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名言

屠呦呦获奖感言
我不是中国本土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
的人，我只是中国科
学家群体中第一个获
奖的女性科学家。

我要感谢诺贝尔
奖评委会、诺贝尔奖
基金会授予我 2015
年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
的荣誉，也是生长在
中国大地上成片成片
的青蒿的荣誉，更是
中国中医的荣誉。

我要感谢中国的
一位伟人———毛泽
东。这位伟大的政治
家、思想家、军事家、
诗人十分重视民族文
化遗产，他把中医摆
在中国对世界的“三
大贡献”之首，并且强
调“中国医药学是一
个伟大的宝库，应当
努力发掘、加以提
高”。1954年，毛泽东
指示：“即时成立中医
研究院。”它就是我的
工作单位———中国中
医研究院的前身，也
是成就我一番事业的
平台。我时常在想：假
如没有成立中医研究
院；假如把我分配到
一个乡村医院，我顶
多是一个平庸的中
医，更别谈什么青蒿
素，什么诺贝尔奖了。

我还要感谢一个
中国科学家———东晋
时期有名的医生葛洪
先生，他是世界预防
医学的介导者。葛洪
精晓医学和药物学，
一生著作宏富。当年，
每每遇到研究困境
时，我就一遍又一遍
温习中医古籍，正是
葛洪《肘后备急方》有
关“青蒿一握，以水二
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的截疟记载，给了
我灵感和启发，使我
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
需要避免高温，由此
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
取方法，并最终突破
了科研瓶颈。

我还想感谢一个
人，准确地讲，应该是
一群人，一群数以百
万的非洲人。正是他
们对中国中医、对青
蒿素的信任，才换来
生命的重生，见证了
青蒿素的神奇。

在感谢这些人的
同时，我还要感谢当
年从事 523抗疟研究
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
体成员，感谢全国
523 项目单位的通力
协作。

最后，我要万分
感谢的，是一种生长
在中国大地上的草本
植物———青蒿。它星
散生长于低海拔、湿
润的河岸边砂地、山
谷、林缘、路旁等，也
见于滨海地区。在中
国近二十个省、区都
能见到它的身影。

在我的科研生涯
中，一代又一代，一茬
又一茬的青蒿“前赴
后继”，奉献了自己的
身驱，成就了中国的
中医事业。正是因为
他们的牺牲，才铺就
了我通往诺贝尔的坦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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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韵晕郧在匀韵晕郧 允陨粤韵再哉

本报讯 12月 25日，副市长汤冬
青一行在市教育局局长王劲松、工委主
任王国华等陪同下，对我校消防和食品
安全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汤冬青一行实地查看了校园消防
控制中心、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听取
了校长邹施凯有关学校安全管理的情

况汇报。他们对我校把安全作为办学的
三大目标之一，落实“一岗双责”的安全
管理体系，建立人、技防并举的制度措
施给予充分肯定。

汤冬青强调，消防、食品安全是学
校管理的头等大事，务必警钟长鸣。安
全工作首先要思想统一，理念前瞻；其

次，要措施创新，保障有力；第三，要强
化自责，管控及时。他希望我校进一步
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始终把消防
安全和食品安全工作放在重要突出位
置，确保校园无事故，让家长放心社会
满意。

（总务处）

汤冬青副市长检查我校消防和食品安全工作

本报讯 为提高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
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影响力，12月 22
日至 23日，由省教科院主办、镇江市教育
局承办的“2015年度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
对象影响力论坛暨年终活动”在镇江市第
一外国语学校举行。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
工程全体培养对象、各大市所属县（市、区）
教科研机构负责人、部分校长代表和省内
外特邀代表共二百多人出席。我校校长、党
委书记邹施凯应邀在论坛上作《另起一行，
我是第一———让每一位学生都获得发展》
的主题发言。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提高教育质量”，专
题报告、交流研讨、主题沙龙、对话媒体为主

