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楚才
作文

责编 潘璐 540799893@qq.com 美编 童胤文 实习生 花梓情 校对 洪洵
2018 年 1 月 13 日 星期六

同自己相处
同自己相处，用耳朵听世界。
你在家中，用耳朵静听。你听见雨滴
砸在水汽氤氲的窗玻璃上，发出刷刷的
响声，仿佛将窗外的尘埃洗净，将世界的
一切溶进雨滴中。身后发出滋滋的响声，
那是暖烘烘的壁炉在嘶鸣。
你在纽约中央火车站上，用耳朵倾
听。 你听见火车轰鸣着，穿梭着，从上个
站台驶来，又向下个站台奔去。 它呜呜
地叫着，不经意地掩盖了其余嘈杂的声
音：婴儿的哭泣，小女孩的嬉笑……你
蹲下来，可以听到它碾过大地发出的巨
响。
同自己相处，用手触世界。
在嘉峪关里， 你用手抚摸那历经沧

水果湖一中七年级（6）班 袁米珈
桑的城墙。想象着五百年来它所经历的：
一匹匹通向外面世界的马匹踏过， 它们
背负着文化的交流重任； 一位位披着铠
甲的将领踏过， 他们身上负载着保卫祖
国的重任。
在林肯纪念堂外， 你用手触碰着那
行文字，I have a dream。 你闭着眼，想
着当时的场景：一位领袖昂头走来，他的
肩上负着改变种族歧视状况的任务。
同自己相处，用鼻子闻世界。
你在蛋糕店前， 闻到一股幸福的味
道。那清新的香味，应该是马卡龙散发出
的吧；那甜甜的香味，应该是巧克力蛋糕
散发出的吧。闻着闻着，你仿佛看到烘焙
师屏气凝神地在蛋糕上裱花； 你又仿佛

做一个会控制情绪的人

拿破仑说：“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
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
我自小是一个不会控制情绪的人，
总是容易沦陷到自己情绪中，学会控制
情绪成了我的追求。
小升初后， 感觉自己成绩还好，于
是我的骄傲情绪在膨胀， 忘乎所以地
“赶时髦”， 废寝忘食地在武侠小说中
寻找“行 侠仗 义 ”， 上 课 开 小 差 下 课 踢
足球……家人、老师、朋友都好言相劝，
无奈我是“左耳进右耳出”。
直到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 我从进
校年级前50名，一下子下跌到第220名。
我的内心灼痛，看着同学们喜笑颜开的
模样，溃败、羞愧等情绪涌入心头，我再
次被情绪所控制，双手猛抓头发，无地
自容。

师生情

雨雪霏霏，渺渺泪。
小时候，爷爷带我去美术馆欣赏画，
无意间，遇见了他。
他，一位端坐于长椅上，认认真真画
画的美术老师。
我静悄悄地站在一旁， 原来是一个
“假小子”的人，遇见了他就变成了文静
淑女。 后来，他发现了我，微微一笑，如
同俞伯牙与钟子期，互懂心声。
他与我谈天说地，不一会儿，他说他

武汉市武钢三中高二（7）班

放学后，班主任找到我，语重心长地
对我说：
“我看得出来，你很聪明，就是无
法控制住自己情绪。 控制情绪，静下来，
你就会成功的，加油！ ”
回到家， 看见外公和妈妈关切的眼
神，我告诉了他们真相。外公严肃地指责
道：
“怎么考这么差？”挫败感再次袭击我
的内心，情绪再次崩溃，我躲进卧室，钻
入被窝里痛哭。
皓月当空， 我坐在床上凝视着高悬
的圆月，却感觉被黑暗和恐惧包围。“一
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激情、 欲望和
恐惧，那他就胜过国王。”约翰·米尔顿的
话回响在我耳边。我如梦惊醒，其实人生
最大敌人是自己，下定决心，握紧拳头：
我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在成功的
路上，最大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缺少机会，

就在青少年宫教画画。 我兴奋地与爸爸
商量， 平时很少表态的爷爷居然欣然同
意我去学画。
以后，每周六下午我都去找他一次，
他十分耐心地教我画轮廓，勾线，还告诉
我不知道的关于画的知识与故事。
有时候，我没画好，他就大手握着我
的小手慢慢教。一次不行，没关系，他说：
“慢慢来，人家画家都是一幅画画了一二
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画画最主要的是

