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耘心田,播种希望,成就明日之星。齐鲁晚报《今日淄博》与麦迪格联合推出《明
日之星作文选》栏目，每周五与大家见面。刊发淄博市中小学生优秀作文。小作者们以
稚嫩的笔,书写着自己成长中的欢乐与烦恼。望读者们在品读他们纯真的表白中,分享
他们获奖的快乐，同时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一个写作交流的平台。欢迎全市爱好写作
的中小学生踊跃投稿，投稿邮箱为fwhkeven@163 .com。

近视矫治已经

进入非手术时代
在刚刚结束的2015年第十五届国

际眼科学学术会议上，麦迪格塑形组
合再次成为各国专家关注的热点。该
项技术专为中国学生设计，利用物理
原理，无需手术，即可让近视学生摘掉
眼镜。目前，已有十余万中国学生通过
该项技术成功摘掉了近视眼镜。

我们知道小树长歪了,用木棍进
行矫正，一段时间后，小树就会笔直的
生长了。麦迪格塑形组合技术正是通
过在夜间配戴一种多维塑形镜片，依
据流体力学原理,并借助眼睑的自然
压力，对角膜进行整夜的健康塑形，使
角膜中心区平坦，周边区逆几何改变，
重塑角膜曲率，从而恢复正常视力。白
天，学生在大量近距离用眼时，使用麦
迪格智能防护镜，可有效缓解视疲劳，
防止新的近视再次产生，从而巩固塑
形镜的矫治效果。麦迪格塑形组合解
决了矫治量大于用眼量的关键难题，
通过“角膜塑形组合技术”，600度以下
近视学生白天不戴眼镜，即可拥有清
晰的裸眼视力。

为帮助更多的学生及家长了解
这种先进的近视矫治技术，争取让近
视学生摘掉眼镜，本报联合美国麦迪
格(国际)眼视光中心举办“了解近视
眼·科学治近视”公益活动，带您了解
这项近视矫治技术。淄博市8-18岁近
视学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参加。前50名
报名的孩子可获得价值168元的“智能
视力防护仪”一台，所有检查不收费。

活动热线：0533-2171788。
（张军）

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养的茉
莉花，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
段往事。

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我和
爸爸在逛街，看见了一个卖花的
摊子。摊子上的茉莉花使我们的
脚步停了下来。摊子旁稀稀拉拉
站着几个人，讨价还价的声音让
小摊添了几分热闹。

这里的茉莉花，细看，那层
层花瓣，围成了一朵一朵洁白如
玉的花，它们错落有致，在不经
意间散发出阵阵芳香，恰似一位
下入凡尘的仙子，若隐若现地露
出自己动人的面庞，微微含笑。
卖花的是个年轻的姑娘。她显得
很朴素，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我站在摊子前，爸爸边挑着
茉莉花边讲着价。这时，一个人
搬起一盆花，把一张钞票递了过
去。姑娘手脚麻利地接过去，对
着光晃了一下，就放入包里。接
着，姑娘从包里掏出各色零钱，
数着。等她一抬头，那人已不见
了踪影。姑娘立刻站起来，叫了
几声，但没有回应。

姑娘看看手里攥着的不到

十元的零钱，眼神里闪过一丝犹
豫。她拿起包，要把钱放进去，但
她手一软，包掉在了地上。那双
眼睛里，分明写着一种坚定。她
叫来旁边的一个男子，看起来像
她的丈夫。一阵嘀咕之后，男子
难以置信地说：

“才几元钱，用的着吗？”
“有啥用不着，这就是人家

的钱。”
“可是……”
人群开始窃窃私语，不知是

谁，喊了一句“对”。姑娘的丈夫
不情愿地拿上钱，跨上了摩托
车。有人对姑娘说：“您真诚实
啊。”“有啥稀奇，俺们做买卖的，
就得有良心。”姑娘轻描淡写地
说。

我和爸爸捧着花，离开了摊
子。茉莉的阵阵清香，就如姑娘
美好的品质，在我的心中流动；
茉莉洁白的面庞，一如姑娘金子
般的心灵，在我的眼前浮现。

茉莉不久就凋谢了，可有一
种东西，在阳光下永恒地盛开
着，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让我久
久难忘……

