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筝与线是一对好朋友，从出生起他
们就紧紧系在一起了。他们一直都是相
互扶持，线拖着风筝，风筝牵着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风筝渐渐不满足于
往常的高度了，他想飞得更高，更远。想
在云端轻舞，想绕晴空翱翔。他多想像鸟
儿似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飞。可每
当他徜徉在自己的幻想里，并不断地向着
他的目标迈进时，线，总是重重一扯，将风
筝拉了回来，也将他拉回了现实。刚开
始，风筝只是不满地嘟囔了几句，可渐渐
地，风筝开始讨厌线了，讨厌这个总是拖
他后腿的家伙，线也感觉到了风筝的不
满，但她仍坚持那样做。

一次，风筝又被狠狠地拽了下来，他
终于忍无可忍了，疯了般冲着线吼道：“谁
允许你把我拉下来的？你是嫉妒我比你
飞得高吗？”

线只是淡淡应道：“我这么做，只是履
行我的职责，要记住：飞得越高，越容易
……”

未等线说完，风筝便一把打断了她，
继续吼道：“在天空翱翔是我的梦想，如果
没有你的禁锢，我一定能飞得更高更远，

一定会更快乐。”
线还想劝说，只是风筝如何也听不进

去了，他借助风的力量，重重向上一提。
线，断了。终于，他摆脱了他理想之路上
的绊脚石。

刚开始，风筝的确自由自在，无拘无
束，可没多久，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向他
袭来。他明白，这是风。逃离，是他此刻唯
一的想法。可他的身体却怎么也不受控
制，平日里，都是线在帮他，可现在，她在哪
呢？在风的驱动下，风筝只得被迫开始了
他极不情愿的旅行。

“好难受……”风筝轻哼着。
“没关系，一切都会结束的。”他又这

样安慰自己。
是的，风停了，但他的厄运并没有停

止，风筝在空中打着转儿，他感到自己正
一点一点地下坠。他心想：不，不可以，我
怎么会掉下去，我还没有在云端轻舞，绕
晴空翱翔呢！我的旅途才刚开始，怎么会
这么快结束。“我不要坠落，不要……”他
不禁喊了出来。但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吞
没，仍缓缓地，缓缓地下落，眼看着离地面
越来越近了，他已深知回不去了，此刻他

只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可是他却清
晰地望见，自己正往湖边靠近。“不要”风
筝发出最后微弱的呐喊，接着便轻轻落在
了水面。他，只能随着水四处飘零了。

他原以为，没有了线的束缚自己能拥
有更广阔的天地，但没想到，线在束缚自
己的同时也控制了飞行的速度，高度，方
向。有了线，他至少可以在安全的区域自
由飞行。可断了线的风筝，便只能靠运
气，等着风把他遣至某个角落，最终也躲
不过消亡的命运。

其实不只是风筝，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

我们也有凌空翱翔的梦想，也渴望徜
徉于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实
现自己的抱负。但我们也绝不能缺少线
的帮助，我们要虚心聆听老师的教导，父
母的教诲，要遵守法律规定，不违背道德
准则……

看窗外，正是阳春三月，放风筝的好
时节。远远的，只见一根根线拉着风筝，
你，找到属于你的那根线了吗？

评语：本文是一篇具有寓言性质的理
性散文。作者展示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真切、传神地写出了风筝与线的关系。接
着笔锋一转，以一个问句引出“人也绝不
能缺少线的帮助”，并强调“我们要将自己
也织成一条自律的线”，思想深刻，由物及
理的笔墨，令文章魅力四射。

指导老师：张炜

最早的人类如何生活？
最早的人类如何狩猎？
最早的工具怎么是一块石头？
逝去万载的文明是否美丽？

嘿，与我只有一片玻璃之距的历史啊，
与我相距万年光阴却又近在眼前的文物啊，
请向我一一讲述你那奇妙的神话。

历史向我诉说了咸宁的小时候：
半坡村民的房屋，
用茅草与树枝做的屋子，
虽简陋却牢固，
半坡村民的工具，
虽原始却别有一番美。
虽原始却非常精致，
他们的心灵手巧啊，令人赞叹！

