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一望，转瞬人生十几年已
悄然而逝，一路走来或曲折或平
坦，或高声放歌或沉思低吟，仔细
回想，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的
身边都会有一些同行的人，陪我们
成长，伴我们成熟。

——— 题记
父母
父母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位老

师。父母给予我们的爱，是世界上
最宝贵的，也是最至高无上的。父
母倾尽所有给予了我们成长所需
的一切，他们用全部的心血来培养
我们，可是我们却没有什么可以回
报父母。

父母的爱是无以复加的，也许
父母不是陪伴你走得最远最久的
人，但父母却是为我们付出最多的
人，付出得最无私的人。父母给予
我们生命，父母供我们温饱安居，
父母言传身教让我们学会做人的
道理……他们陪我们一起走过这
漫漫成长之路。我们在一天天长
大，可父母却在一天天衰老，孟子
曾云：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树欲
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
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吧，让我们
陪伴父母的时间能够多些再多些，
久些再久些。

师长
“师者，传业授道解惑也”，老师

对人的影响仅次于父母，但也不亚
于父母。老师陪伴我们从幼稚走向
成熟，从懵懂走向彻悟，老师是我
们人生旅途中重要的旅伴，他们用

言行，用知识，让我们知书，让我们
达礼，让我们明白是非曲直，为我
们奠定人生之基。一个好的老师对
一个人的影响是重要的，如果海
伦·凯勒没有遇到沙利文老师，那
么她也许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如果没有孔子杏坛施教，自然也不
会有颜回子路，更不会有孟子把儒
家文化发扬光大。

然而，老师却“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了我们呕
心沥血，费心熬神，只要我们取得
些许的进步，老师就会感到幸福和
宽慰。让我们感恩我们的老师，在
老师的带领下，一步步走向明天，
一步步走向成熟。

朋友
人生能得一知己足矣。漫长的

人生之旅，如果身边没有一二个能
推心置腹的挚友，那便是人生一大
憾事了。真挚的友情，是人生中一
笔宝贵的财富。真正的朋友能在你
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助你一臂之
力；真正的朋友能在你骄傲目空一
切时，警告你保持清醒不能昏了
头；真正的朋友能陪你一起经历喜
怒哀乐，风风雨雨。在人生的道路
上，携一二知己并肩前行，我们的
人生旅途会更加有意义，更加快
乐，更加顺利。

让我们铭记这些陪我们一起
走过人生旅途的人吧！感恩这些
亲人恩师朋友，在这些我们一起
走过的日子里，让我们且行且珍
惜。

我我们们一一起起走走过过
万杰朝阳学校初三一班 孙天立 指导教师 毋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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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wb_zb_f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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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同同答答案案的的人人生生
万杰朝阳学校高二一班 王 钧 指导教师 杨亚军

每个人都有一段不一样的
人生，或平淡闲逸，或豪情天纵，
如果我问你的人生是怎样的？也
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李清照——— 人生一场花事
她爱诗，爱酒，爱春花秋

月；她写云，写雨，写离合悲欢。
在静好的岁月里，她曾与爱人
共泛一纸轻舟，畅游湖畔，也曾
独自一人在月下饮酒消愁。出
生在书香门第的她，许是父母
的教导，使她从小耳濡目染，那
时她无忧无愁。“何须浅碧深红
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多么骄
傲的语气，那时的她不曾预料
之后会家破人亡，而那美好终
会成为她漫漫人生中的一丝抓
不住的回忆。金人南侵，生灵涂
炭，丈夫去世后，她逐渐衰老，
那忧伤岂是轻舟能载动的，“只
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
愁”。如此明媚的女子从春日里
走来，却又消失在这繁花中。
李清照，如同一朵花，花开时满
目春色，落后随风飘散。李清照
人生一场花事。

苏轼——— 人生一场曲折
他是历史上难得的人才，

许是光环过胜，使他陷入了起
起伏伏的日子。“乌台诗案”使
他身陷牢狱，但他仍旧坚定意
志。后贬到黄州，写下了流传千
古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风流人物”这豪迈的词句。唯有
苏轼才得以将此意发挥得淋漓
尽致，他的胸怀使他没有消沉，
他将他的意志寄托于天地、江
海，“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
生”，任其飘荡，坦然面对。他的
才华不被赏识，他选择告别喧
嚣，只求内心的平和与宁静。仰
天眺望，把心与这自然相结合。
苏轼人生一场曲折。

项羽——— 人生一场悲壮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

哉？”
本是世间英雄，在来时，那

雄姿英发，那一代霸王，曾挥手
便是半壁江山。乌江边用一刎，
抹去那前世的沧桑；今世的眷
恋，换来下一世的重逢，染指挥
袖，剑过，金戈铁马落去。四年
的楚汉相争，换来的是身心的
疲惫，谁也无法论他成败。成
兮？败兮？鸿门宴那一放，在冥
冥中结局已被设下。“生当作人
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那一方的故土，
仍为你守候；叹一缕英魂，为你
默念三声。项羽人生一场悲壮。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
的，答案亦是多种多样的。在不
同的人生中，我们得到的也不
同，不如放宽心，用不同的人生
阅历来回答我们的人生是怎样
的，期待如春花般绚烂多姿。