要形式。邹施凯针对分论坛主题“让每一位
学生都获得发展”撰写的论文分为“另起一
行，推进均衡，优化成长的环境”、“另起一
行，尊重生命，拓宽成长的途径”、“另起一
行，文化濡染，培养成长的品质”、“另起一
行，锤炼质量，助推成长的高度”、“另起一
行，多样发展，提升成长的境界”六个部分，
他对自己提出的“另起一行，我是第一”的教
育主张进行了多角度的诠释，同时讲述了自
己实践这一教育主张所取得的办学成效，得
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邹施凯是在 2011年 6月被省教育厅
确定为“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
象的。 （校长办公室）

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影响力论坛举行

本报讯 12月 4日，盐城市“绿色
学校”验收组组长、盐城市环保局副局
长吴剑波一行四人，来我校检查验收盐
城市“绿色学校”创建工作。我校校长、
党委书记邹施凯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
验收组听取了我校副校长杨晓翔

有关创建工作的实施报告。报告从“加
强领导，提高认识，构建绿色环保教育
体制”、“夯实基础，完善设施，加强绿色
环保校园建设”、“学科渗透，以身作则，

提升师生绿色环保意识和能力”、“狠抓
常规，体验过程，突出绿色环保全方位
教育”、“以人为本，和谐共进，用绿色理
念统领全局工作”五个方面，介绍了今年
以来我校创建盐城市“绿色学校”工作的
情况。验收组还查看了相关资料，并重
点察看了食堂、宿舍、厕所和校园绿化。

在意见反馈会上，验收组对我校创
建盐城市“绿色学校”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指出，东台中学领导重视，组织健

全，管理到位；重视学科教学，能把绿色
理念有机渗透到教学之中；注重关键节
点，搞好创建宣传。吴剑波组长还从“讲
体制，谋划绿色校园”、“夯基础，建设绿
色校园”、“重渗透，提高教学水平”、“抓
常规，突出绿色教育”等方面给予总结
性评价，并确认我校创建盐城市“绿色
学校”工作符合盐城市标准，同时建议
我校创建省级“绿色学校”。

（校长办公室）

我校通过盐城市“绿色学校”验收

本报讯 12月 1日，我校召开作风
廉政教育暨有偿家教专项整治工作动
员大会，全体教职员工参加，校长、党委
书记邹施凯作重要讲话，责任督学、市
教育局招办主任王建树主持会议。

会上，播放了警钟长鸣教育宣传
片，传达了市委常委黄淑华在作风廉政
警示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全市教育
系统有偿家教专项整治工作会议精神
和王劲松局长的讲话内容。

针对作风廉政建设，邹施凯要求全
体教职员工，结合岗位特点、工作现状，
从理想信念、工作作风、制度执行、监督
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认真反思和深刻剖
析，自觉锤炼严与实的作风，主动践行市
委提出的“八个严格，八个实在”的要求，
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塑造过硬的教师队伍形象。每一位同志
务必做最好的自己，“不给自己找麻烦，
不给家庭找麻烦，不给组织找麻烦。”自
觉彰显东中人的文化修养与内涵。

邹施凯就有偿家教专项整治工作

突出强调“壮士断腕”、“露头就打”、“抓
铁有痕”、“毫不留情”四个关键词。他指
出，目前学校上下正以全新的姿态，为
打造“文化东中、青春东中、明亮东中”
而负重拼搏。文化东中，是对生命尽善
的唤醒，是对灵魂尽美的滋养，是对教
育本真的回归，从文化的根本生发师生
发展的向上力，“容不得”有偿家教！青
春东中，是以充满激情、充满活力的青
春心态，把责任与担当铭刻于心，在让
学引思、以学激思、用学拓思的领域锻
造实力，扩大课堂的效能点，培植学生
的生长点，“要不得”有偿家教！明亮东
中，是以至善、至美、至真，塑造东中的
升级版，以尊重、进取、阳光，刷新教育
的新高度。师生在感受成功、体验幸福、
超越自我、成就最好自己的过程中，“碰
不得”有偿家教！在学校当前风清气正
的良好氛围下，如果个别人铤而走险，
学校将“出重拳、下猛药”！一经查实，严
格按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最新规定，
严肃责任追究！当然，学校很不希望出