历史向我诉说了咸宁成长的时候：
美丽而神秘的青铜矛在咸宁
可是很重要的。
别看这些青铜矛头已经变钝，
在它们的时期，
它们被战士们握在手里变成了神兵利器；
看看这些充满裂纹的瓷器，
别看它们快成碎片，
在它们的时期，
它们被摆放在桌上述说技艺与高贵。
它们辉煌的曾经啊！
如果没有它们，
就没有现在的咸宁!
让我们向它们致敬！

文物啊，
我由衷谢谢你，
你让历史与我对话，
历史把我的灵魂引向从前，
描绘出一卷又一卷的美丽画卷。
历史赞美了古人的智慧，
而你却被历史吞噬，
让我不禁感叹：
历史的脚步是永不停止的。

历史虽然让你沾满灰尘历史虽然让你沾满灰尘，，
让你长眠于地下让你长眠于地下，，
但却让你成了永恒的神话但却让你成了永恒的神话。。
今天今天，，
你在咸宁历史博物馆里你在咸宁历史博物馆里，，
重新绽放光彩重新绽放光彩！！
我也有幸听历史述说关于你的神话我也有幸听历史述说关于你的神话，，
你可知道你可知道，，
你多么神秘你多么神秘，，多么引人入神多么引人入神!!
你可知道你可知道，，
历史是位卓越的雕刻家历史是位卓越的雕刻家！！
一位高明的魔法师一位高明的魔法师！！
他将一切逝去了的他将一切逝去了的，，
变成了永恒的神话变成了永恒的神话！！

感谢历史让我有幸在这儿感谢历史让我有幸在这儿，，
倾听历史之声倾听历史之声！！
作者的话：以上是我这次去博物馆的感受，咸

宁历史博物馆让我知道了咸宁历史的博大与精
深，让我明白历史像一块无暇美玉，是无价之宝；
像一位伊人的回眸一笑，足以倾城；但又如猛兽，
将过去了的一分一秒尽数吞噬，让人心生敬畏。
愿我能依偎在她的怀抱里，敬仰永远。

（此文是作者参观咸宁历史博物馆有感，灵感
自张锋《化石吟》，已在《香泉都市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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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悲痛像一根带子，遮住了你发
现美好的眼睛，希望你没有遗忘花香的味
道。挣开苦难的遮蔽，蓦然驻足，低头浅
探 —— 你 的 手 上 有 一 整 束 鲜 花 。

——题记
初光微现，阳光渐渐从树叶的缝隙中

透了出来，他们开始工作。日暮西沉，玩
耍了一整天的太阳泛起了睡意，带走了大
地上的生机活力，留下黑夜的静谧安宁，
他们也随之陷入休眠。

木桶两兄弟就是如此，每天盛着满满
的水运往各处有需要的地方。一路上，他
们颠簸着，运了许多水给人们，也在路上
撒了不少水予一旁的野花野草。春秋更
替，花上的水珠日日更新，却始终不改原
来的样子。映着五彩艳丽的花儿，总会让
哥哥在经历难行的路程后又生出无限盎
然的希望。哥哥的想法是如此灿烂，即便
是有劳累单调，枯燥乏味的工作，有看似
漫漫，循环往复的未来，只要他回味着自
己所获得的，心底的煎熬就会消失殆尽。
但木桶弟弟却不这么想，他自怨自艾，痛
苦万分。

弟弟的不满随着时间日益膨胀，现在
的他就像一个炸药桶。在那崎岖的石林
中，他磕磕绊绊了无数次，桶中的水也所
剩无几。他终于爆发了，歇斯底里地向前

头的哥哥吼道：“天呐！我们的生活多么
没有意思，不管我们打了多少水，到后来
桶里都是空的。只有我们每日在这见鬼
的路上奔波，却什么也得不到！”哥哥叫弟
弟顺势坐在了一旁的老槐树底下，用小时
候的办法，轻轻安抚着弟弟。