或是资历浅薄， 成功的最大敌人是缺乏
对自己情绪的控制。
岁月荏苒， 我慢慢学会控制自己情
绪，学会专注于学业，将消极面转化为积
极向上的正面情绪， 给予自己前进的动
力。
一转眼到了期中考试，第一天语文考
试不够理想，以往的我遇到这种情况可能
连考试都考不下去了！ 而现在，我能稳住
情绪，静下心来，转入后面几科考试。 成绩
出来后，就连我自己也不敢想象，我的成
绩回升到了第100名。 我没有多大激动，而
是默默记住这个进步， 我暗暗下定决心，
更加努力，只待下次的进步。
学会控制情绪，才能控制人生！ 我要
做一个会控制情绪的人， 为自己的人生
书写繁华。

心态，你才启蒙，慢些来，你十分有天分，
不要急于求成！ ”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画画
水平有很大的长进，画的画登上了报纸。
可是，在我快乐的时候，他却生了一
场大病，不能再教我了。 我暗暗祈祷，好
人一生平安，可是他还是永远离开了。 泪
滑过我的脸庞， 我们师生情， 他无限付
出，我却没有回报，实在惭愧。 如果有下
辈子，我还想跟着他继续学画。

中华路金都小学五年级（7）班

则在打鼓：我们俩都是‘小个子’，能旗开
得胜吗？ 刚开始，我们稳扎稳打完成顺利。
可吴雨桐求胜心切，把木板扔到了“墨西
“
扔那么远，看你们怎
哥”。 旁边的同学笑：
么跳！ ”我瞪了吴雨桐一眼，无奈来了个
鲤鱼跃龙门”，竟然跳过去了。 吴雨桐看
“
我成功，眼一闭，心一横，猛地一跳，差点
把我从木板上撞了下去。 好在我底盘稳，
抗震，站住了。 历经了重重困难，没想到我
们只用了41秒完成了比赛。
轮到黄天擎和付紫菁开始比赛了。

赏壶口瀑布
壶口瀑布位于陕西省延安市， 河的
西岸是陕西，东岸是山西。 黄河至此，两
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狭如壶口，故名壶
口瀑布。 以前只是听说壶口瀑布如何壮
丽，去年暑假终于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感
受了一番。
那一天， 我们坐车沿着黄河边的公
路，蜿蜒前行了几个小时。 从车窗里往
外看，黄河就像一条蛇在缓缓地蠕动，水

徐海杰

湖北武汉汉阳区弘桥小学六年级（5）班 余思逸

有趣的游戏
在学校的运动场上， 欢呼声惊天动
地。 瞧，熊宇涵眉飞色舞，段昀欣笑逐颜
开。 原来呀，他们在“过河拆桥”的游戏
中，成了游戏大赢家！
“过河拆桥”的游戏规则十分简单：
两人一组，交替将两块长方形木板铺在
地上，向目的地前进，如果落“水”（脚碰
到地面），则重新开始。 用时最短的一组
成为游戏大赢家。
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我和吴雨桐抽
到了第一组。 吴雨桐跃跃欲试，而我心里

站在阿菲尔铁塔上贪婪地尝着一块儿慕
斯蛋糕抑或是在伦敦的街角咖啡馆品着
一小块布丁……
你站在唐人街上，嗅着。 你闻到一股
饺子味， 那是一股令炎黄子孙心醉的香
味；你闻到一股辣劲十足的味道，那是令
四川湖南人魂牵梦吟的辣菜散发出的；
你又闻到一股甜蜜的香味， 那是广东人
挚爱的叉烧肉飘出的……于是， 你明白
了，那是乡愁的味道。
同自己相处， 静静地用心感受这个
千变万化的世界。 你听着，触着，闻着，用
千百种方式感受着。 在相处中，你用心，
品着……