现“一人有错、连带受过”的难堪局面。
为此，邹施凯从宣传、倡议、监督、

自纠、承诺、包保、查访、约谈八个方面
全面部署、分层推进我校有偿家教专项
整治工作。尤其对重点学科、易发教师
将展开“保护式”关心、座谈，并采取每
周不少于一次的明查暗访。他表示，即
使高中教师平时教学太辛苦，学校也不
会对个别教师有偿家教行为的“太危
险、太危害”而姑息迁就，双休日将定期
组织召开数学、外语学科的教研组长会
和骨干教师教学研讨会。以逆向思维和
钉钉子的精神，把专项整治工作抓实抓
到位，抓出有偿家教没有“典型”的成
效，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

会上，王建树对本次专项整治工作
提出了统一思想、突出重点、强化责任
三点要求。各教研组向教师发放了《“有
偿家教”情况自查表》，全体教师在《江苏
省东台中学拒绝有偿家教承诺书》上郑
重签名。我校作风廉政教育暨有偿家教
专项治理工作全面启动。 （校党委）

我校启动作风廉政教育暨有偿家教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 12 月上旬，两
项省级中学生作文大赛落下
帷幕，我校三名学生获得大
奖。

12月 5日至 6日，由江
苏教育报刊总社主办、《江苏
教育报》编辑部承办、江苏省
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冠名
协办的“苏教国际杯”江苏省
第十五届中学生作文大赛
（高中组）现场决赛在南京农
业大学举行。全省 260名经
过选拔的选手进行现场角
逐。结果，我校高一（1）班储
小磊、高二（2）班崔雨珩两同

学获得一等奖。本次大赛，我
校另有 16名学生分获二、三
等奖，语文组徐长进、朱晓
红、马亚峰、周江、孙丽华、邹
恒清等六位老师获得优秀指
导奖。

12月 5日，由省中语会
和省中小学教研室联合主
办、《七彩语文》杂志冠名的
“七彩语文杯”江苏省第十四
届“中学生与社会”作文大赛
在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举行，我校高二（1）班韩煦同
学获得二等奖。

（高二年级组）

三学生获省级作文大赛大奖

本报讯 12月 17日下午，南京工
业大学“优秀生源基地”签约挂牌仪式
在我校举行，它标志着我校与南京工业
大学“共建、双赢”发展模式的形成。

签约挂牌仪式上，校长、党委书记
邹施凯向南京工业大学的领导表示诚
挚的欢迎。他说，对我校成为南京工业
大学的优秀生源基地感到荣幸，《优秀

生源基地协议书》的签署为我校学生可
持续发展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他希
望通过这一模式，为学生“另起一行，我
是第一”的发展增添选择机遇，实现高
校与高中的优势互补，促进高校与高中
教育的有效融合，力争为南京工业大学
输送更多的优秀生源。

南京工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党总

支副书记王飞非常感谢东中对共建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南京工业大学将
对基地考生在录取和管理上采取多项
倾斜政策，并计划委派教授、专家、大学
生艺术团到基地学校开设科技讲座、艺
术交流等。

签约挂牌仪式由赵志刚副校长主
持。 （高三年级组）

南京工业大学“优秀生源基地”签约挂牌仪式在我校举行

本报讯 为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
生科学素养，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11
月 29日，在分管校长谢谦云的带领下，
高一年级实验班全体同学去上海科技
馆参观学习。

早晨 5点 50分，同学们井然有序
地上车出发。一路上，他们兴奋地交流
着，勾勒着科技馆的模样……到达上海
科技馆后，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
展馆，随后 6人一组，正式开启了体验
和探索科学之旅。

上海科技馆是一所以科普为目的、
集科学与体验为一体的博物馆，展示内
容由天地馆、生命馆、智慧馆、创造馆、
未来馆等五个主要展馆和临展馆组成。
在生物万象展区，栩栩如生的动物标
本，从脚下游过的浅水鱼，躲在树叶间
眨着眼睛的变色龙，五彩斑斓的蝴蝶
……让同学们尽情地与大自然“促膝谈
心”；在智慧之光展区，源源不断的“天
上水”，无法站立的魔屋、让人“怒发冲
冠”的神秘磁场，还有“脑电波对抗”的

比赛……大量的互动展品，演示了物
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典型现象，让同
学们从中找到许多有趣的科学奥秘；在
相对论剧场，牛顿与爱因斯坦跨时空对
话，让同学们瞬间明白了相对论是怎么
回事……一切神秘与未知，一切深奥难
懂的科学知识以游戏的方式呈现在同
学们面前，激起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
也在他们心中埋下努力学习的种子，留
下矢志探索科学的愿望。

