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门口通向的小路旁是
一排法国梧桐，迤逦行向路的
尽头。秋意点染上叶尖，沁出一
丝丝金黄的纹路，无风时，阳光
自岁月的沙漏中滴落，和着这
沉默的叶，无声地融在秋色里，
便瞧不分明了。然而风动时，这
无数的叶之精灵，却如同跳跃
在秋色里的金色浪花，激起无
数生命的涟漪。

安步当车，犹如穿过时空
的隧道：仰首，碧云天，阳光摇
曳，是生命刹那之绚烂，尘世静

止之繁华；俯首，黄叶地，落叶
满阶，是生命逝去的沉默，是轮
回离别的笙箫。有时我会想，今
天我的足迹流连不去的这片枯
叶，明年是否会长在不知名的
叶梢，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也许
它会在江南烟雨中迷离苏醒，
在杏花陪伴中聆听霏霏细雨的
心声；会有游子侧卧短篷兰舟，
飘摇在荡着愁思的湖面上，透
过烟草风絮，与它遥遥对望。于
是天地寂静在这一瞬的对视，
生命在灵魂的共鸣中闪耀，在

相依中缠绵。那一刻，他是它，
它亦是他。它想，这个季节，它
的灵魂永不褪色。

我深爱着这样的叶。
然而我却又幻想着，希冀

着，企盼着那金色在梢头多一
刻的停留，因为俯首的那一瞬，
便是逝去。而轮回，是种沉郁的
钝痛。

我常常想，联系在树梢的
金色和落叶之间的到底是什么
呢？当金色的血液在脉搏的流
动凝止，当它的生命随着西风

一道流走，它的灵魂会随之浪
迹天涯，还是会沉没在时间的
洪流中，等待化为下一个生命
的血液，奔涌在下一个轮回，等
待着下一次路过，下一瞬回眸？

我若是叶，我愿随风而去，
我不愿为谁而停留，直到最后
一缕秋色将我消融，世间不留
我一丝痕迹，我便和这世界融
为一体，无悲无喜。可是落叶不
会这么做，它还眷恋着这尘世，
还在轮回中等待着下一个为它
停留的人，然后为他最后一次

插花起舞；它等待着下一个生
命接过它炽热的火炬，然后在
下一个秋天里，脖颈立成不屈
的旗杆，向着天空，含着泪，庄
严地坠落；下一个，下一个……

我只能无数次地走过这条
路，无数次地偶遇它，含着泪
水，倔强地昂首，与它无数次对
视。

我不愿俯首。
我不愿离去。
愿我们把生命描绘成一片

最美的秋叶，宁静，意味深长。

叶
烟台四中高三1班 杨海华

情与理相结合，该是最完
美的结果。

“情”即人情、人脉。中国人
是讲究人情的，从古至今都有
这样的例子。“谢谢你帮了我，
我欠你个人情。”等等，可是到
了我们现在的法治社会，每个
公民都应该依法规范自己的行
为，有些“人情”会违背法律与
道德，这就出现了“情与理”的
矛盾。“情与理”似乎变成了一
团麻，“剪不断，理还乱”。

小时候，父母就告诉我要处
理好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多交
个朋友以后多条路”，这是从小
就灌输给我们的“人脉积累知
识”，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看
的书也多了起来，好像真的在哪
里都有人脉。《水浒传》里，无处
不体现着人情、人脉的重要性，
其主人公之一宋江就因为仗义
疏财，广交人脉，即现在所谓的

“人缘好”，当上了水泊梁山上的
头；同样《鸿门宴》中，项伯仅仅
因为张良救了他一命，就告诉他
军事机密并要带他一起逃跑，可
见“人情”确实在一些时候有重
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重
人情的文化虽然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的人，但是我认为它不再
适应现代的社会潮流，它不应
该继续成为对事实、真理认知
的障碍，我们需要正确地对待

“情与理”，有条理地理清它们

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从古至今人们一直

在探寻着真理，可是在古代往
往是以“情”为主，现在社会

“理”越来越大于“情”了。据报
道，广州有一对夫妻不忍心看
到自己的孩子堕落犯罪，自己
报了案，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
警察局，这完全颠覆了“虎毒不
食子”的人情文化，可事实就是
这样，理智战胜了一切，道理战
胜了一切，不因为是自己的孩
子就包庇，不因为血蒂的相联
就不舍，其实这种方法也是变
向地为孩子好，是正确的处理
了“情与理”的关系。像这对夫