哥哥没有想到，弟弟对于过去的回
忆，竟然满是沉重和黑暗：常常遇到突如
其来的暴风雨，周围却无避处；路过泥沼
地时，总会“走运”地摔个狗啃泥；在荆棘
丛中总被刺得满身红点；还有那一座座大
山赫然耸立在前，只能用磨破的膝盖，一
层层翻越；还有，还有……哥哥摇了摇头，
温柔地说：“你不该总想着这些啊！你可
以记下它们，作为克服了许多困难的英勇
佐证,却不能让它们煎熬自己的心，不能让
它们无时无刻地在你地眼前张牙舞爪。”

“在路上行了那么久之后，你也要学
会常常低下头看看。喏，已经看不到陷入
过泥沼中的脏鞋，看不到被荆棘刺破的血
红，也看不到被粗粝的石头磨破的膝盖，
你的手中是一大束缤纷的鲜花。该记得
了吧，曾经你到过的清澈蜿蜒的河流，白
色的无名小花让我们带着她远行；曾经你
对着一朵七色的小花，她让我们带她去看
梦中七色的虹彩；曾经在缀满金黄的桂树
下，我们沐浴着随风散落的桂雨芬芳，携

着清香又行向远方。如
此难掩的迷人光华还不
足以将你从哀叹中拉出
来吗？你获得的，已经很多很多了！”

身后的老槐树随后也悠悠地开口了：
“或许我不该倚老卖老，可我必须很真诚
地告诉你，木桶弟弟。生活给了你磨难，
也等同地给了你幸福。它唯一调皮的一
点是——它一直不曾提醒你低头，看着手
中的那束鲜花。你看不到你所拥有的，所
以叹着长夜漫漫何时止。你的喜怒悲欢，
根本就不在于外界的种种因素，只在于你
是否能看到自己所拥有的，是否能珍惜自
己所拥有的。继续前行吧！”

有了哥哥和槐树的帮助，他们又踏向
了前行的路，这一次，弟弟的脸上终于浮
出了笑容。在这条望不到尽头的路上，总
有两个身影，忙碌奔波，给予每个地方的生
命一点点帮助。伴着鸟儿的歌声，弟弟欢
欣的声音传向远方：“哥哥你看，我们今天
的花更灿烂了！”

评语：生活给了每个人不同的体验和
感受，乐观的人会把事情往好地方面想，
悲观的人则反之。所幸的是，弟弟最终有
了自己的体悟，守得云开见月明。文章含
义深刻、耐人寻味，乃匠心之作。

指导老师：阮平

记事起，读得最多的书当属印度诗人泰戈
尔的《飞鸟集》了。诗人用充溢着爱的感情和充
满哲理的文字表达了他对自然的认识、世界的
感悟和人生的看法。泰戈尔也因此获得了191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荣获这一殊誉的
亚洲人。

泰戈尔的诗弥漫着一种清新原野的浪漫主
义气息，诗歌是他无拘无束的自由的精神旅
行。泰戈尔在自然的变化中，领悟人生的真谛。

《飞鸟集》应该就是这种智慧的结晶。“夏天
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走了。秋天的黄
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
里。”也许这是泰戈尔听到窗外飞鸟的欢歌与落
叶的飘落所写下的感悟。夏天那生机勃勃的飞
鸟充满着活力和希望，它们有着青少年的热情
和梦想，而秋天的落叶却失去了鸟儿的年轻，只
能消失在岁月的流逝里。万物始于自然，归于
自然。夏天告诉我们万物开始生长追逐新的梦
想，秋天告诉我们万物开始回归自然，扑向大
地。人们因为时序的变化，四季的轮回而思索
生命的真谛，感受生活的真理。

“静静地坐着吧，我的心，不要扬起你的尘
土，让世界自己寻路向你走来。”面对自然的变
化，时代的变迁，时光会让你成长，让我们静静
地面对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不要太烦躁，也不
要太轻浮，世界会因为你扬起而看不到你的模
样。记得，要让简朴而纯粹的心静静地感受，你
要相信，美好的世界总会自己寻路想你走来。

泰戈尔的诗内容丰富多彩，他的诗总能给
人力量，让人振奋，使人进取。他以一颗赤子之
心讴歌了对人类的无穷热爱。他的诗像珍珠一
样闪耀着深邃的哲理光芒，唤起人们对自然，对
人类的，对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事物保持爱心，启
示着人们执着于现实人生的理想追求，让人生
充满欢乐和光明。