（高一年级组）

高一实验班学生参观上海科技馆

本报讯 12月 25日晚，"论 "味足、"谈 "风
劲的教学论坛分文理两个会场举行。在副校长谢
谦云、杨晓翔为选手颁发获奖证书后，历时近一个
月的我校第十五届学术节圆满落下帷幕。

今年暑期，我校全面迁入城东校区办学，面对
新的历史起跑线，学校基于 "做最好的教育 "的
永恒追求，努力营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涵，向全校
师生发出了 "做有文化的东中人 "的倡议，并把 "
做有文化的东中人 "作为本届学术节的主题。

本届学术节内容丰富，有 "红烛杯 "三轮会
教、专家讲学、对外公开教学、课题研讨、德育论
坛、教学论坛等，呈现出许多亮点。以德育论坛、教
学论坛为例，论坛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所创新，除
了传统的论文现场交流外，增加了现场答辩与问
题抢答两个环节。德育论坛上，由三个年级九名班
主任组成的三支代表队围绕文化渗透与德育建设
展开 "沙龙式 "角逐，充满智慧，亮点炫目。副校
长杨晓翔作现场点评。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为最
佳代表队和最佳辩手颁发证书。教学论坛上，文理
两个会场十二位选手在论文现场交流环节，围绕
论坛主题，分别从自身专业发展、教育教学担当等
方面交流自身的感受。在第二个环节，选手从教科
处事先确定的 10条题目中抽出一条，简单准备
后，现场作答。在第三个环节，选手们围绕 "在教
师专业发展中如何提高文化自觉 "这一话题，进
行抢答，每人必须在两分钟内表述自己的观点。不
少选手观点明晰，妙语连珠，赢得了阵阵掌声。副
校长吴海霞、赵志刚分别在文、理两个会场作现场
点评。 （政教处 教务处 教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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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羊年将去，猴
年的钟声日渐临近，我校校
园更显出一派喜庆的气氛。
11月 30日，第十五届学术节
闪亮开幕，随后，第二十六届
校园文化艺术节闪亮登场，
都以“做有文化的东中人”为
主题，学术节为我校教科研
工作增添了新的“文化元
素”，艺术节为我校校园文化
建设增加了新的“文化动
力”。12月 26日，在体艺馆举
行的高一、高二年级文艺汇
演，成为我校第二十六届校
园文化艺术节的重头戏。

文艺汇演节目形式多
样，内容积极向上，民族元
素、时尚元素与文化元素得
到有机的融合。在综合楼前
展出的学生书法、美术、摄
影、小报、手工制作作品，吸
引众多的师生驻足观看。学
生们在表现美、感受美的同

时，提升了自身的艺术修养
和精神境界，也构建了自己
成长发展的文化背景。

举办文艺汇演和艺术作
品展，是每届校园文化艺术
节的主要内容。广大学生积
极参与，热情投入，他们利用
课余时间编排文艺节目，创作
艺术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由
于学校离城区较远，许多学生
家长为了子女参加演出，克服
困难从城里送乐器或道具到
学校。据统计，本届校园文化
艺术节全校共编排文艺节目
近 100 个，创作艺术作品
1000多件。他们为争“做有文
化的东中人”挥洒才智，为推
动校园文化建设贡献力量。12
月 30日晚，本届校园文化艺
术节的压轴戏———全校文艺
汇演举行，将为本届校园文
化艺术节划上圆满的句号。

（政教处）

第 26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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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来得
子。

当他用枯
瘦的双手接过
这个沉甸甸的
希望时，他喜极
而泣。

可是上天
似乎执意不想
让他幸福。从急
诊室出来的,只
有哭个不停的
孩子。

他抱着孩
子，在老婆子面前跪下，似是疯
了, 一直在喃喃着:“辛苦你了啊,
老婆子 , 谢谢你啊……谢谢啊
……”