黄天擎虽然胖，但是动作灵巧。 可接着，
付紫菁大步一跳，把黄天擎撞了一下，两
个人双双落“水”，不得不垂头丧气返回
起点重头再来。
接下来上场的一组是“功夫熊猫”熊
宇涵和身轻如燕的段昀欣。 果然，他们配
合十分默契，我的眼睛还没眨两下，游戏
居然结束了，他们全程只用了31秒，刷新
了我和吴雨桐的41秒。
虽然没赢，但这“过河拆桥”真有趣，
我们玩得太开心了。

武汉外国语小学三年级（2）班

流速度很慢。 我们继续前行，刚到景区就
听到犹如闷雷滚动般的隆隆声， 远处飘
起一团团濛濛的薄雾。
我们渐渐接近瀑布了，响声越来越
大，我小心翼翼地顺着石阶前行。 只见
一道道河水打在石头上， 飞起了水花，
溅到我的脸上， 给我洗去一路的疲劳。
我被这壮观的景色惊呆了！ 只见河水犹
如千万条金色巨龙张牙舞爪地向下奔

施博荣

聂嗣桁

腾而去，落入深邃的峡底，激起无数的
水花，如烟，如雾，如雨，在阳光的照射
下，显出一道彩虹挂在空中。 而黄河水
震耳欲聋，如山崩地裂、龙吟虎啸、万马
齐鸣。
我沉醉在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中，不
禁吟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
到海不复回。 ”

日落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四年级（2）班 郭诗轩
我出生在武汉，热爱着江城的
美食，迷恋着江城的美景。 每每放
学较早，我都会到江滨，赏落日美
景。
今日，趁着心情大好，我再次
来到武昌江滩公园。江滩上聚满了
人群：有人在练武，有人在乘凉，有
人在照相……一阵凉风袭来，吹散
了人们的疲惫，吹走了我的学业压
力。
不远处的江面波光粼粼，在夕
阳的照耀下，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
的外衣。我不禁想起白居易的一句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
诗：
江红”。
远处的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橙
色， 此时的太阳没有那么刺眼了，
似乎和上了一天学的孩子一
样——
—疲倦了。太阳仿佛大圆盘一
般挂在空中，快瞧，太阳正在快速
地下落，它的最底端已经被云朵遮
住了。 一不留神，太阳又落下去一
大截，它躲在云朵的后面，像个害
羞的小姑娘。 太阳光线越来越暗，
此时的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太
阳落山的速度可真快啊！ ”我情不
自禁地感叹着。
被太阳染红的云也是一幅绝
美的画作，云一层叠着一层，像千
层雪冰激凌一般。云渐渐变成鲜红
色，像被火燃烧了一般，难道这就
是传说中的“火烧云”吗？ 大自然真
神奇啊！ 不知不觉中，夕阳已悄无
声息地离开了。
这时，天慢慢黑了下来。 灯火
阑珊，江面传来船舶汽笛声，似乎
在催促我赶紧回家学习。 吹着微
风，带着好心情，我踏上了归途。

小狗“煤球”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三年级（3）班
滕知语
邻居家有一只小狗叫煤球。虽
然它叫煤球，但毛色属于一种说黑
不黑，说灰不灰的怪颜色，难看极
了。可是，就这样的一只丑狗，竟让
我几次下不来台， 你说气人不气
人！
原来， 煤球有一个嗜好——
—
捡球。 它去草坪玩耍时，不管是遇
到陌生人还是熟人， 都会叼着一
只网球迅速冲过去， 把球放在人
面前， 然后后退三五步， 弓起身
子，左右摇晃，就像足球场上的守
门员。 一旦人们将球踢出，它就以
飞快的速度冲出去， 把球捡回来
原样放好，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二
次冲击”。 那兴致勃勃的小模样，
可爱极了。
好几次， 我在草坪上遇到它，
它都会邀请我玩。 我又紧张又兴
奋地想踢出一脚好球，可不知道是
我力气小了， 还是草地妨碍了我，
我总是踢不出它想要的球：要么踢
不远，要么没踢中。 结果，几次以
后，它居然不和我玩了，叼起网球
去找别人……
这简直太让我伤心了。 煤球
啊，你可别看不起人！等我长大了，
我能把球踢远， 你求着和我玩，我
都不理你了，你就等着瞧吧。