泰戈尔的诗还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泰戈尔的诗还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世界以他的痛苦同我接吻世界以他的痛苦同我接吻，，而要求我以歌声回而要求我以歌声回
报报。”。”不要过多的关注痛苦不要过多的关注痛苦，，其实其实，，我们可以笑着我们可以笑着
唱歌和快乐的接受唱歌和快乐的接受，，要知道你拥有很多要知道你拥有很多，，要知道要知道
百花盛开的春天在向你招手百花盛开的春天在向你招手，，欢快的鸟儿将为欢快的鸟儿将为
你歌唱你歌唱。。因为进取因为进取，，因为乐观因为乐观，，因为这种进取和因为这种进取和
奋斗奋斗，，整个人生不仅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整个人生不仅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而而
且充分地显示了生活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且充分地显示了生活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

泰戈尔的诗让我感动泰戈尔的诗让我感动，，他总是能给人新的他总是能给人新的
力量力量，，还能给人心的启迪还能给人心的启迪。。

评语评语：：作者运用灵敏的思维触觉细品泰戈作者运用灵敏的思维触觉细品泰戈
尔尔《《飞鸟集飞鸟集》，》，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解读透彻解读透彻，，
富有哲思富有哲思。。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丁慧丁慧

她性格开朗，活泼阳光，是老师的好助
手，是同学们的好朋友。她具有良好的学
习习惯：爱看书，爱运动，善动脑，敢发言，
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在学校里，她乐观向上，能尽自己所能
解决同学们遇到的困难。当有同学向她请
教时，她总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详细的
为其讲解，因此，她被大家评为“优秀班干

部”和“最美少年”。
在老师眼中，她是一个工作勤勉、学习

刻苦的孩子，她懂得如何将学习和班务处
理的妥妥当当，在不耽误学习的过程中管
理好班级。

她勤劳而踏实，在家里，她是一个能主动
为父母分担家务的乖乖女，做力所能及的事。

她就是2012级（7）班的班长吴彤。

眼前这个戴眼镜的男孩，勤奋刻
苦，爱好广泛，责任心强。

他是一个勤奋刻苦的男孩。最开始，
他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经过自己不懈地
努力，在稳中求胜，最终拔得头筹。

在学校，下象棋、打乒乓球、玩魔方也
都少不了他，他会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
能取得很好的名次。

他更是一个责任心强的男孩。他在
班上担任学习委员一职，能协助老师时刻
注意班上同学的学习状况，是老师管理班
级时的得力助手。他与同学们相处十分
融洽，大家有不懂的难题也会找他求教，
并耐心地给同学们讲解。

他性格开朗，不断超越自我，他就
是2013级（11）班的孙瑾。

他性格开朗，阳光向上，活力充沛，爱
好广泛。上课认真听讲，大胆积极发言，
作业认真工整，每天按时完成，各科成绩
平衡发展，并且在班级年级名列前茅，被
同学们称为学霸。他对学习精益求精，遇
到不懂难题主动向家长以及老师提问。

他能主动积极地与同学保持融洽关
系，也能帮助老师处理事务。除学习外，他
还主动参加各类文娱活动，，能够对自己作

出严格要求。在家中，经常帮助家长做力
所能及的家务，并主动与家长交流沟通。

在学校里，他曾多次获得表彰，并在期中、
期末考试中成绩突出，均保持于20名以内。他
坚信“Knowlegde can change your fate .”