他唤孩子宝儿。他没文化，
只是觉得，如果老婆子还在的
话，肯定会这样叫的。

七岁
孩子拉着他的手，跑向远处

卖糖葫芦的老爷爷：“爸爸爸爸！
给我买糖葫芦吃，我要吃糖葫
芦! ”
他看着前方精力充沛的稚

儿，笑意盈盈。还能有个孩子叫
自己爸爸，他此生便无憾了。“要
加把劲了啊”，他想。他不想让孩
子饿着，他想给孩子好的生活，
能做的工作，他都做。

十二岁
“爸！我要好好学习，将来让

你住大房子，睡很舒服很舒服的
床！”已微微长开的孩子拍着胸
脯，大声向他承诺。彼时的他已
微微佝偻，随着别人去大街上帮
工，每天拼死拼活。他有心脏病，
还是孩子出生的那一年查出来
的。每次，他都背着孩子去医院
拿药，他不想孩子担心。听到孩
子说这话，他鼻子一酸，老泪都
快下来了。他痴痴地笑了，不停
的回应：“好啊，好啊，好……”为
了孩子，他就算拼上这条老命，
也值了。

十七岁
孩子长大了，开始不想再穿

旧的衣服了，不想用廉价的东西
了。
他呢，衰老的很快，渐渐的，

没人再愿意收他去帮工了。于
是，他便开始捡垃圾，再去卖掉。
至少每天让孩子吃点好的，孩子
要高考了，要多补补。自己呢，粗
茶淡饭习惯了。他的病越来越严
重了，他已经没有了再去开药的
费用。还能撑多久呢？他不知道。
他要多赚点，多赚点，留给孩子。
“爸，这衣服穿好久了，给我

换件吧。”孩子吃着饭，突然提到。

他沉默，一件新衣服，是笔
很大的开销。
孩子急了：“全班只有我还

穿这种衣服，你知道我有多丢脸
吗？”扔下筷子，孩子摔门进房。

夜晚，孩子越想越气，拿过
书包去了朋友家。

洗澡时，孩子突然摸到背包
里层里厚厚的一沓钱。
“爸爸！”孩子动摇了，匆忙

跑回家。孩子其实不是不懂事，
只是气不过。
到家的时候，发现门口挤满

了人。
孩子挤进去，却再寻不到他

的身影。
“听说是心脏病啊，想是去

房间拿药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绊
了一下，这一摔啊，就起不来了，
还是隔壁老王送米来，敲门没人
应，才发现了哩……过去好一会
了，怕是没救了……这会？送医
院了啊……”
旁人议论的话语传进他的

耳膜，一字一句都像刀一样，狠
狠地割着他的心脏。
“爸有心脏病？什么时候？

……”孩子的大脑一片空白，反
复的循环着的问着，鬼使神差
的，孩子跌跌撞撞摔进他房里。

床头放着一个泛黄的本子，
孩子看了，顷刻间泪如雨下。

从未上过学的他，连自己名
字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儿的他，却
在本子上满满的写下了
“宝儿，宝儿，宝儿……”
指导老师：语文组 徐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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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1）班 朱颖婷
那些忙碌的灵魂，承载着的，本应

是我们充满敬意的眼神。
———题记

有时在街上会看见那些身影———
苍老的，疲惫的，拉着一车炭或是踏着
一辆三轮车。佝偻的身体，是被岁月侵
蚀的痕迹。

我总是不自觉地对他们给予同
情。这样一个年纪，本该安享晚年，但
他们却为生活所迫，日夜操劳。

我家小区的楼下便有这样一个老
人，他守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推车，终日
穿着一件蓝色的大褂，他的头发花白，
背也有些驼，皮肤黝黑，像秋日里被翻
新的泥土。他是一位修鞋的老人。
我每每看到他，总会觉得生命的

无奈和卑微。但一些事，却让我的心
境，发生了改变……

那天下午，我碰巧路过那里。老人
如往日那样，在角落里修着一双鞋，这
时，楼上的窗户突然打开，一盆洗菜水
就这样倾盆浇下来。我想大喊一声小
心，但声音已经来不及挣脱我的喉咙。
老人费力地迅速移开自己的身体，但
仍然躲闪不及，半边身子已经变成了
深蓝色。楼上的女人仍在骂骂咧咧，老
人苍老的身体和脸上岁月的痕迹又让
我心中涌起愤怒和无力。