走过石桥，便是西街；往前
走走，便是第十六号。在我推门
之前，一定不会知道这是一个
如此令人着迷的地方。

浅木色的吧台，纯黑极简
的灯，白色的大鹦鹉，柔和的咖
啡香，除了温暖，我什么也没看
到。往前走，有一方浅浅的天
井，点点星光的暮色下，罩着古
老的瓦砖。天地之间，生长着一
盆盆高大的绿植，枝条，绿叶，
凌乱地交错着，有的似乎伸到
了二楼的高度。

我踏着深棕色的楼梯，快
步走到二楼。

来自南非的巨大木桌，淡
黄的、高高的天花板，尼泊尔的
铜像，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两
只温驯的猫，散布在各处边喝
果汁边看书的客人。除了舒适，
别无他物。

回过头，穿过一条悬在空
中的走廊，眼前的房间里，黑洞
洞的，早上才开放。我来到一个
小小的阳台，上面有一把球形
的椅子，我钻到里面，把开口朝
里，顿时安全感爆棚。我突然

想，一辈子就缩在这儿吧。听着
丝丝猫叫，翻书声，嗅着全麦面
包和特浓咖啡的香，感受着缕
缕蹿进来的微风——— 这才是我
心中最美的，美过海滨，美过夕
阳，美过落叶的梧桐……我是
个贪图安逸的人，至少当时是。

第二天，为了看看那件
昨晚未开放的房间，我又来
到了西街十六号。我快速穿
过昨晚享受的风景，直奔那
里。

丝丝缕缕的金丝穿过大大
的金色的窗户，洒在地板上，洒
在缤纷的转椅上，洒在老旧的
收音机上。黑发的、棕发的、金
发的，共处一室，静静地享用自
己盘中的早餐。一只棕黄相间
的大猫慢吞吞的爬上爬下，不
时闭目、静卧。

窝在沙发一角的我，看着
书，觉得这一切是如此的恬静
而美好。

我离开了，除了幸福，什么
都没有得到。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 西
街十六号。

你你在在我我心心中中是是最最美美
新元学校 2013级8班 全政辉 指导教师 房红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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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远远的的仙仙境境
新元学校 2013级(3)班 桂颢铭 指导教师 雷永光

有时，换个角度看风景，总
能看出不同的风景

一天前的这个时刻，我正
在飞机上，诧异的俯视着下面
的高原。那真的是一处不毛之
地，只是睡了一小觉，眼前便成
了茂密的森林，感觉一觉醒来
就穿越了一般。

层次错落的黄土中嵌着一
栋栋矮小的房屋，让人不敢想
像这个地方就是青海。站在海
拔2300米的土地上，让人喘不
过气来。上了车，沿着蜿蜒盘旋
的崎岖小道前行。雨不知不觉
就下在了7月的青藏高原上。细
雨之中，草原上的各种花儿，一
夜之间都绽开了。白的如雪，粉
的像霞，红的似火，黄的胜金，
整个草原似一座五彩缤纷的大
花园，惹得蜂蝶在百花丛中歌
舞。

车转了一大圈，五彩缤纷
的世界消失了，展现在眼前
的，是另一幅画卷。草原如绿
色的海洋，波涛万顷。毡房点
点，隐现在绿涛间，似朵朵雪
莲盛开；片片羊群，点缀着草
原，似颗颗珍珠洒落；云雾缭
绕的高山、草原若隐若现，白
云在山间飘动，似一幅巨大的
水墨画呈现在眼前，让人感觉
恍如仙境。

我走出蒙古包，融入到无
边无际的大草原中。草原的风
在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有着一番
不同的风韵，七月是草原最美
丽的季节，也是最让人心旷神
怡的，它不像冬天的风那么刺
骨，更不像秋天的风那么干燥；

它美丽，在于它吹绿了万物，吹
开了野花，深深的草丛在微风
中摇拽，是那么的婀娜，充满了
神韵；它轻柔，它游过深深的湖
水，掀起了阵阵微波，在阳光的
照耀下闪烁着银光，碧水映着
蓝天，蓝天衬着碧水，那种天连
水、水连天的画面，宛如在天镜
中遨游，自在、奔放……风沙沙
的摩挲着大地，在阳光的照耀
下，反射着自然的光辉。