这个阳光活泼，有个性，又显学习几
分“霸气”的男孩就是2014级（7）班的王亚
洲。

当诗词踏着平平仄仄的节拍从我面前走
过，我感觉我的内心是如此之狂热。

——题记
这个季节有着些许的混乱，那时的我追求的

是愚昧的拥有，强调的是幼稚的个性。
然而，在嬉笑玩闹过后，我们可曾想过静下

来，找一方净土，将浮躁的心沉淀，沉淀…...
也许在白天，我们在钢筋水泥筑成的高楼

大厦中穿行，仅有的几抹绿色只是灰色中的孤
岛。我们随着城市的喧嚣浮沉，无法静静地停
下来品味，但在那雾气弥漫的雨夜，我们可以手
捧一杯清茶，坐在窗前，聆听自然美妙的声音。
那一刻，所有的浮躁都被那雨水冲刷开去，只剩
下心底的宁静和清心。在抑或豪迈的诗词里，
有着深沉的思想，古人的音韵。雨夜里，回眸
间，能在心中看见雨汇成溪，流入河，颇有“大江
东去”的豪迈。轻风拂过，吹动诗页，“吹面不寒
杨柳风”便跃然纸上，所有的浮躁之气都被墨香
所覆盖。在这安静的夜里，只留下一份诗意的
柔情。

我为你狂热，诗意豪放的心。“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不仅是你对大自然
神奇伟力的赞叹，更是你万里一泄，未势犹存的
豪迈思想的宣泄；“长江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是对你前途的自信；“桃花潭水深千
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是你对友情的赞颂。李
白，你让你的感情在你的笔下汩汩流淌，你用你
的诗，诠释了一个豪放的巅峰时代。

我为你狂热，诗意炽热的心。“寄意寒星荃
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你为国奉献一切的
宣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你
为民鞠躬尽瘁的最好写照。鲁迅，你总是把祖
国时时挂在心间，总是把国人用来掩饰的面具
毫不留情地撕下，留下赤裸裸的灵魂。虽然你
的纸笔是冷的，但你的心是火热的。你想让你
的文章，刺痛国人已经麻木的心，让大家诚实地
面对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最原本的出众。

是的，诗意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思想，改
变了我的内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诗
意的人生，我们应该放下一颗浮躁的心，我们应
该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迈，要有“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的坦然，要有“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的旷达，如此，人生才能像雄鹰一般展开
羽翼，自由感受翱翔天际的愉悦。我们高举着
继承的大旗，嗅着前辈的花香，在岁月的征途中
奋发图强，我们化压力为无限动力。倘若我们
放弃了，那怎能领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的执着？怎能感受“有志者，事竟成”
的坚持？怎能体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的艰辛？

为思想插上诗意的翅膀，让诗意背上思想
的行囊——我为诗意狂。

评语：诗词凝集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
人文精髓,它也包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作者从
诗词中撷取知识、获得力量，剔除了浮躁之气，让
人振奋。文章语言流畅、情感真挚，值得一读。

指导老师：阮平

刚刚低头写了几个字，抬头，淡蓝的
天空突然变成了橙黄色，再仔细看看，又
晕出几分紫色。云朵像书画家用焦墨挥
洒出的笔锋，但又多出几分柔和，没有那
分潦草与豪放。

校园中的行道树像被勾勒出了边框似
的，棱角分明，清晰可见。望向东南边的天
空，竟然还被划出了一道彩虹，彩虹周围又
氤氲着一层薄雾。古人所作的山水画，大
概也就是见了此类景象有感而绘的吧。

回想起刚刚入学的情景，那是个阳光
明媚的早晨。行道树也是这么高，这么
绿，这么挺拔，像一座小塔。它调皮地晃
动身子，迎接我们的到来。稚气未脱的我
们坐在教室里，看着这八十多人的大班，
陌生的脸庞，兴奋地听着老师讲课，幻想
着将会在这里发生的故事。我至今仍然

记得，柯老师一张口便是“我教书二十三
年......”的话语令我们乍舌，因为她看起
来是那么的年轻。

有一回，我们刚刚学完《香菱学诗》，
为了巩固我们的学习，老师让我们观看了
《刘姥姥进大观园》。当刘姥姥说出“老
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母猪也不抬
头”这句话时，引发了全班的哄堂大笑，因
为我们班也有个“老刘”。老刘是我们的
物理老师，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老刘
的教学风格属于“随遇而安”型。每逢老
刘“检查”作业发现没完成的同学，便会把
一只手放在此同学的头上，先嗔怪道：“小
混蛋”，然后另一只手抡得高高的，好像攒
了满满的动能，令人害怕。可他每次都不
是真打，顶多也就是弹一下同学的脑袋，
最后巴掌却落在自己的手上。我们不曾