老人没有发怒，我看着他慢慢地

挺直身，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竟
是那双正在补的鞋！
看着老人松了一口气的笑意，我

只觉自己的内心似在被敲击着，敲击
着，我猛然生起一股对老人的敬意。
没有什么人是注定黯淡的，那些

角落里的人，往往散发着我们不易察
觉的光亮。
上高中后的第一天，晚自习回家。

九点多钟了，空气中有着刺骨的寒意，
我戴着口罩，披着大衣，与寒风作斗
争。我隐隐看见老人还坐在那里。还没
有回家，我心中涌起担心。这时，我看
见两个女孩急匆匆地跑过来，嘴里嚷
着：“抱歉啊大爷，说好今天来拿的
……”我听不见老人说了什么，或许他
什么也没有说。他递给女孩鞋，搓了搓
冰凉的手，拍了拍僵直的身体，慢慢
地，颤巍巍地走远了，我看着他消失在
无尽的夜色中，却觉得那佝偻的身体
渐渐高大起来。
没有什么人是注定卑微的，那些

不经意间路过的身影，往往拥有无比
高大的心灵。
那一个悲天悯人的我在这一刻恍

然惊醒。意识到那些忙碌的灵魂，不应
与同情划等号，而应给予崇高的敬意，
真挚的微笑。
指导老师：语文组 朱晓红

高一（6）班 王萧旭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盛夏之中，

知了还在聒噪着，给人们带来了无穷
无尽的噪音，我飞快地在大道上疾驰，
只想早点儿赶回家，享受那冰棍的凉
爽和空调房的舒适。正在此时，在桥上
的过道上，传来了一阵断断续续，而又
听上去有些凄惨的二胡声，我循声而
去，原来是一位拉二胡卖艺的老人。
“又是一个骗子。”我在心里暗自

嘀咕着，随着越来越多的真人扮演乞
丐骗钱的事情被揭露之后，我渐渐不
再相信路边讨饭的艺人了。准备继续
朝家冲刺，霎那间，一阵婉转而又凄苦
的二胡声传进了我的耳朵，时断时续，
仿佛是在诉说着自己悲苦的命运，掉
过头去，将车子停在离老人不远的地
方，细细端详起老人来。

老人盘坐在一条破麻袋上，低垂
着头，头上依稀可见几缕花白的头发，
身上是一件粗布蓝袄，落满了尘埃，在
臂膀处，依稀可见几个深蓝色的补丁，
他的脸色不怎么好，枯黄的皮肤就好
像秋天的落叶，脸上那白花花的胡子
不知何时清洗过，然而最鲜艳的东西
便是他手中的二胡了。那二胡十分陈
旧却没有什么灰尘，一定是老人时常
擦拭它的缘故，老人时不时就自己拉
上一段不知名的调子，委婉连绵，仿佛

是在自我排遣，又像是对这贫苦生活
所发出的哀怨。
我默默地走上前去，在他的碗里

丢下两枚硬币。正当我准备离开时，那
位老人叫住了我：“孩子，你想听什么
曲儿？”我以为我听错了，但他又重复
了一遍，并且加上一句：“我是卖艺的，
不是要饭的。”
霎那间，我的心灵为之一震，面前

这个瘦削的老者眼睛里流露出坚毅眼
神是那么鲜亮。“就来一曲《赛马》吧。”
老人摆开架式，曲调欢快的《赛马》喷
涌而出，刚刚凄婉的二胡声瞬时变得
激昂欢快起来。闭上眼，我仿佛听到了
万马奔腾，呼啸而来。如此节奏鲜明而
又充满活力的曲子，很难想象是这样
一位衣衫褴褛老人手中流泻出来的。
睁开眼，老人的旁边已站了一圈的人，
不知谁喊了一声“好！”大家纷纷鼓起
掌来，接着，一块，两块，硬币纷纷落入
老人的碗里……
我默默地从人群中离开，又向家

走去，我知道，我心中有一样东西改变
了，从那以后，无论在哪里碰到卖艺的
人，我，总会是慷慨解囊。无论是在华
美的舞台，亦是朴素的街头，艺人是永
远值得尊重的。

指导老师：语文组朱春梅

在游牧民族看来，水草是天
神赐予他们的祝福。每年，他们追
逐着青青水草，一路建着大大小
小的蒙古包，一路走一路为家。
我在去往拉萨的路上。
随着火车轻微的晃动声，我

