感动！

这时我看见了一列整齐的士兵站立
在不远方，他们的衣着如同胡杨的外皮，
早已缝满了补丁；他们的皮肤如同胡杨的
树干，早已留下了岁月路过时的痕迹，饱
经沧桑却格外精神。他们站得那样倔强，
那样笔直，与那胡杨毫无二致，一样使人
敬佩和感动！看着他们，我忽然觉得心中
的缺失被填满了，因而激动不已，热血沸
腾！

我想也许我的脚步可以停止了，因为
我行走的目的达到了。我就像在大海上
漂泊了许久的货船，当初肩上包袱很重，
货物很满时，我甚至一度迷失了方向。直
至放下包袱卸下货物，才找到了正确停靠
的码头。

这次行走使我看到了很多，也懂得了
不少：游山玩水，悠闲自得固然使人向往，
但缺了一份充实感；功名利禄，荣华富贵
虽让人羡慕，但自身的价值又在何处得以
彰显？

冬天来了，白雪皑皑时的我成了一棵
胡杨树，无怨无悔。那行走的双脚已在大
地深处扎根，在干旱的时候，奉献自己来
滋养大地，在恶劣的天气里跟暴风雪顽强
地斗争……奋斗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
国家、民族！

这是一篇立意高远、文采斐然的大气
之作。文章撷取几个画面，写行走江南的
诗意，写行走繁华都市间的感受，写行走
北方大地的顿悟，并高度赞美了为国家为
民族那种倔强、顽强、执着的奉献精神。
文章语言灵动，如行云流水，读来如风行
水上，让人愉悦。 指导老师：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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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皑皑的冬日，写日记的人走了。曾
和他玩乐的院子，早已布满尘埃。他的背
影从此在尘埃中消逝，我抱着“回忆”痛苦
了许久。那年，我才刚满十岁。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躺在床上，沉思着。合上双眼，眼前

却浮现出外公的影子，他那慈祥的脸正冲
着我微笑。“外公！

外公！是外公对吗？”我被惊醒了，眼
前却不见外公。泪流满面的我决定去推开
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想去翻开外公每天
坚持写的那本厚厚的日记本，我想去触摸
它，找到属于我的那份快乐。

我走到院门前，沉重的双手按下了门
上的锁。门“咯吱”地响着，我小心的推开，
门上的灰尘直落着飘散在干燥的微风中。

院子与以前大不一样。橘树、桂树、金
钱树，许多挺拔的树早已经弯曲；还有月
季、菊花、风信子，许多美丽的花儿早已经
腐烂，这都是我与外公花了多年的心血培
植的！

走到桂花树下的桌椅前，我小心翼翼
地用手擦拭石桌上的灰，拿起那本泛黄的
日记本。

日记本里都是外公的笔迹，写满了每
天发生的事。

我轻轻地翻开了日记本的第一面。
2007年7月8日 晴

今天老爷子我还真是高兴咧！我一到
院子小孙女儿就用黑布把我眼睛蒙上，我
先还以为她又开始恶作剧了，没想到，她把
我领到板凳上让我坐好，为的是送我这本
正在写的日记本。听到小孙女儿的生日
歌，这才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哎哟，我的
小孙女儿真是长大了呢！

我又随手翻了几页。
2009年5月18日 雨

放学的路上，我和小孙女儿聊得好好
的，她忽然指着别的孩子的父母，问她的父
母去哪儿了。我不想告诉她父母在外打工
几年都不能回，我只能说她的爸爸妈妈就
在不远的地方，看她吃饭吃得香不香，睡觉

睡得好不好，有没有乖乖听外公的话呢！
果然，孩子太小，她信了。

我继续翻看着。
2011年8月13日 阴

“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歌唱得不
错。今年我们家的桂花开得格外香，正在
写日记，小孙女儿来摇桂花树，真是机灵而
又调皮呢!摇着摇着突然就不摇了，怎么回
事呢？我一反身小孙女儿就把桂花撒到我
头上，她说：闻着桂花写日记，外公心情就
更加舒畅啦！这孩子，真懂事儿。

我满含眼泪地翻到了最后一页。在最
后一页上，外公没有留下那天发生的事，而
是只留了一句话：我的乖孙女，你要坚强下
去！

我合上了那满含亲情的日记本，任凭
滚烫的眼泪捶打在石桌上。

小作者借助细腻的笔触抒写了她对外
公的追忆。文章借景抒情：锈迹斑斑的铁
门、不再挺拔的树、腐烂的花、落满灰尘的
石桌，无不渲染出因亲人逝去不得相见而
带来的忧伤。怀念又往往因曾经拥有而幸
福，温馨的画面借助外公的日记铺展开来，
不仅令人感动而且写法独特。有了前文的
铺陈，捶打在石桌上的“滚烫的眼泪”是流
露的人间最纯美的感情，是思念，是感动，
是幸福，是坚强…… 指导老师：李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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