下午，我们骑着马，慢慢的
行走在青海湖畔，在我的左手
边是水，右手边是广袤无垠的
草原，湖与海是不一样的。湖是
静谧的，而海是喧闹的。在这海
拔3000米的高原，从未想过还
有这样似仙境的风景。深呼吸
一口清新的空气，清香的草木
味随即沁入心脾，让人心旷神
怡、如痴如醉。牛羊漫游在草原
上，风吹草动，形成了一幅如诗
如画的景象。

不知不觉，夕阳西下。这
时，草原上笼罩着金色的寂静，
远处山峦披上晚霞的彩衣，那
天边牛乳般洁白的云朵，也变
得火焰一般鲜红，草浪平息了，
牧归的牛羊群从远方草原走
来……

晚间，当我带着疲惫的身
体回到蒙古包时，奶茶香浓的
气息扑面而来，望一望帐外的
风光，草原蒸熏在芬芳的气息
里，月亮撒开银色的网笼罩了
一切，草原添上了神秘的色彩。

我不知道明天又将驶向哪
里，但我知道，将会有更美的风
光散布在这遥远的仙境。

我是一棵树，一颗屹立在
马路边的树，一颗枝繁叶茂高
不见顶的树，虽然如此，可我还
是常常被忽视。

八年了，八年前，我还是一
株在绿色森林里吸收阳光雨露
的小苗，翠绿的叶，细细的枝。
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又展望自
己的未来，我都不敢相信这是
真的。因为现在，我是一颗在重
度污染城市中的，吸收着空气
粉尘的行道树。也许我的未来
是一棵掉了叶的树，也许会被

人类无情的砍伐，但是我不停
的努力着，不停的奋斗着！

这八年来，我经历了多少
心酸的磨难，多少狂暴的风雨，
但我依然坚持着，坚持着绿化
环境，坚持着制造氧气，坚持着
吸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我的努力没有被看到，但我
无愧于自己。对此，我只是更努力
的工作。可人类，不知足。他们不
停的吸烟，排放工厂中的废气，甚
至我们差点被施工队砍掉，为人
类盖房，扩建马路。

我们被小朋友，折断了枝，被
风雨打掉了叶，可我们不抱怨。

渐渐地，人类意识到了空
气的重要性，也了解了这方面
的知识。对我们也好了，冬天他
们为我穿上衣，夏日，为我浇
水。我越长越高，枝叶越来越茂
盛，我感到，我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现在，空气清新，天空湛

蓝，太阳火红，小草新绿。我粗
壮高大。

所以，请为我喝彩！

请请
为为
我我
喝喝
彩彩

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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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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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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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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帔

阳阳光光下下的的茉茉莉莉花花
新元学校 初一（2）班 孙楚凡 指导教师 王光伟

水水濂濂山山
新元学校 初一(3)班 邬家齐 指导教师 房林靖

语文课上，曾提到过几句描绘
风景的谚语、诗句：“江碧鸟逾
白，山青花欲燃。”、“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咦，怎么没有与
水濂山相关的？那不是一处风水
宝地吗？

说起水濂山，得追究到与我
们两千里左右之遥的东莞。那里
经济挺不错，算是广州经济的对
手之一；不过不可只看繁华的城
市，水濂山也是一颗璀璨耀眼的
明珠。山青水秀、柳暗花明……
哪个词形容得不恰当？在山脚下
一望，准美得让你大吃一惊。上
个暑假去那里游玩，所见所闻可
真不少。

一大早，我们坐车来到了水
濂山脚下，抬头一看，峰顶那座
塔好似一把锋利的锥子，悬在半
空，正待哪种神秘力量把它往上
推，戳破浩瀚无垠的天穹，除了
那里和一座小庙外，几乎处处是
葱郁茂密的森林。

刚开始爬，一座小庙就扑进
了眼帘：鲜红的屋顶、鹅黄色外
墙，仿佛一幅翠绿的画卷上点缀
着几笔赤、橙、黄、粉、紫五色颜
料的效果，又如同一片青翠的草
原上，盛开着几簇红黄二色鲜花
的样子。