渐渐靠近了这座神秘的圣城。
极目远眺,过春风十里，尽小

草青青。此刻还不是旅游的最好
时节，小草才刚过马蹄，很是娇
嫩的样子。
踏 上 了 这

片土地，一种逼
仄的压迫感挤
来。只觉得大脑
似乎被塑料袋给蒙上了，又似乎
有一只蜜蜂在耳边久久吵闹。空
气化作冰冷的大手挤压着我，我
喘不过气来。
一只粗糙的大手伸了过来，

轻轻地拍了拍我，我摆摆手，示
意我没事。
艰苦，艰苦的人，艰苦的空

气，艰苦的环境。最毒辣的太阳，
最稀薄的空气，我不由得深深佩

服高原上的藏民。他们在此处，
在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用一个
可移动的小小的房子，世代哺育
后人。

我来得很巧，此时他们刚好
准备迁徙到一处水草丰盈的地
方。我好奇地向远方望了过去。

明晃晃刺眼的阳光直接打
下，炙烤着每一寸裸露的土地和
裸露的皮肤。有一阵微风旋走，

猛地，又转作一股巨力狠狠回头
撞来！不断冲击帐篷飒飒作响，
愈盘旋愈尖利，风呼啸着连绵成
一片。人们努力稳住身形，任头
发在风中打着滚。我身旁的藏民
突然吼了句什么，一种压抑的血
性似乎被激起来了，这些汉子齐
声嘶吼了起来！他们对着风，对
着土地，对着高原，对着亘古的
雪山，吼出了心中的不屈！风愈

响，人愈强，不变的高山下一群
渺小的人拖家带口，身上的气势
陡然比山都高！

我的血液渐渐涌上了大脑，
此情此景，何等豪迈，何等不屈，
何等高傲！那是人类的呐喊，那
是人类不屈的声音！

有一位老奶奶笑眯眯地说
了句藏语。导游翻译过来是，追
逐水草，建立新家。

我的血液翻
涌了上来，没有水
草，我们就去追！
一路上，幕天席
地，何处不是家？

何处不可为家？
有时候，我们心中也有这样

一片水草，追，你会丢下了家，不
追，你的梦想又无从寻觅。很多
人就在追与不追之间徘徊岁月，
蹉跎时光。但是，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一路为家，只为追寻心中目
标，家在身边，路在脚下。是的，
只为追寻心中的‘水草’。

指导老师：语文组 程晓艳

追逐我心中的水草
高三（13）班夏杨静怡

“吴师傅，给我来两个烤山
芋。”
“得嘞！”
每当我听到这些话，内心总

会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暖流。不
用说，“吴年轻”肯定又出摊烤红
薯了。

要说起吴师傅的烤红薯，那
可真是要范儿有范儿。遮阳伞一
撑，筒炉一摆，装满新鲜红薯的
小桶往身边一放，再加上他总是
携带在身边的播放器，还没烤
呢，音乐的清香就呼之欲出，在
整条小巷间萦绕，不出多久，摊
前就站满了人。

他倒也不慌不忙，微微一
笑，熟练地从桶中拿出五六个烤
山芋，炉火嗖地一声蹿起又渐渐
平息下去，他粗犷的嗓门又嚷了
起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正宗
吴氏山芋，好吃来，甜哟！”越来
越多的人把他的摊子里三层外
三层围了起来。

只见他戴上手套，将山芋在

手上利落地滚了滚，嘴里还不住
地念叨着什么（后来才知道是一
句句祝福的话语，这样顾客尝起
来才更香甜），他将手臂伸进筒
炉中，猛地往炉壁上一拍，五六
个山芋就顺理成章地落了进去，
“咝啦咝啦”不绝于耳。他也没闲
着，不停地用扇子给炉灶扇风，
一边给周围的人解释着吃山芋
的益处。我微微一笑，只见他利
索地操起铁夹子，麻利地在炉灶
内捣来捣去，忽然，一个金黄带
黑的熟透透的山芋有如新生儿
一般被夹了出来，他抓起一张身
旁的包装纸递给我，笑道：“先给
孩子尝尝。”我捧起热乎乎的山
芋，吹了吹，轻轻地咬了一口，香
味溢满了齿间。