知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突然改
变了力的方向，或是吸收了他的能量呢？

转眼已是初三，我们在冯老师的名言
中度过了最后的一年。临近毕业，班里流
行写留言册，一个个精美的本子寄托着沉
甸甸的回忆与不舍。大家学会了欣赏晚
霞的美丽，朱自清文中写道“太阳他有脚
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伸出手遮掩时，
他又从遮挽的手边过去”。果然如俗语所
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朱自清的文章
终究太悲伤。

今日日落，明日太阳照样东升。我们有
精力，有时间，拥有无限的可能。我们还很
年轻，还有梦想要去追。回忆正因为它是回
忆而美丽，不留些许遗憾的青春算不上完整
的青春，不拘泥于夕阳，而应展望黎明。

纵使夕阳无限好，年少何惧近黄昏？
评语：作者通过对学习生活的回想，

尤其是几位老师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表
达了她对同学、老师及母校的惜别之情。
文章内容充实，情感真挚，颇能打动人心。

指导老师：柯春霞

追忆美好的温中生活
2012级（10）班 严谢平

你的手上有一整束鲜花
2012级（5）班 叶皓琪

我为诗意狂
2012级（2）班 金奕明

《飞鸟集》读后感
2013级（10）班 陈子介

玻璃里的历史
2014级（5）班 徐自牧

风筝与线
2012级（6）班 吴晓蕾

☆☆☆优秀学子☆☆☆

与书一起走过的日子
2012级（1）班 冯宸

“读万里书，行万里路。”与书一起走过的日子
里，我策马扬鞭，驰骋在我的人生征途上。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歌谣版
的《三字经》成为了我的摇篮曲；在《天方夜谭》的
陪伴下，我走过了一千零一个日夜；怎么用水点燃
火柴；《小故事中的大道理》为我展现出了一片奥
妙无穷的世界……

跟随着鲁滨逊，我漂流过了我的整个童年，学
习着他积极乐观的态度；阅读四年级小学生安利
柯的日记，我逐渐开始对身边的人常怀感恩之
心。徜徉于书海中，我闻到三国还在弥漫着的硝
烟；看到梁山上已经点燃的烈焰；又随潇湘馆内金
陵十二钗一同忖寻；西行路上，师徒四人，可曾修
得正身；《历史文化名城》带领着我访遍了名胜古
迹，游览了名山大川……

与书同行，我奏响了青春之歌，遨游在一片更
为广阔的天地。

走过了雄浑豪壮的唐诗，抒“一览众山小”的
豪情，叹“恨别鸟惊心”的爱国心，抒“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的胸襟，惊“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奇幻，
感“天涯若比邻”的恢弘……

沐浴着宋词的清风，撷几片花瓣赏玩。那“无
可奈何花落去”的愁绪如何不伤感？“沉醉不知归
路”的生活又怎不令人向往？有几人能如苏子“谁
道人生无再少”般地豁达？他“但愿人长久”的美
好祝福是否是他崇高精神的集中体现？“酒入愁
肠，化作相思泪”难道不是范公回乡无望的悲凉？

攀登在书山上，我领略着“天对地，雨对风，大
陆对长空”的妙语华章，啜饮着这“泛爱众，而亲
仁，有余力，则学文”的人文香茗；我更常有在诗的
世界里，品赏着那“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
静美”的壮美人生。

与书一起走过的日子，总是令我浮想联翩；与
书一起走过的日子，我的人生焕发出了活力和光华；
与书一起走过的日子，使得我软弱的性格变得坚强，
使我卑微的生命变得高尚，使我单调的生活变得多
彩，使我浮躁的心态变得平和。在书籍的滋养下，我
的知识得以丰富，心灵得以净化，性情得以陶冶。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书籍，将会
伴我走过一生。

评语：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小作者能够在名著名篇中领悟到不
同的美。从名著中吸取营养，从唐诗

宋词中品味妙语华章。
文章语言清新流畅，读起
来让人如沐春风。

指导老师：李儒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