庙旁有一条小道，可以从那
里拐到通往山顶的石级。道旁有
几株竹子，我们经过时，有了个
发现——— 竹子的阴影中藏着一
只青蛙，大家都停了下来。它是
翠绿的，伪装得非常巧妙，若是
三心二意一天也找不到。这只青
蛙静静地趴在泥泞的地面上，好
像在等待什么。突然，它腾空跃

起，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又急
速地落下，腿上猛地一蹬，一溜
烟钻进了竹林深处。它实际上仅
拳头大。

又向上爬了一会儿，我们听
见了“唰唰唰唰”的声音，比刚才
离声音的源头更近一点时，响声
随之大了一点；越靠近源头，声
音越大。

不久，我们爬到了半山腰，
那也是个观赏风景的黄金地段。
森林苍翠欲滴，漫山遍野一大片
一大片青翠碧绿的颜色。形状千
变万化的叶子与枝干如同千万
排琴键，演奏着一曲赞扬夏天的
美妙的歌谣。有一条小溪随石级
蜿蜒盘旋在山中，它非常清澈，
如同镶嵌着钻石的翡翠框水晶
御镜，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
光。水中有一些十分瑰丽的石
头，四面大致平滑，只有一些小
凹小凸，其中有一面呈内倾状
态，共数块，如同一级级黑色的
台阶。地上有两种石头：一种个
头不大，零零散散一山，那是真
石头；假石头比真石头大，只有
路旁才能找到，观赏价值极大，
能播放悠扬悦耳的音乐，大家八
成猜对了，那是超仿真音响！

到山顶后，那座高高耸立
在云端的宝塔映入了眼帘。我
爬上了那座塔，此时，俯瞰东莞
是最佳选择，方圆六里内的景
物尽收眼底。高楼大厦雄伟壮
观，广场宽大开阔，但最美的不
是高楼大厦，也不是广场，而是
这山长水长的水墨画——— 东莞
水濂山！

水濂山真是美丽如画！
爱爱绕绕在在身身
新元学校初一(5)班 崔修宁

指导教师 孙洁

爱，是天空的云，落下霏霏细
雨；爱，是丝丝的雨，滋润久旱的树；
爱，是参天的树，撑起片片浓阴……
爱，就像暖暖的春风，吹走了烦恼，
吹走了忧愁……

你，从我出生起就是我的“保护
神”了吧。在我的印象里，你总是那
样高大，像一座山，顶天立地。小时
候，是你，带我出门去感受窗外的
美；是你，让我童年的回忆，总是停
留在夕阳温柔的余晖中。

记得上小学一年级，老师给我
们看过一本绘本，内容已经模糊不
清——— 好像是说，一个孩子特别崇
拜自己的父亲。在他眼中，父亲上天
入地，无所不能：父亲能一步跨过高
高的月亮；能把水中圆圆的月亮捞
起……我并不觉得夸张，因为我觉
得，你也可以，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是什么时候，你的言语，渐渐地
少了？也许，是在五年级，或者在初
中。早晨六点早早起床，我快速地穿
好衣服，梳头、洗脸、吃早饭，紧张的
一天又开始了。吃完早饭，我不再像
以前那样，一边走着，一边哼着小
曲，欣赏着周围的景色，在平静祥和
的气氛中，踏上去学校的路；而是匆
忙的下楼，过马路，奔走在赶往车站
的路上。但是，你依然像以前一样，
替我背着愈来愈沉重的书包；只是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你说：“等一
下，爸爸。慢点走。”甚至我比你走得
还要快。我不再想让你去送——— 妈
妈因为走得慢，已经不再去送我了。
只是你执意要去。

车来了。我上车，找座位坐下，
匆匆看一眼在站牌旁的你。你的目
光总是与我的目光相遇——— 在我上
车后，你的目光从未离开。然后，你
冲我点点头。在车开动后，你的身影
消失了。这车开动的一瞬间，我忽然
感到心里莫名的酸楚。因为车开动
后，我总会想起你和我目光的相遇。

甚至，连目光的相遇，都来不及
存在。只是我知道，你的目光，从未
离开……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和你，
都输给了岁月。像公交车上的那一
瞥，短暂，却永远……

父爱，是一片浩瀚无际的海洋；
而我，则是一滴小水珠，在大海的怀
抱中，尽情跳跃，尽情欢笑……

爱，一直围绕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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