每当这时，总会有几缕微风
吹过，吹开贴在他摊前的一副对
联“烤尽大小红薯，尝遍人间滋
味”。这幅对联上的字虽说不上
太美观，但遒劲有力，充满了活
力，显出“吴年轻”应有的风范。

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他平常练
字的画面：伴着播放器那轻柔的
音乐，他也喜欢一个人练着毛笔
字。当没有顾客时，他也会拿起
一枝毛笔，在炉边的小折叠桌
上，铺开一张宣纸，屏气凝神，刷
刷地在纸上写着什么，凑近一
看，原来是一副副对联，字体虽然
称不上好看，但雅俗共赏，也还不
错。仔细凝视着他的脸，皱纹虽然
已爬上了他的额头，但仿佛永远
也住不进他的心中，他始终是那
么青春活力。每当这时，总会有一
两个孩子凑到他的身旁看他练
字，他总会搁下笔，慈爱地摸着孩
子的头，再顺手从桌子上拿出烤
熟的山芋分给孩子们。山芋吃在
嘴里，甜在了孩子心中，就像他围
裙上的“善”与“爱”，永远在那街
头一隅飞扬。

看着熟悉的炉火再次升起，
听着他粗犷的嗓门再次响起“走
过路过，不要错过，正宗吴氏山
芋，好吃来，甜哟！”看着他摊上
贴着的一幅舞动的“烤尽大小红
薯，尝遍人间滋味”，不禁默念
道：“嗬，真有范儿”。

指导老师：语文组 崔荣凡

“烤芋”范儿
高三（1）班周怀诚

高一（13）班缪婧涵
既是改变，我就不得不一脸红云

地告诉你，我曾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小
姑娘。在妈妈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呵
斥我时，我一哭，妈妈就乖乖把我踢脏
的鞋子洗了。那时的我不肯自己动手，
以撒娇请求的方式依赖别人。

而使我作出改变的，不是永无止
境的迁就，而是突如其来的“抛弃”。

在我欣喜若狂地接到东中录取通
知的时候，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谁上东
台照顾我？曾经因为一句话就奋不顾
身帮我解决问题的父母对此表示沉
默。良久，终于缓缓开口：“这三年你就
去你姑姑那儿吧！”顿时一个五雷轰顶
把我劈醒了，我采用惯用手段：一哭、二
闹、三上吊，可是任凭我百般不依不饶、
软磨硬泡，都逃不脱残酷命运的魔爪，
硬是把我这个楚楚可怜、弱不禁风的泪
人儿安置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家里。
我绝食表示抗议，但除了电话那

头父母的骂声就只剩自己“咕咕”作响
的肚子了，我脑海生出一个可怕的念
头：这三年，什么都要靠自己，我安慰
自己这有什么，梁山好汉不都是被逼
出来的吗？但微微一想到今后再无人
铺路的日子，还是暗暗给自己叫苦伸

屈啊！
每天的上下学对我来说无疑是最

大的挑战，你或许会说骑个车有什么
难的，但我曾是一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温室小花啊！自行车都没骑过几回，更
甭说这大号的电瓶车了。当我小心翼
翼地骑上自己的爱车在人潮涌动的
街道上微微颤颤地行驶时，不借助任
何工具的行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超过
我，每当这时，我都会很自觉地低下
头躲避他们投来的同情外加鄙视的
目光。
经过一个月的历练，我的车技现

在可是一流的了，每日迎着朝阳、披着
晚霞自信地穿梭在繁华街道。曾经的
我是忌讳黑的，但看着镜子里我黝黑
的皮肤我竟发自内心地笑了，那不正
是我成长最好的证明吗？我扬起嘴角，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原来你也是可
以的嘛！
灵魂歌者姚贝娜这样唱过：没深

夜痛哭过怎么会有资格谈论命运与生
活？宁可壮烈地闪烁，不要平淡沉默。
现在，我可以收起我的眼泪，骄傲

地站在我的父母面前，对他们说：你们
的女儿改变了，她开始独立了！

指导老师：语文组 丁正兰

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