妻一样的行为很少，但是却给
我们提了个醒。

其实，“情与理“并不难做
出选择，现在会经常听到这样
的话“于情于理，……”可见，人
们已经有了“情与理”相结合的
意识，若人情是白云，那道理便
是蓝天，蓝天映衬着白云，相铺
相成。

现在我们青少年应该正确
处理对待“情与理”之间的关
系，不仅要追求真理，还要处理
好人际关系，作为新时代的接
班人，将“情与理”之路，理好，
理清，最终像一只雄鹰展翅苍
穹！

情与理
烟台四中高三1班 于丽雯

机房的讲台上，老师穿
着正装。“同学们从本周开
始，我们进入微机会考备考
阶段，请大家全力以赴！”细
密的汗珠从伊朵的额头冒
出，手心的每一条沟壑都填
满了汗。眼睛发干的伊朵望
着机房闪亮的屏幕。屏幕的
光刺疼了她的眼，刺穿了她
的心。一时间她感到空气凝
住，周围一切都好像静止了。
难道时间老人也在嘲笑我？
伊朵呆呆地想。

叮叮，下课铃爆炸般地
响起。惊起了发呆中的伊朵。
最后一节课的铃总是如此的
响亮。同学们都去食堂抢饭
了，机房里就剩下伊朵。耳边
天花板上，风扇呜呜的响着。

“最后一个同学请记得关风
扇。”伊朵象征性地哦了一
声，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彷
徨，最后一个……

直到肚子响起咕咕的叫
声，伊朵才失魂落魄地从机
房走出来。已经是正午十二
点，太阳在伊朵头顶上发疯
地放光，伊朵心里痛苦地挣
扎。有时天是晴的，心是阴
的。

伊朵家里没有电脑，与
许多同龄孩子不同，她没接
触过电脑，连一些基本操作
都不会，她与电脑的第一次
见面是在第一堂微机课上。
每次微机课伊朵都跟不上
老师的进度，因为害羞，她
不敢向老师问问题。一节课
一节课地过去。伊朵感到生
活这杯五味水本是有酸甜
苦辣咸，可一坐到电脑前，
其他的几种味道都蒸发了
只剩下苦。看着电脑上蚂蚁
般的备考细则，伊朵一阵阵
的晕眩。

第一次模拟考试完毕。
伊朵听见同学们在讨论成
绩，她跑了……躲避同学、躲
避老师、躲避自己。

伊朵一路小跑，书包在
背上一扭一扭的，“哎呦！”，
伊朵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伊
朵转身低头，又不小心踩了
那家伙一下，是一朵蒲公英。
小小的蒲公英在风中颤抖，
由于伊朵的那个不小心，蒲
公英，伤势惨重。

伊朵蹲下来十分惋惜地
看着蒲公英，蒲公英映入伊
朵眼睛的下一幕震惊了伊
朵。蒲公英慢慢直起自己的
茎，用最后的力量顶着茎上
的小花伞。那是一个个蒲公

英的种子。
一阵风，小花伞被吹了

起来，上升、上升、前进向远
方飞去，而剩下的蒲公英在
所有的花伞飞走后，重重地
倒在了地上。

伊朵这才发现自己已不
再是蹲的姿势，而是跪在地
上。眼睛热热的却流不出那
种叫眼泪的东西。伊朵抓了
把土埋在蒲公英上，搓搓手，
慢慢站起来，再拍拍腿，若有
所思地走了。