悠悠然然之之境境
万杰朝阳学校高二一班 王 钧 指导教师 杨亚军

乘一叶扁舟如今随风望江
盼渔火，转竹林深处残碑小筑
僧侣诗复诵，暗红亭中抖抖绿
蓑邀南山对酌，月影幢幢烟花
几重烛花儿红。

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有时
会让人沉迷其中，甚至忘记了
原本的执念，那是人们回不去
的过去。有时退一步，放下心中
的包袱与杂念，回归心灵最深
处，那是一种悠然。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周敦
颐内心的向往，那是一份洒脱，
不愿与那淤泥为伍，内心早已
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清闲自在
之地。凡尘中那些勾心斗角，为
了权贵愿放弃一切的人，在周
敦 颐 眼 中 怕是再愚昧 不 过 了
吧！得到一份宁静，收获一方乐
土，周敦颐用他那淡泊名利的
态度感染着后世，同时在他内
心最深处寻得一份安然。

人们总爱莫名的感伤，有时
觉得人生太不真实，无法全身心
投入紧张压抑的快节奏生活，也
无法全然隐匿于山水之间。总觉
人生被烦恼填充得满满当当，也
许随风飘飘荡荡无处可归。此时，
那种彻骨的疼痛便会告知你，寻
得一份宁静是多么的重要。

“舟遥遥以轻 ，风飘飘而
吹衣”，这悠闲自得的生活，似

在向我们诉说着：归去，甚好。
陶 渊 明 那 拿 得 起 放 得 下 的 性
情，试问几人能有？他心中的闲
逸，无时无刻不在他内心纵横，
看破了世间的阴暗与险恶，总
觉得累了，倦了，总归是“采菊
东篱下”使人更觉轻悠。忆一南
山，若南柯一梦，苔上雪痕，舞
一曲今朝，深处总是悠然。

世间纷纷扰扰，何不温酌
一 壶 月 光 ，自 饮 一 杯 ，举 杯 邀
月，成影几人，弃世间繁华，享
受深处静谧。屈原在遭驱逐时，
怀石遂自投汨罗而死，那以死
殉国的精神，何不认为是愿身
浸深处，远离那功名利禄，远离
那相互谄媚，用一种超凡脱俗
的思想，永久在那深处悠然。像
蝴蝶一般，远离世俗，只为更深
处那一抹安然与静谧。

林中抚琴曲委婉，群山听
懂我悲欢。雨掸霜叶，掸落一地
过 往 ；云 遮 秋 雁 ，遮 住十载 月
光 ；闻 一 曲 清 扬 ，挟 飞 仙 以 遨
游，抱明月而长终。深处自在与
逍遥，落花雨，花香氤，悠然自
得，那是深处。

一份静，一份安，那是生命的
另一个境界。纵是情随事迁，而那
深处的悠然是无可言喻的。累时，
也许令自己放空一下，将自己放
在最深处，有何不可？

且享受这悠然之境。

在昏黄的灯光下，捧一本泛黄
的书，看时光匆匆流过，将今日改成
昨日，将未来改成现在……

在这个信息狂轰乱炸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浅尝辄止的阅
读，匆匆一瞥，走马观花。殊不知，经
岁月流转沉淀下来的精华，就在于
那一字一句之中，需要我们慢慢品
味，仔细琢磨。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重新唤起
了我们对于汉字的热爱。是啊，我们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悠久而又灿烂，
但若没有一笔一划的记载，又怎能
有如今的光辉？汉字，记载着我们的
文明，承载着我们的记忆，传承着我
们的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那一
个个小小的方块字，跳动于我们的
笔尖，让无数外国人为之惊叹，也让
我们深深折服于文化的奥秘，回味
无穷。然而，不知何时，我们竟然有
了“提笔忘字”的毛病，我们竟然任
由一个个错别字活跃在我们的笔
下，肆意妄为。这不应，也不该。作为
一个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
务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汉字，并把
它发扬光大。所以，请提起笔来，多
多写字，来焐热我们的汉字吧。

阅读是我们文化的另外一种表
现方式。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由此可见，古人
对读书情有独钟。阅读可以说是人
类的一大特点。是阅读，将我们从愚
昧中解脱出来，让我们成为今天的
我们。通过读书，我们将会得到精神
的升华，得到心灵的洗礼；通过读
书，我们可以挣脱时间的镣铐，重返
历史，与英雄们谈笑风生；通过读
书，我们可以使自己不断成长。文字
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也是我们最容
易忽略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教给我们的是豪迈，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教给我
们的是浪漫，“物是人非事事休，欲
语泪先流”教给我们的是惆怅，“凭
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教给我
们的是忧愤。拟一叶轻舟，徜徉于诗
的花海，泛于词的海洋中，感受那些
文字的魅力，岂不快哉？所以，请放
慢你的脚步，慢慢走，细细品味文化
的味道。