远方的公园里有一片绿
草地嫩绿嫩绿的。

伊朵回到家头靠着墙，
浑身热乎乎的只有眼是凉
的，久违的眼泪一滴一滴地
滚下来砸在地上，擦干眼泪
伊朵感到自己被一种强大的
力量支撑着。

伊朵洗了把脸，好像什
么也没发生，镇定地走向书
桌，打开台灯，拉开书包，翻
开那本已经折了角，满目疮
痍的微机书。

光重新闪烁在伊朵的房
间，像黑暗中那颗最小最亮
的星，那一夜伊朵学到很晚。

以后的几个周里，伊朵
每天中午都会在同学们午睡
时，轻轻从教室里出来，飞奔
向机房。每一次打开机房的
电脑，伊朵都心潮澎湃。

机房里，伊朵再也不是
最后一个而是第一个。

会考如期而至，这时的
伊朵已不再畏惧眼前闪亮的
屏幕，更多的是一份安心，一
份从容。

班里会考通过名单里多
了一个闪亮的名字——— 伊
朵。

冰心老人曾说，“成功的
花儿 ,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
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
透了奋斗的泪泉，涌满牺牲
的血雨，花开是不变的真理，
但也只有经过风雨洗礼，方
能展现震撼人心的美丽。”

回忆那段冰冷压抑的日
子，伊朵笑笑，她这时才知道
那么多痛苦、折磨、冰冷、绝
望走过了，都会圆满。然而再
次见到阳光，之前的黑暗就
不算什么了。她想感谢那段
黑暗的日子，然而她最想感
谢的还是那小小的蒲公英。

伊朵去找那朵小蒲公
英，阴差阳错伊朵走错了方
向。她来到了公园，那里一片
嫩绿的草地上绽放着许多蒲
公英。

蒲公英的力量
烟台四中高三2班 王露晨 指导教师 唐薇

要真亲情而不是“晒”亲情
烟台四中高二11班 尚欣迪 指导教师 贺彩虹

现在每当节日来临，人们
首先做的是通过各种网络媒体
晒照片，晒幸福。母亲节这天，
屡见不鲜的便是微信朋友圈里
满屏充斥的都是各种对母亲的
祝福。对此，大部分网友一片叫
好，为这浓浓的亲情点赞。有的
网友则认为这是一种刻意展示
给别人看的幸福亲情，只不过
是为了晒而晒而并不是真正的
亲情。我认为，母亲节即是对母
亲的感恩，不需附加什么，更不
应用金钱来绑架感恩。

众所周知，母亲节是我们
呼唤简单爱，真诚表达对母亲
为我们倾心付出的感恩。由此
看来，我们不禁要问，微信朋友
圈的晒幸福亲情，难道都是真
心实意表达吗？

我不否认，人们想要在微
信朋友圈里晒幸福亲情，是一
种紧跟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
行为，适当追求华丽也无可厚
非。但仔细一想，我们是向别人
展示出了我们的感恩之心，但

在背后，你是否用实际行动去
表达了这份感恩并且使母亲们
知道感知到了呢？

但与此同时，国外却一直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节日习
惯”。在加拿大，一到四月份，学
校就神秘地组织孩子们亲手制
作一个手绘花盆，并种上一朵

“献给母亲的花”，这朵花恰巧
在母亲节前夕盛开。花从被种
下到开花的过程，需要孩子们
不断呵护照料，对它给予付出
感情。众望所归，这朵花能带给
母亲们最大的节日惊喜和安
慰。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
但当物欲冲昏大脑，使节日变
味、商业化的时候。在人们都
在网上晒幸福，为母亲挑选礼
物时，各商家也抓住时机，用
金钱包装人们的温亲情，过节
变成跟风，炫富，黄金玫瑰、天
价月饼便是证明。母亲节创始
人安娜·贾维斯曾到某茶餐厅
用餐，看到茶餐厅提供“母亲

节沙拉”之后便要了一份，待
服务员将沙拉端到她面前时，
她站起身，将沙拉扔在地上，
留下钱后离开。安娜的初衷并
不是为了让人们用金钱去衡
量的。她用这种行为来表达对
母亲节庸俗化强烈的不满，但
最终，却终究无法阻挡母亲节
变味的趋势，自己反倒被当成
了疯子。

母亲节只是一个表达感恩
的节日，不应该负载太多的东
西。而子女的孝顺心才是最重
要的。当然，孝顺并不是只满足
自己的心理需求即可，要拿出
实际行动来。母亲节，为母亲洗
洗脚；为母亲做一顿可口的饭
菜；种一朵献给母亲的花，甚至
只是陪母亲聊聊天散散步，便
是孝心的体现。

让母亲节回归初衷，不要
只搞网上晒幸福亲情等形式主
义，不要让感恩被金钱绑架。只
要有心，感恩可以很隆重，也可
以很简单，不需要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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