于旧日时光之中，于一字一句
之中，咀嚼时光的真味，感受文字的
美好。静下心来，沉下气来，远离尘
世的喧嚣，在书中享受自己的那份
宁静。

旧旧日日时时光光
万杰朝阳学校高二一班 杨璨璨

指导教师 杨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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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有人说是家人平
安，有人说是升职加薪，有人说是
学业有成，还有人说幸福是猫吃
鱼，狗吃肉……其实，幸福他没有
那么复杂。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早晨醒来
后那缕穿过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恰
好照在你身上，是闻到了屋外那夹
杂着泥土清香的空气，是看到花儿
争奇斗艳，是看到树木茁壮成长，
是看见一只鸟儿划过天空，是看着
空中的云朵不停地变换……幸福，
是现在你在这里。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妈妈做的

带有家的味道的饭菜，是爸爸出差
后的电话里的一声问候，是奶奶一
句温柔的呵斥，是兄长那好久不见
时的寒暄，是老师严厉的目光，是
同学一句真心的问候，是好朋友带
来的不经意的感动，是陌生人的一
个对他而言微不足道对你却刻骨
铭心的小动作……幸福，是你现在
在这里。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你发自内
心的笑容，是你不知为何落下的眼
泪，是你那爽朗的笑声，是你恼羞
成怒的呐喊，是你的喜怒哀乐……
幸福，是你现在在这里。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你拥有自
己的梦想，并且努力将它转换为理
想，幸福是你拥有自己的理想，而
你正在脚踏实地的追求你的理想，
幸福，是你现在在这里。

幸福是什么？还记得曾经看过
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幸福不是
过去，因为你无法判定那是不是幸
福，幸福也不是未来，因为你不知
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对啊，幸福
到底是什么？幸福就是现在你在这
里，在这里做着你的事情。

幸福，很简单，也很容易，只是
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罢了。

中国有句俗话：欲速则不
达。语出《论语·子路》:“无欲速，
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
则大事不成。”意思是性急求快
反而不能达到目的。这虽然是
句真理名言，但却早已被别人
抛之脑后。

如今，似乎整个世界都在
忙，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也都
迷恋上了快节奏，做什么事都
在追求速度。读书要“速读”，吃
饭要“快餐”，坐车要“快车”，吃
药要“速效”，邮寄要“快递”……
的确，生活中的很多“快”为人们
节省了很多时间，提高了生活
质量。比如“快车”，动车、高铁缩
短了来往城市之间的时间，的
确提高了生活效率；“快递”方便
了大众的购物，不出家门便能
收到心中所想生活所需……但
是，在这样快速的生活节奏中，
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们就像不停
旋转的陀螺，人们只在意旋转
的速度，没有时间去思考其他。
就像我们这些学生，每个周末
每个假期，我们都是家里最忙
的人。背着硕大的书包，任由家
长把我们输送到各个补习辅导
场所。我们只是疲于奔命，应付
公事。

大家都知道化茧成蝶的故
事，那只在蛹中痛苦挣扎的幼
碟，如果你于心不忍，用剪刀帮
助虫子把蛹壳剪破，也许你会
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莫大的善

事，可是茧中的幼蝶必死无疑。
因为幼蝶必须经过破茧这个阶
段的痛苦挣扎才能发育完整，
它必须成长到拥有足够的力量
能自己去挣脱蛹壳的束缚，才
能张开美丽的双翅，自由飞翔
于红花绿草之间，演绎它绚烂
的一生。所以它要慢慢成长，慢
慢强壮。

就像如今的我们，家长是
为了培养我们，让我们赢得更
好未来，一个个这样那样的辅
导班，这样那样的培训班……
我们这些家里“最忙”的人，去了
舞蹈班还有书法班，练了钢琴
班还有奥赛班……我们穿梭在
这个城市的各个街道，奔赴一
个个不见硝烟的战场，像一个
个疲惫的旋转的陀螺。我记不
清，我有多久没出去踏青放风
筝，有多久没好好睡个大懒觉，
有多久没和爸爸妈妈说说知心
话……每日只是不停地旋转，
旋转……

我想慢下来，慢下来。静静
地走，嗅嗅身边的花香，看看水
中的涟漪，也许我们成长的时
间会比家长设计得长些更慢
些，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
会变成拥有漂亮双翅的蝴蝶，
飞向花丛中，演绎自己从容而
悠然的一生。不要赶着我们前
行，让我们慢慢地走，慢慢地看，
慢慢地学会生活，慢慢地长大，
慢慢来。

请请让让我我们们慢慢慢慢来来
万杰朝阳学校初三一班 国昌灏 指导教师 毋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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